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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逆时偏移成像是基于双程波波动方程，通过对波场正
向和反向延拓来实现偏移的高精度成像方法．逆时偏移能有效
利用全波场信息，且相对于单程波偏移方法而言，无传播方向
限制，不需要对波场进行上、下行波的分离；将波场看作矢量波
的叠加，避免了倾角限制，并能较好地实现回转波、多次波成
像．在给定速度场足够准确的情况下，逆时偏移理论上能对任
意复杂介质精准成像，是现在最为精确的偏移方法之一．但是，
低频噪声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之一．本文在分析各种成像条件
优缺点的基础上，选用归一化互相关成像条件，对多个典型模
型进行逆时偏移成像测试，以验证程序的正确性；选取波场分
离、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拉普拉斯算子滤波等三种去噪方法，分别对
组合模型和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进行测试，对比三种去噪方法在叠
前逆时偏移成像中的去噪效果，为实际地震资料处理提供方法
借鉴．
关键词　 逆时偏移；低频噪声；波场分离法；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法；拉
普拉斯算子滤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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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地震偏移成像技术一般分为基于波场延拓的波动方程

偏移方法和基于射线理论的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偏移方法两类．波动方
程偏移方法能较好地适应速度模型的横向变化，但由于采用
单程波的近似方程，波场传播方向受到倾角限制，对陡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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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成像能力较差，尤其对于盐丘下的回折波成像存在很大
的困难． 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偏移方法具有很高的计算效率和实用性，
在当前实际生产中广泛应用；但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偏移方法的分辨率
会随着深度增加而变差，且缺乏相应的振幅信息．

由于大规模计算能力和工业界对地震成像精度要求的
提高，各种与波场延拓有关的计算方法与技术得到了不断地
发展，从而基于双程波方程的逆时偏移方法重新进入了人们
的视野．逆时偏移的思想最早是由Ｈｅｍｏｎ（１９７８）在求解波动
方程过程中提出来的，可是并没有真正实施．此后，Ｗｈｉｔｍｏｒｅ
（１９８３）正式提出了逆时偏移的概念． Ｂａｙｓａｌ等（１９８３）通过伪
谱法成功实现了逆时偏移． Ｌｏｅｗｅｎｔｈａｌ和Ｍｕｆｔｉ（１９８３）在频
率域求解波动方程实现逆时偏移． 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１９８３）在时间
域用二阶差分求解波动方程，成功实现了逆时偏移． Ｌｅｖｉｎ
（１９８４）总结了逆时偏移的实现方法和基本原则． Ｗｕ等
（１９９６）将逆时偏移扩展到了三维，实现了三维高阶差分逆
时偏移． Ｃａｕｓｓｅ和Ｕｒｓｉｎ（２０００）将黏弹性波动方程运用到了
逆时偏移中，表明黏弹性方程同样也能进行逆时偏移． Ｓｕｎ
和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２００１）用弹性波方程实现了纵波、横波的多波
多分量逆时偏移，并且表明弹性波逆时偏移对复杂构造成像
效果更好． Ｐｏｐｏｖ等（２０１０）提出了一种以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积分为基
础，利用高斯束的叠加积分来计算格林函数的逆时偏移算
法，该算法同常规的逆时偏移相比，具有效率上的优势，并且
具有面向目标成像的能力．国内邓玉琼等（１９９０）利用有限
元方法对地表数据和ＶＳＰ数据进行弹性波逆时偏移．王山
山等（１９９３）使用伪谱法和有限元混合方法求解双程无反射
波动方程，来实现逆时偏移．底青云和王妙月（１９９７）进行了
弹性波有限元逆时偏移研究，表明弹性波能同时利用Ｐ波Ｓ
波的数据，对精细构造效果更好．进入２０００年后，众多的学
者对逆时偏移进行了研究，逆时偏移的研究进入白热化的阶
段．张秉铭等（２０００）发展了各向异性介质的多分量逆时深
度偏移方法，能将各向异性介质中的反射点正确归位．张美
根和王妙月（２００１）将有限元法应用到各向异性介质弹性波
场叠前逆时偏移中．张会星和宁书年（２００２）推导了弹性波
逆时偏移的高阶有限差分格式，实现了多波多分量的逆时偏
移．杜启振和秦童（２００９）推导了弹性波高阶差分的多分量
偏移算子，并实现了ＶＴＩ介质的弹性波多分量逆时偏移．何
兵寿等（２０１０）实现了基于ＭＰＩ信息传递模型的逆时偏移并
行计算，极大地提高了逆时偏移计算效率．刘红伟等（２０１０）
和李博等（２０１０）引入随机边界条件，采用ＣＰＵ ／ ＧＰＵ计算，
并对成像结果用拉普拉斯算子滤波去噪，得到较好的效果．
Ｄａｉ等（２０１１）将正则化项引入最小二乘偏移中，加快了收敛
速度、提高了计算效率．严红勇和刘洋（２０１３）将时空域高阶
有限差分法应用到叠前逆时偏移波场延拓的方程求解中，发
展了时空域有限差分的声波逆时偏移． Ｌｉ等（２０１４）将最小
二乘逆时偏移适用于粘弹介质．方修政（２０１６）研究了一种
改进的基于ＧＰＵ加速的有效完全匹配层（ＰＭＬ）吸收边界存
储策略，实现高精度和高效率的各向异性介质逆时偏移．杨
凯和张剑锋（２０１７）结合最小二乘算法与非结构化网格精细
刻画地下界面以及随速度自适应剖分的优点发展了基于非
结构化网格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的方法．国内的研究发展迅
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自主研发了相关软件，在部分地区

