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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充分利用地震记录的走时、相位、振幅等运动学和动
力学信息，全波形反演可构建高精度的地下介质模型．然而，反
演结果严重依赖于初始模型的质量，且因其所固有的非线性性
导致反演过程极易陷入局部极小．从低频到高频的逐级多尺度
反演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反演陷入局部极小，但受限于原
始数据的低频成分缺失，而难以得到模型的大尺度信息．包络
反演能在原始数据缺失低频成分的情况下获取模型的低波数
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多尺度反演的不足．构造导向滤
波从图像本身提取构造信息，有效去除随机噪声的同时，还能
提高大尺度模型反演质量．本文提出了一种联合构造导向滤波
和包络反演的初始速度模型构建方法．该方法采用构造导向滤
波方法对包络反演梯度作预处理，以构建稳健的初始速度模
型．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的测试结果表明：与基于高斯滤波的包络反
演结果相比，联合构造导向滤波的包络反演具有更好的抗噪
性，可进一步提高包络反演的精度，使反演结果更具地质意义．
关键词　 全波形反演；包络反演；构造导向滤波；初始模型；非
线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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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全波形反演（Ｆｕｌｌ Ｗａｖ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ＷＩ）以模拟数据和观
测数据间的差值为目标函数，通过最小化目标函数来获得地

质模型更新量，以达到重构地下模型的目的．其中，地质模型
更新量由梯度和搜索步长决定，而梯度则由正演波场和残差
逆传的波场计算而得（Ｌａｉｌｌｙ，１９８３；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１９８４）．自
ＦＷＩ问世以来，针对不同的应用需求，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



　 ２０１８，３３（６）崔婵婕，等：联合构造导向滤波和包络反演的初始速度建模方法研究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的全波形反演方法．按照求解波动方程计算域的差异，大致
可分为时间域全波形反演（Ｍａｒｆｕｒｔ，１９８４；Ｃｒａｓ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频率域全波形反演（Ｐｒａｔｔ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Ｓｉｒｇ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ｔｔ，２００４）、Ｌａｐｌａｃｅ域全波形反演（Ｓｈ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２００８）和
ＬａｐｌａｃｅＦｏｕｒｉｅｒ域全波形反演（Ｓｈ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２００９）．近年来，
ＦＷＩ已经逐步运用于油气藏勘探、大地构造研究等方面（石
玉梅等，２０１４；Ｇａｏ ａｎｄ Ｓｈｅｎ，２０１５；崔永福等，２０１６；Ｓｉｍｕ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Ｇóｒｓｚｃｚｙ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按照求解方式的不同可
分为局部优化迭代反演和全局优化搜索反演．由于基于全局
优化搜索的方法计算和内存需求高，现阶段全波形反演一般
采用梯度类和牛顿类方法等局部优化方法，但是，局部优化
方法的求解过程很容易陷入局部极小，使反演成为一个高度
病态性和非线性问题．

全波形反演反演结果严重依赖于初始模型的质量，而初
始模型的准确获取取决于原始数据的低频成分．受地震数据
采集技术的制约，实际地震勘探数据中往往缺乏５ Ｈｚ以下
的低频成分．因此，如何在原始数据低频成分缺失的情况下
获取低波数初始模型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Ｚｈｏｕ等（１９９７）提
出走时反演和全波形反演联合的方法构建更稳健的初始速
度模型． Ｓｈｉｎ和Ｃｈａ（２００８）在Ｌａｐｌａｃｅ域内利用波形记录的
零频分量提取大尺度模型，并将该方法拓展到Ｌａｐｌａｃｅ
Ｆｏｕｒｉｅｒ域（Ｓｈ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２００９），充分利用地震记录的各个
频率成分．全波形反演与偏移速度分析方法的结合可大幅降
低传统全波形反演的非线性性（Ｂｉｏｎｄｉ ａｎｄ Ａｌｍｏｍｉｎ，２０１４）．
Ｌｉｕ等（２０１４）提出初至波形反演来减少波场与模型参数之
间的非线性以及反演对初始模型的依赖．依托声波波动方
程，基于包络目标函数的全波形反演方法可以在地震数据低
频缺失的情况下获得背景速度模型，并具有一定的抗噪性
（Ｃｈ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Ｌｕｏ ａｎｄ Ｗｕ，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ａ，ｂ；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Ｗｕ ａｎｄ Ｌｕｏ，２０１４）． Ｗｕ和Ｌｕｏ（２０１４）将这一方
法拓展到弹性波领域． Ｈｕａｎｇ等（２０１５）进一步探讨了包络反
演的局限性；敖瑞德等（２０１５）等提出了不依赖子波的基于
包络反演的ＦＷＩ初始模型建立方法；王官超和杜启振
（２０１６）则采用Ｈａｍｍｉｎｇ窗低通滤波器对地震子波和数据进
行时间尺度分解，提出基于包络目标函数的弹性波多尺度反
演策略；胡勇等（２０１７）提出解调包络方法重构地震数据中
的低频信息，并结合低通滤波实现从低频到高频的多尺度
ＦＷＩ反演策略．虽然包络反演可在原始数据低频缺失情况下
提取低波数信息，但是包络反演结果对初始模型仍有较大程
度的依赖．

