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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频面波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可
被用来估计近地表横波速度．然而，基于频散曲线反演的高频
面波技术对于非层状复杂的地质模型是不适用的．为此，本文
对勒夫波进行时间域全波形反演以估计近地表横波速度．有别
于经典的伴随状态法，本文基于一阶勒夫波伴随状态法求取模
型参数梯度，该伴随状态法可以求取精确的伴随源．为削弱震
源与近自由地表的耦合作用，本文对梯度进行适当的预调节．
采取共轭梯度算法优化目标函数，并通过三点抛物法确定最优
步长．分别对两个模型的无噪声和噪声勒夫波数据，应用本文
方法测试．结果表明：经过５０次迭代后，真实模型的主要异常
已经被精确重建；噪声会加强震源与近自由地表的耦合作用，
在近自由地表附近产生假异常；基于伴随状态法的全波形反演
对于异常体的边界刻画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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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高频面波方法是近些年来快速发展的一种浅地表地球
物理成像技术，它具有非侵入性、无破坏性和高效性的特点，
可精准而又高效地获取近地表地下信息，并被广泛应用于解
决浅地表工程地质与地球物理问题（夏江海等，２０１５）．在近
２０年来高频面波方法成功解决了大量工程地球物理问题，
这引起了浅地表地球物理领域的重视，并被浅地表地球物理
学会认作是未来最有希望的浅地表地球物理技术．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瑞雷面波在层状介质中的频散特性被

发现，并有学者开使利用天然地震记录中的瑞雷波来研究地
球内部的结构．从６０—７０年代起，开始有学者利用瑞雷波来
进行浅层地震勘探．到８０年代后，瞬态瑞雷波法出现并投入
应用，面波频谱分析方法（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ｓ，
简称ＳＡＳＷ）被提出，该方法可以通过分析面波频散曲线来
建立浅地表的横波速度结构． １９９９年，堪萨斯地质调查局的
研究人员对面波勘探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了面波多道
分析方法（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ｓ，简称
ＭＡＳＷ）（Ｘｉ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该方法充分利用了地震记录中
的面波信号，因而提升了面波频散曲线的成像能力及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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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面波多道分析方法显著提高了高频面波方法的适用性，
故成为了近２０年来使用最广泛的高频面波方法． ２０１２年，夏
江海等将类似的方法推广到高频勒夫波信号上，提出了勒夫
波多道分析方法（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ｖｅ Ｗａｖｅｓ，简称
ＭＡＬＷ）（Ｘ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两者拥有相似的工作流程，包含
以下几个步骤：野外数据采集，频散曲线的提取及反演．相比
之下，ＭＡＬＷ频散能量更清晰，频散曲线更简单，反演也更加
稳定，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一种新的高频面波方法．现行的高
频面波方法主要利用面波在层状介质中的频散特性，即通过
提取和反演面波的频散曲线获得地下介质的剪切波（Ｓ波）
速度结构．这些研究结果皆表明利用面波波形反演具有广阔
的前景．

剪切模量是直接与近地表介质强度相关的最关键的工
程参数之一，而横波速度是剪切模量最关键的指示（黄伟传
等，２００７）．然而，基于频散曲线反演（李杰等，２０１３）的高频
面波方法，仅仅适用于横向缓变的近于层状的近地表介质．
近地表介质受人类活动影响极为剧烈，可能存在异于近地表
介质物性的外来异常体．因而，对近地表介质进行精确的构
造及物性成像是极为重要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提出
了建立在贝叶斯框架下，基于最小二乘理论的时间域全波形
反演（Ｆｕｌｌ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简称ＦＷＩ）方法（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
１９８４；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１９８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Ｐｒａｔｔ将这一理论发
展为频率域的全波形反演方法（Ｐｒａｔ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ｔｈ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０ａ；
Ｐｒａｔｔ，１９９０ｂ）．随后，Ｇａｕｔｈｉｅｒ等（１９８６）和Ｍｏｒａ（１９８７）等人实
现了２Ｄ全波形反演实际资料的应用．以上可以说明全波形
反演是一种精度很高的建模方法（杨午阳等，２０１３）．