试验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逆时偏移有着与生俱来的三大缺陷：计

算量大、存储量大和存在虚假成像．逆时偏移噪声频率较低，
淹没了有用地层信息，严重降低了成像质量，并对地质解释
造成了困难．因此，如何有效压制低频噪声是获得理想成像
结果的关键之一．为此，本文分别选取了波场分离法、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法、拉普拉斯算子滤波法，对不同模型采用不同
去噪方法试算，验证程序的正确性和各种去噪方法的有效
性，并分析对比不同去噪方法的优缺点，为逆时偏移及去噪
的实际应用提供借鉴．
１　 逆时偏移成像条件研究

叠前逆时偏移主要由波场延拓和成像条件两部分组成．
波场延拓是偏移处理的必要步骤，将所有的反射界面和绕射
点进行归位并显示出来，还需要合适的成像条件．成像条件
是根据所选定的成像方法，利用射线追踪计算入射波走时或
者求解波动方程获得全波场信息，并存储于计算机中供成像
使用．目前，叠前逆时偏移成像条件主要有三种：初至时间成
像条件、最大振幅成像条件和互相关成像条件．研究表明，不
同的成像条件对偏移的计算效率和成像效果会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
１． １　 初至时间成像条件

初至时间成像条件是将震源波场初至波的到达时间作
为成像点的成像时间（Ｃｌａｅｒｂｏｕｔ ａｎｄ Ｄｏｈｅｒｔｙ，１９７２），并以该
时间成像点的波场逆时延拓的振幅值作为成像点的幅值．初
至时间成像条件可写为

Ｉ（ｘ，ｚ）＝ Ｐｒ（ｘ，ｚ，ｔｅ）， （１）
其中，Ｉ（ｘ，ｚ）为（ｘ，ｚ）点处的成像结果，ｔｅ为初至走时，Ｐｒ（ｘ，
ｚ，ｔｅ）是ｔｅ时刻地表接收记录的逆时延拓振幅值．

初至时间成像条件一般采用射线追踪或解程函方程的
方法来计算初至波的到时，这种算法计算量小，存储量小，因
而计算效率高．但是，射线追踪和程函方程方法都是波场传
播过程的高频近似，其中只包含了波的运动学特征，没有包
含波的动力学特征．在构造复杂的地区，用初至时间成像条
件进行成像，成像结果往往被噪声所掩盖，影响了成像质量．
因此初至时间成像条件只能适用于介质相对简单的情况．
１． ２　 最大振幅成像条件