噪声的存在严重加大了全波形反演的病态性，为减少噪
声对反演的影响，提高反演结果的稳健性，学者们从目标函
数的改进、模型正则化等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 Ｂｒｏｓｓｉｅｒ等
（２０１０）探讨了各种范数目标函数的稳健性，证明噪声干扰
严重的条件下基于Ｌ１范数反演结果最可靠．在目标函数中
加入了先验模型项可以减轻反演的非唯一性（Ａｓｎａａｓｈａ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把同时震源ＦＷＩ和Ｌ１范数目标函数结合可以
在去除噪声的同时提高计算效率（Ｊｅ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模型
正则化和预处理是另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例如，在小波域
添加稀疏约束可提高反演的抗噪性（Ｘｕｅ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１５），结
合偏移结果对反演进行约束以提高反演质量（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

２０１４），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等（２０１５）采用非平稳拉普拉斯滤波方法对
梯度进行预处理以减少零值贡献． Ｇｕｉｔｔｏｎ等（２０１２）提出局
部倾角滤波（Ｈａｌｅ，２００７）和非平稳定向拉普拉斯滤波
（Ｆｅｈ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ｏｃｋｅｒ，２００３）结合的方法对梯度预处理，在平
滑了噪声、保留速度模型的细节信息的同时，提高了反演的
收敛速度． Ｈａｌｅ（２００３）提出了用构造导向滤波的方法从图像
中提取构造信息，在去噪的同时保留原始构造信息．在构造
导向滤波核函数中引入边界函数，可在滤波过程中保留构造
边界信息（Ｈａｌｅ，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本文提出将构造导向双边滤波（Ｈａｌｅ，２０１１）引入到包
络反演中，用构造张量提取梯度的构造信息，采用构造导向
滤波方法对反演的梯度进行预处理，在去噪的同时增强构造
信息，以提高包络反演的精度；同时，将包络反演结果作为混
合域反演的初始模型，进一步提高反演的稳健性．
１　 包络反演方法

全波形反演能充分利用地震数据的振幅、相位、走时等
信息，采用不同的范数如Ｌ１范数、Ｌ２范数、对数范数，用观
测记录和模拟波场的差值构建目标函数，以局部优化的方法
用目标函数的梯度对模型参数不断迭代以最小化目标值，从
而提取弹性波参数模型．公式（１）—（３）分别为以Ｌ１范数、
Ｌ２范数和对数范数为基础的全波形反演的目标函数，公
式为
　 χ（ｍ）＝ ∑

ｎｓ

ｉｓ ＝ １
∫
ｔ

０ ∫Ω ｕ（ｍ；ｘｓ，ｘ，ｔ）－ ｕｏｂｓ（ｘｓ，ｘ，ｔ） ， （１）

　 χ（ｍ）＝ １２∑
ｎｓ

ｉｓ ＝ １
∫
ｔ

０ ∫Ω（ｕ（ｍ；ｘｓ，ｘ，ｔ）－ ｕｏｂｓ（ｘｓ，ｘ，ｔ））２， （２）
　 χ（ｍ）＝ １２∑

ｎｓ

ｉｓ ＝ １
∫
ｔ

０ ∫Ω（ｌｎ（ｕ（ｍ；ｘｓ，ｘ，ｔ））－
ｌｎ（ｕｏｂｓ（ｘｓ，ｘ，ｔ）））２， （３）

其中，χ（ｍ）为目标函数，ｕ（ｍ；ｘｓ，ｘ，ｔ）为正演模拟波场，
ｕｏｂｓ（ｍ；ｘｓ，ｘ，ｔ）为观测地震记录．目标函数的选取，反演方法
以及梯度预处理技术都是反演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本文着重从这几个方面来介绍包络反演方法．