以往的弹性波全波形反演研究，都集中于体波反演
（Ｍｏｒａ，１９８７；Ｃｒａｓ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Ｖｉｇ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面波能量
在近地表波场占据主导地位（Ｓａｅ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Ｂｏｈｌｅｎ，２００２），这
使应用面波全波形反演成为可能．勒夫波是由近自由地表多
次反射ＳＨ波经干涉形成的一种面波（Ｅｓｌｉ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勒夫波对于估算横波速度更加有效，因为与瑞雷波相比，勒
夫波与纵波无关，对于横波速度更为敏感，为此，本文对勒夫
波进行反演以对近地表介质进行横波速度成像．由于全波形
反演是一大规模、多参数的优化问题，采取全局寻优算法或
半全局寻优算法的计算资源开销几乎是不可接受的，只能采
取局部优化算法．常见的局部优化类算法包括梯度法、牛顿
法、拟牛顿法和高斯牛顿法等．局部优化算法关键的一步是
目标函数梯度的求取，有两种方法：１）显式求取目标函数的
梯度；２）基于伴随状态（Ａｄ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法求取目标函数的梯
度．对于单炮全波形反演，显式求取目标函数的梯度较为准
确（Ｐ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对于多炮全波形反演，可以采取伴随状
态法计算目标函数的梯度（Ｐｌｅｓｓｉｘ，２００６）．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在２０１１年提出的伪保
守形式弹性波伴随状态法（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应用于高
频面波全波形反演问题，该伴随状态法有别于经典的伴随状
态法，可求取精确的伴随源，即对波场残差乘以某个物性参
数比例因子．本文将简要推导伴随状态法在勒夫波时间域全
波形反演中的应用．本文采取共轭梯度算法对目标函数进行
优化．为验证实现方法的有效性，本文分别对无噪声勒夫波
合成数据和信噪比为１０的勒夫波合成数据进行反演．反演

结果表明，理论地质模型的主要异常特征已被揭露．
１　 二维时间域勒夫波全波形反演理论

１． １　 模型参数梯度求取
全波形反演的目标函数可写为
Ｅ（ｍ）＝ １２ 〈Ｒｕ － ｄｏｂｓ Ｒｕ － ｄｏｂｓ〉， （１）

式中，Ｅ（ｍ）表示目标函数，Ｒｕ和ｄｏｂｓ分别表示模拟数据和
观测数据．传统的一阶速度—应力方程的正演模拟算子为非
伴随算子，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等把弹性波一阶速度—应力方程转化
为伪保守形式，使正演模拟算子自伴随（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本文把伪保守形式的一阶速度—应力勒夫波方程作
为状态方程，该方程是自伴随方程，因此可采用相同的正演
模拟算子计算状态变量和伴随状态变量，并可获得伴随状态
方程的准确伴随源．由于目标函数梯度的散射核函数独立于
差分算子，因而梯度的构建也将独立于正问题的离散数值解
法．把一阶速度—应力勒夫波方程的物理变量移至方程的左
端可得伪保守形式的勒夫波方程，即：

ρ（ｘ，ｚ）ｖｙ（ｘ，ｚ，ｔ）ｔ
＝
σｘｙ（ｘ，ｚ，ｔ）
ｘ

＋
σｚｙ（ｘ，ｚ，ｔ）
ｚ

＋ Ｓ（ｘ，ｚ，ｔ）
１

μ（ｘ，ｚ）
σｘｙ（ｘ，ｚ，ｔ）

ｔ
＝
ｖｙ（ｘ，ｚ，ｔ）
ｘ

１
μ（ｘ，ｚ）

σｚｙ（ｘ，ｚ，ｔ）
ｔ

＝
ｖｙ（ｘ，ｚ，ｔ）
ｚ

， （２）
式中，ρ（ｘ，ｚ）表示密度；μ（ｘ，ｚ）表示剪切模量；ｖｙ（ｘ，ｚ，ｔ）、σｘｙ
（ｘ，ｚ，ｔ）、σｚｙ（ｘ，ｚ，ｔ）分别为质点振动的速度场和应力场分
量．式（２）即为正演时需要求解的二维时间域勒夫波差分
方程．

对于勒夫波全波形反演，本文震源加载在质点速度ｖｙ
上，本文反演过程中认为模型参数密度是已知的，只更新模
型参数横波速度ｖｓ，目标函数关于ｖｓ 的梯度可用正传波场
和反传波场零延迟互相关计算得出，其表达式为

Ｅ
ｖｓ
＝ －∑ ｔ

２
ρｖ３ｓ
σｘｙ
σｘｙ
ｔ
＋ σｚｙ

σｚｙ
[ ]ｔ ， （３）

σｘｙ和σｚｙ为经残差波场逆时传播后获得反传波场，σｘｙ和σｚｙ
为对式（２）经正演求解获得的正传波场．区别于经典的一阶
伴随状态法，本文在反传残差波场时，对残差波场乘以密度
比例因子１ ／ ρ．
１． ２　 无约束优化算法———共轭梯度算法
１． ２． １　 共轭梯度算法