最大振幅成像条件是将震源波场在成像点上出现最大
振幅的时间作为成像时间，并以该时间的波场逆时延拓的振
幅值作为成像点的幅值（Ｌｏｅｗｅｎ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Ｈｕ，１９９１）．最大振
幅成像条件可写为

Ｉ（ｘ，ｚ）＝ Ｐｒ（ｘ，ｚ，ｔａ）， （２）
其中，Ｉ（ｘ，ｚ）为（ｘ，ｚ）点处的成像结果，ｔａ是成像点上最大振
幅出现的时间，Ｐｒ（ｘ，ｚ，ｔａ）是ｔａ时刻地表接收记录的逆时延
拓振幅值．

与初至时间成像条件选择初至走时作为成像时间不同
的是，最大振幅成像条件不仅包含了波的运动学特征，而且
还包含波的动力学特征（振幅）．因此成像点上出现的最大
振幅可能来自波场中的各种体波，也可以是多个波在波场中
相互叠加的结果．此外，最大振幅成像条件还需要通过波动
方程正演计算成像时间，增加了计算量，最大振幅成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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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不是连续的．这种不连续的时间场在成像时会在成像结
果上形成不连续的阴影，也会影响偏移结果．
１． ３　 互相关成像条件

根据Ｃｌａｅｒｂｏｕｔ和Ｄｏｈｅｒｔｙ（１９７２）提出的“时间一致性”
成像原理（真实反射界面处，入射波的到达时间和反射波的
产生时间是一致的），提出了反褶积成像条件，成像点处的反
射系数为反射波振幅除以入射波振幅，公式为

Ｉ（ｘ，ｚ）＝ ｕ（ｘ，ｚ，ｔａ）ｄ（ｘ，ｚ，ｔａ）． （３）

反褶积成像条件没有考虑反射系数随入射波振幅变化
的情况，当入射波振幅为零时，将会面临分母为零的问题，成
像条件变得不稳定．为解决这一问题，发展了互相关成像条
件，公式为

Ｉ（ｘ，ｚ）＝ ∫
ｔｍａｘ

０
Ｓ（ｘ，ｚ，ｔ１）Ｒ（ｘ，ｚ，ｔ － ｔ２）ｄｔ ， （４）

其中，ｔ ＝ ｔ１ ＋ ｔ２；ｔ１为震源正向延拓的波场到反射点的传播时
间，ｔ２为检波点反向延拓的波场到反射点的传播时间，ｔ为总
的走时；Ｓ（ｘ，ｚ，ｔ１）为正向延拓的震源波场，Ｒ（ｘ，ｚ，ｔ － ｔ２）为
检波点反向延拓波场，Ｉ（ｘ，ｚ）为该位置的成像结果． 式中对
时间从０到ｔ求积分，则意味成像结果是各个时间剖面上成
像的叠加．

互相关成像条件表述虽然简单，然而含义却比前两个成
像条件更为广泛，既可以在ｔ ＝ ０时刻成像，也可以在ｔ ＞ ０时
刻成像；既可以对一次波成像，也可以对多次波成像；既可以
适用于零偏移距记录，也可适用于非零偏移距记录．互相关
成像条件充分利用了双程波的全波场信息，极大程度上发挥
了逆时偏移的优势，可以对成像点实现多次成像，其中多次
反射波、回转波等均可以有效成像．不足之处在于增加了大
量的计算量和储存量，存在产生虚假成像等问题．