基于弹性波传播理论，地震波的一阶速度应力方程可
以表示为

ρ（ｘ）ｖ（ｘ，ｔ）－ Δ·σ（ｘ，ｔ）＝ ｆ（ｘ，ｔ）
σ（ｘ，ｔ）－ Ｃ（ｘ）： Δｖ（ｘ，ｔ）{ ＝ ０

， （４）
其中ρ（ｘ）为地下介质密度的分布，ｖ（ｘ，ｔ）为速度矢量，σ（ｘ，
ｔ）为应力张量，Ｃ（ｘ）为弹性张量矩阵．波场记录采用有限差
分方法对（４）进行数值模拟所得，与传统时间域反演一致．

与传统时间域反演方法不同的是，包络反演目标函数由
观测记录包络与模拟波场包络的差值构建．采用Ｌ１范数的
包络反演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χ（ｍ）＝ ∑
ｎｓ

ｉｓ ＝ １
∫
ｔ

０ ∫Ω Ｅ（ｍ；ｘｓ，ｘ，ｔ）－ Ｅｏｂｓ（ｘｓ，ｘ，ｔ） ，（５）
其中，Ｅｏｂｓ（ｘｓ，ｘ，ｔ）为观测记录的包络，Ｅ（ｍ；ｘｓ，ｘ，ｔ）为正演
模拟波场的包络，ｎｓ为震源个数，ｔ为时间采样长度．地震波
场的包络计算公式为

Ｅ（ｔ）＝ ｆ ２（ｔ）＋ Ｈ｛ｆ（ｔ）｝槡 ２ ， （６）
其中ｆ（ｔ）为地震记录，Ｈ｛ｆ（ｔ）｝为地震记录的希尔伯特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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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避免在波场包络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卷积计算，本
文将Ｈ｛ｆ（ｔ）｝在频率域中计算，使之易于实现ＧＰＵ细粒度并
行．

基于式（５）表示的目标函数，可用伴随方法求得λ的梯
度Δ

λ为

Δ

λｘ ＝ ∑
ｓ
∫
Ｔ

０
ｄｔｔｕ

Ｔ
Ｓ（ｘ，ｔ）Ｍλ

Ｔ

ｆＳ（ｘ，Ｔ － ｔ）， （７）
如此，ｖｐ的梯度Δ

ｖｐ可以表示为Δ

ｖｐｘ ＝ ２ρｖｐ

Δ

λｘ ， （８）
其中，ｕＳ为第ｓ个震源的波场值，ｆＳ为伴随震源．包络梯度公
式和传统反演的梯度公式形式相同，如公式（７）所示，差别
在于伴随震源的不同． Ｌ１范数包络反演的伴随震源方程为
ｆＳ ＝
Ｅ（ｕｏｂｓ）－ Ｅ（ｕｓｙｎ）

Ｅ（ｕｓｙｎ） ｕｓｙｎ － Ｈ
Ｅ（ｕｏｂｓ）－ Ｅ（ｕｓｙｎ）

Ｅ（ｕｓｙｎ） Ｈ（ｕｓｙｎ[ ]） ，
（９）

其中Ｅ（ｇ）表示包络，Ｈ（ｇ）表示希尔伯特变换．
２　 构造导向双边滤波

构造导向滤波包括两个部分：构造导向相似性和构造导
向平滑．构造导向相似性用来强化地震图像中的不连续性，
是一种连续性的归一化估算值，其数值处于０ ～ １之间，０表
示没有连续性．这种相似性特征可以沿着构造方向平滑，而
阻止在连续性很小的地方平滑，从而保留了地震数据中的不
连续构造．

构造导向相似性和平滑参数都通过计算构造张量
（Ｈａｌｅ，２００３）Ｔ表征，每个构造张量Ｔ都是一个２ × ２的对称
半正定矩阵，公式为

Ｔ ＝
ｔ１１ ｔ１２
ｔ２１ ｔ[ ]