共轭梯度算法是在每一次迭代步利用当前点的最速下
降方向（负梯度方向）与算法的前一个方向的线性组合作为
当前步的搜索方向，并且取ｄ０ ＝ － ｇ０ ．勒夫波全波形反演的
目的是搜索一个高精度的横波速度模型ｍ能够使目标函数
Ｅ最小，公式为

ｍｉｎ
ｍ∈Ｒ２
Ｅ（ｍ）． （４）

横波速度ｍ在第ｋ次迭代通过式（５）进行更新，即：
ｍｋ ＋ １ ＝ｍｋ ＋ αｋｄｋ
αｋ：ｍｉｎ

α
Ｅ（ｍｋ ＋ αｋｄｋ{ ）， （５）

其中ｍｋ代表第ｋ次迭代时横波速度模型；αｋ代表第ｋ次迭
代时最优步长；ｄｋ代表第ｋ次迭代时下降方向，由式（６）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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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
ｄｋ ＝

－ ｇｋ ｋ ＝ ０

－ ｇｋ ＋ βｋｄｋ － １ ｋ≥{ １
， （６）

其中ｇｋ代表目标函数关于模型参数横波速度的梯度，βｋ 计
算公式为

βｋ ＝
ｇＴｋ ＋ １ｇｋ ＋ １
－ ｄＴｋ ｇｋ

． （７）
为提升反演的收敛速度，βｋ 可以修正为（Ｇｉｌ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Ｎｏｃｅｄａｌ，１９９２）：
βｋ ＝ ｍａｘ｛βｋ，０｝． （８）

１． ２． ２　 步长计算
本文采用三点抛物法计算步长，其理论依据为二次多项

式可以在最优点附近较好地逼近函数的形状．做法是在临近
函数最优点的位置上找三个构造点，然后用这些构造点连成
一条抛物线，把抛物线的极值近似看作函数的极值．

给定α０、α１、α２，为减少正演次数，本文令α０ ＝ ０．假设
α０、α１、α２对应的函数值分别为Ｅα０、Ｅα１、Ｅα２，可以建立如下
一个方程组求解抛物线的系数ａ、ｂ、ｃ，公式为

ｐ（α０）＝ α ＋ ｂα０ ＋ ｃα２０ ＝ Ｅα０
ｐ（α１）＝ α ＋ ｂα１ ＋ ｃα２１ ＝ Ｅα１
ｐ（α２）＝ α ＋ ｂα２ ＋ ｃα２２ ＝ Ｅα

{
２

． （９）

若求ｐ函数的极值，则：
ｐ′（α）＝ ｂ ＋ ２ｃα ＝ ０ ， （１０）

故：
α ＝ － ｂ２ｃ ． （１１）
将求得的抛物线方程系数代入式（１１），则有：
αｏｐｔｉｍａｌ ＝

１
２
（α２１ －α２２）Ｅα０ ＋（α２２ －α２０）Ｅα１ ＋（α２０ －α２１）Ｅα２
（α１ －α２）Ｅα０ ＋（α２ －α０）Ｅα１ ＋（α０ －α１）Ｅα２ ，