于是在互相关成像条件基础上提出归一化互相关成像
条件，包括：

（ａ）震源归一化

Ｉ（ｘ，ｚ）＝ ∫
ｔｍａｘ

０
Ｓ（ｘ，ｚ，ｔ）Ｒ（ｘ，ｚ，ｔ）ｄｔ

∫
ｔｍａｘ

０
Ｓ２（ｘ，ｚ，ｔ）ｄｔ

． （５）

（ｂ）检波点归一化

Ｉ（ｘ，ｚ）＝ ∫
ｔｍａｘ

０
Ｓ（ｘ，ｚ，ｔ）Ｒ（ｘ，ｚ，ｔ）ｄｔ

∫
ｔｍａｘ

０
Ｒ２（ｘ，ｚ，ｔ）ｄｔ

． （６）

对于复杂构造，震源归一化成像条件压制噪声的效果更
好，而且可以反映深部反射界面的成像．由于实现方便，不需
要额外计算量，且成像结果为无量纲数，可以作为保幅逆时
偏移的成像条件，因此现在广泛使用．本文以下所有测试，均
选用震源归一化成像条件．
２　 逆时偏移成像效果测试

２． １　 水平层状模型
图１为测试逆时偏移成像效果而构建的水平层状速度

模型．模型总网格大小为３０１ × ２０１，空间网格横向、纵向步长
均为５ ｍ，时间步长为０． ２ ｍｓ，第一层速度为１０００ ｍ ／ ｓ，第二

层速度为１５００ ｍ ／ ｓ，密度均为１ ｇ ／ ｃｍ３，选取的参数满足有限
差分计算所需的稳定性条件．交错网格有限差分的差分精度
为时间二阶、空间八阶．

图１　 水平层状速度模型
Ｆｉｇ． １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ｙ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选取中间放炮、两边排列接收的观测方式，检波器分布
在整个计算区域表面，最小偏移距为０ ｍ，每炮接收３０１道记
录，道间距为５ ｍ．选用主频２５ Ｈｚ的零相位雷克子波在地表
激发，最大接收时间为２ ｓ，按照此观测方式可以得到１个地
面检波点炮集记录．由于直达波不含地下分界面的信息，在
逆时偏移中视为干扰波，在进行逆时偏移时需要先切除直达
波．图２为水平模型切除直达波后的一炮模拟记录，高阶有
限差分模拟结果较好，图中没有明显的频散现象和虚假反
射，由于使用的是声波方程所以只有反射纵波．

图２　 水平层状模型一炮模拟记录（直达波已切除）
Ｆｉｇ． ２　 Ｏｎｅｓｈｏ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ａ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ｙ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ｗａｖ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ｍｏｖｅｄ）

图３为水平层状模型逆时偏移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逆
时偏移对水平界面有良好的成像效果，界面形态清晰呈现，
图像两端由于检波器接收不到两端地层的信息，所以无法成
像，且界面上部存在较严重的虚假成像，降低了成像质量．通
过仔细观察，噪声分为两种：第一种为白色箭头所指的位置，
这种噪声振幅最强，干扰严重；第二种为黑色箭头所指的位
置，这种噪声振幅较弱，一般有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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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水平层状模型的逆时偏移结果（箭头所指
分别对应两种噪声）

Ｆｉｇ． ３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ｙ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ｈｅａｄ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ｎｏｉｓｅ）

２． ２　 凹陷模型
图４为测试逆时偏移成像效果而构建的凹陷速度模型．

模型总网格大小为３０１ × ２０１，空间网格横向、纵向步长均为
５ ｍ，时间步长为０． ２ ｍｓ，第一层速度为１０００ ｍ ／ ｓ，第二层速
度为１５００ ｍ ／ ｓ，密度均为１ ｇ ／ ｃｍ３，选取的参数满足有限差分
计算所需的稳定性条件．交错网格有限差分的差分精度为时

间二阶、空间八阶．

图４　 凹陷速度模型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ａ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采用中间放炮、两边排列接收的观测方式，检波器分布
在整个计算区域表面，最小偏移距为０ ｍ，每炮接收３０１道记
录，道间距为５ ｍ，炮点在模型的（７５，１）处开始右移，炮间距
为５００ ｍ．选用主频２５ Ｈｚ的零相位雷克子波在地表激发，最
大接收时间为２ ｓ，按照此观测方式可以得到３个地面检波
点炮集记录，如图５所示．