２２

． （１０）
对Ｔ特征分解可以得到构造导向滤波所需的方向和维

度的参数，公式为
Ｔ ＝ λμｕｕ

Ｔ ＋ λνｖｖ
Ｔ， （１１）

其中，λμ、λν是Ｔ的特征值，ｕ、ｖ为特征向量．一般而言，λμ≥
λν≥０．这表明特征向量ｕ代表图像中梯度值变化大的方向，
即垂直于线性特征；特征向量ｖ对应于数值小的特征值λν，
即平行于线性特征．

基于Ｔ的特征值λμ、λν分别定义各向同性和线性特征
为λ０、λ１，即：

λ０ ＝ λν ／ λμ
λ１ ＝（λμ － λν）／ λ{

μ

， （１２）
其中，λ１的大小表示该线性特征的连续性尺度．线性特征越
明显，λ１数值越大．构造张量Ｔ中的特征向量识别了图像中
的线性特征，沿着这些特征进行平滑就可以实现构造导向
滤波．

构造导向双边滤波可表示为（Ｈａｌｅ，２０１１）：

ｑ［ｉ］＝ ∑Ｋ
Λ（ｐ［ｉ］－ ｐｋ）∑ ｊ

ｐ［ｊ］ｒ（ｐ［ｊ］－ ｐｋ）ｓ（ｉ，ｊ）
∑Ｋ

Λ（ｐ［ｉ］－ ｐｋ）∑ ｊ
ｒ（ｐ［ｊ］－ ｐｋ）ｓ（ｉ，ｊ）

，

（１３）
其中，ｐ［ｊ］输入数据，ｑ［ｉ］为滤波后数据，ｉ ＝ （ｉ１，ｉ２，…，ｉｎ）
和ｊ ＝ （ｊ１，ｊ２，…，ｊｎ）分别是ｎ维向量． ｓ（ｉ，ｊ）表示滤波系

数，∑Ｋ
Λ（ｐ［ｉ］－ ｐｋ）ｒ（ｐ［ｊ］－ ｐｋ）是分段线性距离函数，用

来缩放ｓ（ｉ，ｊ），Λ（ｐ［ｉ］－ ｐｋ）表示为

Λ（ｐ）≡ １ － ｐ
Δｐ

ｐ ＜ Δｐ

０ ｐ ≥Δ{ }ｐ ， （１４）

其中，ｐｋ ＝ ｐｍｉｎ ＋ ｋΔｐ，ｋ ＝ ０，１，…，Ｎｐ － １，Ｎｐ ＝ ２ ＋
ｐｍａｘ － ｐｍｉｎ
σ[ ]
ｐ

，Δｐ ＝ ｐｍａｘ － ｐｍｉｎＮｐ － １
，Ｎｐ是ｐｋ的总数．

通过解方程（１５）可实现沿着明显构造特征平滑，垂直
构造方向不平滑的构造滤波，公式为

ｑ（ｘ）－ σ Δ·Ｄ（ｘ） Δｑ（ｘ）＝ ｐ（ｘ）， （１５）
其中，ｐ（ｘ）为输入数据，ｑ（ｘ）表示构造导向双边滤波结果，
Ｄ（ｘ）是利用构造张量Ｔ的特征向量表示的扩散张量．采用
该扩散滤波器滤波时Ｄ（ｘ）的特征值取决于构造张量Ｔ计算
所得的线性特征值λ１和各向同性值λ０，σ表示平滑的幅度．
３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模型测试

本文采用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图１ａ）进行纵、横波速度反演
来测试算法的有效性．模型水平方向４２５个网格，垂直方向
１７５个网格，网格间距１０ ｍ，模型四周加２０个网格的ＣＰＭＬ
边界．震源为主频为１０ Ｈｚ的雷克子波，时间采样间隔为
１ ｍｓ，采样时长为３ ｓ，水深２２０ ｍ．在模型的顶层从１００ ｍ到
４０００ ｍ之间间隔１００ ｍ，均匀排布４０个震源，在５０ ｍ水深
处的每个网格点布设４２５个检波器接收地震数据．