（１２）
即为最优化的迭代步长．从上面的计算过程可以看出，α０ ＝ ０
时，计算最优化步长需要两次正演模拟．
２　 合成勒夫波数据测试

为证明本文采取方法的有效性，分别对两个模型的无噪
声和噪声勒夫波合成数据进行数值测试．使用交错网格高阶
有限差分技术对两个模型的地震记录进行数值模拟
（Ｖｉｒｉｅｕｘ，１９８４；Ｖｉｒｉｅｕｘ，１９８６），对自由边界采取应力镜像法
处理（Ｌｅｖａｎｄｅｒ，１９８８；Ｇｒａｖｅｓ，１９９６），采用完全匹配层（ＰＭＬ）
吸收边界条件（Ｃｏｌｌｉｎｏ ａｎｄ Ｔｓｏｇｋａ，２００１；Ｆｅｓｔａ ａｎｄ Ｎｉｅｌｓｅｎ，
２００３）来削弱和消除模型边缘产生的虚假人工反射．两个模
型的大小、正演参数与观测系统参数是一致的．模型水平和
垂直网格大小为４９． ５ ｍ × ２４． ５ ｍ，水平和垂直网格单元为
１００ × ５０．空间网格步长Δｘ ＝ ０． ５ ｍ，Δｚ ＝ ０． ５ ｍ；时间步长
Δｔ ＝ ０． ２５ ｍｓ，时间域采样点数为１０００；震源子波为Ｒｉｃｋｅｒ子
波，子波主频为２０ Ｈｚ，延迟时间为３０ ｍｓ，子波最大振幅为
１；ＰＭＬ吸收网格点数为４０；数值模拟精度为时间２阶，空间
１０阶．正演炮数为２０，炮点位于自由地表，初始炮点位于
（１ ｍ，０）处，炮点间隔为２． ５ ｍ，地表记录波场ｖｙ，每炮记录
１００道．为消除震源耦合效应，可以对梯度进行某种预调节
（Ｋｈ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本文对自由地表及自由地表下的一个

网格点梯度置零．并在反演过程中认为密度和震源子波是已
知的，密度为２０００ ｋｇ ／ ｍ３ ．
２． １　 无噪声数据测试

图１为合成测试１真实模型，背景速度为５００ ｍ ／ ｓ，其内
部埋藏有低速块体和高速块体．低速块体的速度为４００ ｍ ／ ｓ，
其左上角位置坐标为（４． ５ ｍ，９． ５ ｍ），右下角位置坐标为
（１４． ５ ｍ，１４． ５ ｍ）；高速块体速度为６００ ｍ ／ ｓ，其左上角位置
坐标为（３４． ５ ｍ，９． ５ ｍ），右下角位置坐标为（４４． ５ ｍ，１４． ５ ｍ）．
图２是该模型的正演面波记录．图３ａ为第一次迭代时的原
始梯度；图３ｂ为经预调节后的梯度．可以发现，基于伴随状
态求取的梯度，在自由地表附近数值较大，这是由震源耦合
作用造成的，也表明目标函数对近自由地表模型参数更敏
感．图４为经过５０次迭代后的反演结果，图４ａ为５００ ｍ ／ ｓ的
均匀半空间初始模型；图４ｂ为反演模型；图４ｃ为归一化目
标函数下降曲线，图４ｄ为１２ ｍ深度处的一维横波速度对比
图．从图４ｂ可以看出，真实模型低速块体异常和高速块体异
常已经被反演清晰揭露．从图４ｃ可以看出前１０次目标函数
值大幅度下降，说明反演模型已更新到真实模型附近，随后
逐渐逼近真实模型．图４ｄ真实模型与反演结果最大误差出
现在水平位置３４ ｍ处，最大误差为４７． ２８６５ ｍ ／ ｓ．

图５为合成测试２真实模型，其为断层模型．断层线上
方速度４００ ｍ ／ ｓ，断层线下方速度为６００ ｍ ／ ｓ．断层线左端点
位置坐标为（０，１５ ｍ），右端点位置坐标为（４９． ５ ｍ，５ ｍ），中
心底端点位置坐标为（２５ ｍ，１５ ｍ），中心顶端点位置坐标为
（２５ ｍ，５ ｍ）．图６为合成测试２正演面波记录．图７ａ为第一
次迭代时的原始梯度，图７ｂ为原始梯度经过预处理后的梯
度，与图３一样都体现出基于伴随状态法求取的梯度，在自
由地表附近数值较大，这是由震源与自由地表的耦合作用造
成的．图８为经过５０次迭代后的反演结果，图８ａ为初始模
型，其为２５层的递增地层模型，每层厚度为１ ｍ，相邻层速度
梯度为８，第一层速度为４００ ｍ ／ ｓ；图８ｂ为反演模型；图８ｃ为
归一化目标函数下降曲线；图８ｄ为１２ ｍ深度处的一维横波
速度对比图．从图８ｂ可以看出，断层已经被反演清晰揭露．
从图８ｃ，可以看出前２０次目标函数值大幅度下降，说明反演
模型已更新到真实模型附近，随后逐渐逼近真实模型．图８ｄ
真实模型与反演结果最大误差出现在水平位置２５ ｍ处，最
大误差为８８． ４６３６ ｍ ／ ｓ．
２． ２　 噪声数据测试