图５　 凹陷模型的三炮模拟记录
Ｆｉｇ． ５　 Ｔｈｒｅｅｓｈｏ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ｇ ｍｏｄｅｌ

　 　 该模型由于在凹陷处具有９０°的垂直构造，会产生回转
波，且断层的尖灭点会产生大量的散射波，此处均是地震成
像的难点．传统的单程波偏移限制了波的传播方向，无法对
这种垂直构造成像，而逆时偏移则基于双程波动方程，利用
了全波场信息，不受构造倾角限制、能对各类波精准成像．因
此，从图６中可以看出逆时偏移对凹陷模型有较好的成像效
果，成像位置准确，断层的垂直构造部分也得到清晰成像．
２． ３　 组合模型

图７为测试逆时偏移成像效果而构建的模型，由起伏界
面、水平界面、倾斜界面组合而成．模型总网格大小为３０１ ×
２０１，空间网格横向、纵向步长均为５ ｍ，时间步长为０． ２ ｍｓ，
第一层速度为１０００ ｍ ／ ｓ，第二层速度为１５００ ｍ ／ ｓ，第三层速
度为２０００ ｍ ／ ｓ，第四层速度为２５００ ｍ ／ ｓ，密度均为１ ｇ ／ ｃｍ３，
选取的参数满足有限差分计算所需的稳定性条件．交错网格

图６　 凹陷模型逆时偏移结果
Ｆｉｇ． ６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ｇ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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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差分的差分精度为时间二阶、空间八阶．
采用中间放炮、两边排列接收的观测方式，每炮的计算

区域大小为２０１ × ２０１，检波器分布在整个计算区域表面，最
小偏移距为０ ｍ，每炮接收２０１道记录，道间距为５ ｍ，炮点
在模型的（１０１，１）处开始右移，炮间距为５００ ｍ．选用主频
２５ Ｈｚ的零相位雷克子波在地表激发，最大接收时间为２ ｓ，
按照此观测方式可以得到３个地面检波点炮集记录，见
图８．

图９为组合模型逆时偏移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逆时偏
移对组合模型有较好的成像效果，不同界面都可以清楚成
像，界面显示清晰，成像位置准确，噪声主要集中在图像上
部．起伏界面存在不连续现象，是因为这些分界面的反射波
检波器无法接收到，缺失了这部分地层信息．

图７　 组合速度模型
Ｆｉｇ． ７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图８　 组合模型三炮模拟记录
Ｆｉｇ． ８　 Ｔｈｒｅｅｓｈｏ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ｏｄｅｌ

图９　 组合模型逆时偏移结果
Ｆｉｇ． ９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ｏｄｅｌ

３　 不同去噪方法的效果对比

以上讨论了不同成像条件的优劣，并选用归一化互相关
成像条件对多个典型模型进行了逆时偏移成像测试，结果表
明逆时偏移能够对测试模型良好成像，但同时也存在低频成
像噪声的问题．目前，压制成像噪声的方法主要有波场分离
法、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法、拉普拉斯算子滤波法，这些去噪方法各
有优缺点．为此，本文通过以下两类典型的复杂模型去噪的
测试效果加以分析．

３． １　 组合模型去噪测试
图１０为组合模型去噪前成像结果．模型总网格大小为

３０１ × ２０１，空间网格横向、纵向步长均为５ ｍ，时间步长
为０ ２ ｍｓ，第一层速度为１０００ ｍ ／ ｓ，第二层速度为１５００
ｍ ／ ｓ，第三层速度为２０００ ｍ ／ ｓ，第四层速度为２５００ ｍ ／ ｓ，
密度都为１ｇ ／ ｃｍ３，选取的参数满足有限差分计算所需的
稳定性条件．交错网格有限差分的差分精度为时间二阶、
空间八阶．