以线性速度模型（图１ｂ）为反演的初始模型，基于本文
所提出的联合构造导向滤波的包络反演方法计算背景速度
模型．经测试，包络反演迭代７次后即可收敛（见图２ａ）．需
要注意的是，当迭代次数过多时，尽管地层边界更加清晰，但
模型中上部断裂边界错位，反演结果出现局部过拟合问题
（见图２ｂ黑框）．

基于高斯滤波的结果在水层附近存在严重的观测系统
噪声干扰（图２ｃ中黑框），而基于构造滤波的包络反演方法
则可以有效压制这些随机噪声，但是降低了反演结果的分辨
率，不过对后期反演结果没有影响．此外，基于构造滤波的方
法在断层附近及地层分界面处不仅压制了随机噪声，还很好
地保留了构造信息（见图２ａ），而基于高斯滤波的结果则不
能清晰再现构造信息（图２ｃ）．但是，因为构造导向滤波直接
从梯度提取构造信息，可能会导致提取的构造信息不准确，
如图２ｂ中黑框右边第一个断层处．

以包络反演纵波速度结果以及以其计算所得横波速度
结果作为初始模型，进行了混合域全波形反演．正演在时间
域内实现，３ Ｈｚ到３０ Ｈｚ每隔１． ５ Ｈｚ采用离散傅里叶变换
提取单频波场进行单频逐级反演，具体参数如表１所示．在
混合域反演中，均采用构造导向滤波对梯度进行预处理．在
没有使用以构造导向滤波的包络反演结果为初始模型的反
演结果中，水层附近观测系统噪声明显、横向８００ ｍ、纵向
５５０ ｍ处低速体模糊、断层界线不明显，断层下面盐丘形态
不明显（见图３ｃ和３ｄ）；相对应于采用构造导向滤波的包络
反演结果作为初始模型的反演结果中，观测系统噪声很少，横
向８００ ｍ、纵向５５０ ｍ处低速体界线非常清晰，接近真实模型，
断层界线清晰，断层下面盐丘形态比较清晰（见图３ａ和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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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ｖｐ真实模型（ａ）和线性梯度初始模型（ｂ）
Ｆｉｇ． １　 Ｔｒｕｅ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ｖｐ ｍｏｄｅｌ （ａ）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ｐ ｍｏｄｅｌ （ｂ）

图２　 不同滤波方法结果对比
基于构造导向滤波迭代７次（ａ）和１０次（ｂ）的包络反演结果；基于高斯滤波迭代７次（ｃ）和１０次（ｄ）的包络反演结果．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ｌ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ｉｌｔ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７ｔｈ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ｔ ｔｈｅ １０ｔｈ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７ｔｈ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 ｔｈｅ １０ｔｈ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图３　 联合包络反演的混合域反演结果
（ａ）和（ｂ）分别为以图２ａ为初始模型的纵波和横波混合域反演结果；（ｃ）和（ｄ）分别为以图２ｃ为初始模型的纵波和

横波混合域反演结果；（ｅ）和（ｆ）分别为以图１ｂ为初始模型的纵波和横波反演结果．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ａｎｄ （ｂ）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ｆｒｏｍ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ｉｌｔｅｒ （２ａ）；（ｃ）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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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分段反演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反演频段／ Ｈｚ 迭代次数
３． ０ ～ ９． ０ ４

１０． ５ ～ １６． ５ ３

１８． ０ ～ ３０． ０ ２

为验证方法的有效性，以图１ｂ所示线性模型为初始模
型按照表１参数直接进行混合域反演，所得结果如图３ｅ和
３ｆ所示．对比图３ｅ与图３ａ可知，以包络结果为初始模型的
反演结果（图３ａ和３ｂ）中的左上角低速体界线较以线性模
型为初始模型的反演结果（图３ｅ和３ｆ）更清晰，断层下面盐
丘也具有更好的形态．另外，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反演结果在
边界处也比图３ｅ和３ｆ所示结果更准确，图３ｅ和３ｆ中左边
边界地层连续性差，右边边界出现明显异常．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用包络反演和构造导向滤波共同构建
初始模型的方法，理论研究与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构造导向
滤波不仅可以压制随机噪声，还能很好地保留原始构造信
息，联合构造导向滤波的包络反演方法能够更好地提取大尺
度模型，反演的结果具有更高的精度．然而，因为构造导向滤
波基于梯度图像提取构造信息，计算过程中存在构造信息提
取错误的可能，在与包络反演结合的实用性方面还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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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