对本文中应用到的无噪声合成勒夫波数据加入高斯白
噪声，使其信噪比为１０．然后，采取本文所实现的方法对其
进行反演，反演参数与无噪声数据相同，且保证初始模型相
同．图９为合成测试１噪声数据经过５０次迭代后的反演结
果，图９ａ为初始模型；图９ｂ为反演模型；图９ｃ为归一化目
标函数下降曲线；图９ｄ为１２ ｍ深度处的一维横波速度对比
图．从图９ｂ可以看出，真实模型低速块体异常和高速块体异
常已经被反演清晰揭露，因勒夫波合成记录中存在噪声，加
强了震源在近自由地表的耦合效应，进而在近自由地表产生
假异常．从图９ｃ，可以看出前５次目标函数值大幅度下降．图
９ｄ真实模型与反演结果最大误差出现在水平位置３４ ｍ处，
最大误差为６０． ７８９４ ｍ ／ ｓ．

图１０为合成测试２噪声数据经过５０次迭代后的反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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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合成测试１真实模型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Ｓ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

　

图５　 合成测试２真实模型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Ｓ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

图２　 合成测试１正演面波记录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

　

图６　 合成测试２正演面波记录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

图３　 合成测试１无噪声数据梯度
（ａ）第一次迭代时的原始梯度；（ｂ）第一次迭代时的预调节梯度．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ｎｏｉｓｅｆｒｅｅ ｄａｔａ
（ａ）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Ｔｈｅ ｐ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图７　 合成测试２无噪声数据梯度
（ａ）第一次迭代时的原始梯度；（ｂ）第一次迭代时的预调节梯度．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ｎｏｉｓｅｆｒｅｅ ｄａｔａ
（ａ）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Ｔｈｅ ｐ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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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合成测试１无噪声数据反演结果
（ａ）初始模型；（ｂ）经５０次迭代后的反演模型；（ｃ）归一化目标函数下降曲线；（ｄ）１２ ｍ深度处一维反演结果．

Ｆｉｇ． 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ｎｏｉｓｅｆｒｅｅ ｄａｔａ
（ａ）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ｂ）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ｆｔｅｒ ５０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

（ｄ）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 １２ ｍ ｄｅｐｔｈ．

图８　 合成测试２无噪声数据反演结果
（ａ）初始模型；（ｂ）经５０次迭代后的反演模型；（ｃ）归一化目标函数下降曲线；（ｄ）１２ ｍ深度处一维反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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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合成测试１噪声数据反演结果
（ａ）初始模型；（ｂ）经５０次迭代后的反演模型；（ｃ）归一化目标函数下降曲线；（ｄ）１２ ｍ深度处一维反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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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合成测试２噪声数据反演结果
（ａ）初始模型；（ｂ）经５０次迭代后的反演模型；（ｃ）归一化目标函数下降曲线；（ｄ）１２ ｍ深度处一维反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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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进展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２０１９，３４（１）　

果，图１０ａ为初始模型；图１０ｂ为反演模型；图８ｃ为归一化
目标函数下降曲线；图１０ｄ为１２ ｍ深度处的一维横波速度
对比图．从图１０ｂ可以看出，真实模型断层异常已经被反演
清晰揭露，同样因噪声的存在，加强了震源的耦合效应，在近
地表产生假异常．从图１０ｃ，可以看出前１０次目标函数值大
幅度下降．图１０ｄ真实模型与反演结果最大误差出现在水平
位置２５ ｍ处，最大误差为９４． １１０９ ｍ ／ ｓ．
３　 结　 论

本文通过勒夫波一阶伴随状态法求取目标函数关于模
型参数的梯度，该伴随状态法可以求取精确的伴随源．分别
对两个模型的无噪声和噪声勒夫波数据采取本文的方法进
行反演，反演结果表明，真实模型的主要异常都可以被反演
精确重建．本文的方法同样也适用于瑞雷波时间域全波形反
演，具体结论如下：
１）梯度计算结果表明：伴随状态法求取目标函数关于模

型参数的梯度在近自由地表附近数值较大，这是由震源与自
由地表耦合作用造成的，也表明目标函数对近自由地表物性
参数更灵敏．
２）无噪声和噪声数据反演结果表明，经反演多次迭代

后，重建的二维模型都能揭露出真实模型的主要异常特征．
３）无噪声和噪声数据反演结果的某一深度下的一维横

波速度对比图表明，最大误差都出现异常体的边界，即速度
发生突变处，这说明基于伴随状态法的全波形反演对异常体
的边界刻画能力较低．
４）噪声数据反演结果表明，噪声会加强震源与地表的耦

合作用，从而在近地表产生假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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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