图１０　 组合模型去噪前成像结果
Ｆｉｇ． １０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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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是波场分离法去噪后成像效果图．使用波场分离
方法后第一类成像噪声压制情况良好，图像上部完全消除了
强振幅的低频噪声的影响．去噪之后界面显示清晰，地层特
征信息更明显．图１２是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法去噪后成像效果图．
使用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去噪方法处理后，图像上部的强振幅的
低频噪声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压制，去噪之后界面显示更
为清晰，图像质量得到了改善．图１３是拉普拉斯算子滤
波去噪方法处理后成像效果图．拉普拉斯算子滤波后，噪
声去除明显，去噪之后构造更为清楚，图像质量得到了明
显改善．而且由于有速度频率补偿，图像下部界面振幅对
应很好．

图１１　 波场分离法去噪后成像效果图
Ｆｉｇ． １１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ｆｉｅｌ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图１２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法去噪后成像效果图
Ｆｉｇ． １２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３． ２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测试
图１４为去噪前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成像结果，低频噪声基

本覆盖整个模型，尤其模型上部高振幅的假象最为严重，遮
掩了下部构造，影响了成像质量．图１５为波场分离法去噪处
理后成像效果图．使用波场分离法处理后成像噪声压制情况
良好，图像低频噪声的影响基本消除；去噪之后地层反射界
面显示准确，含气透镜体模型、三条大的断层和下部高速横
向侵入体更清晰，地层特征细节更为明显．图１６为Ｐｏｙｎｔｉｎｇ
矢量法去噪处理后成像效果图．图像上部的强振幅低频噪声
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压制，下部噪声还有残留；去噪之后反射
界面显示清楚，含气透镜体模型、三条大的断层和下部高速

图１３　 拉普拉斯算子滤波去噪方法成像效果图
Ｆｉｇ． １３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Ｌａｐｌ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横向侵入体更清晰，图像质量得到改善．图１７为拉普拉斯算
子滤波法去噪处理后成像效果图．拉普拉斯算子滤波后，噪
声去除明显，上部强振幅低频噪声大部分得到了压制，去噪
之后反射界面显示更为清楚，含气透镜体模型、三条大的
断层和下部高速横向侵入体更清晰，图像质量得到了明
显改善．

图１４　 去噪前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逆时偏移成像结果
Ｆｉｇ． １４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１５　 波场分离法去噪处理后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成像效果图
Ｆｉｇ． １５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ｆｉｅｌ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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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法去噪处理后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模型成像效果图

Ｆｉｇ． １６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图１７　 拉普拉斯算子滤波法去噪处理后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模型成像效果图

Ｆｉｇ． １７　 Ｒ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Ｌａｐｌ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４　 结　 论

通过对常用的三类成像去噪方法的测试对比，可以
看到：

（１）波场分离去噪方法能从成因上消除了虚假成像，可
以完全压制波场夹角等于１８０°的噪声．但是对于复杂模型，
仅在ｚ方向进行上、下行波的分离，还是无法将入射波场和
反射波场分离．这时需要将波场分离为上、下、左、右行波．

（２）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去噪方法对低频噪声有一定的压制效
果．其中对有效角度区间的选择最为重要，直接关系到对噪
声压制和对有用信息的损害．当模型较为复杂时，波场传播
方向较为复杂，某一点的波的传播方向往往是多个波场传播
方向的叠加，而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代表的只是平均能流的方向．
因此，对于复杂模型，Ｐｏｙｎｔｉｎｇ去噪方法效果不太理想．

（３）拉普拉斯算子滤波去噪方法对噪声压制明显．该方
法不需要在波场延拓和成像条件这两个步骤中进行修改，因
此具有能适用于任意条件、实现容易等特点．在成像前进行
频率校正，在成像后进行速度恢复，可以很好的对应振幅．拉
普拉斯算子滤波去噪方法是一种简单、实用、高效的滤波
方法．

致　 谢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编辑部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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