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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波形反演作为地震勘探中提取实际地下介质弹性
参数的高端技术，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它以综合利用地
震数据中的全部信息（振幅和相位等）来开展优化反演方法，一
方面现有的全波形反演方法主要以局部最优化算法为主，另一
方面采集观测系统局限性和地震数据的带通特征，使其具有较
强的非线性，从而导致其对初始模型存在较强的依赖性．本文
提出了一种利用反射能量约束全波形反演方法，目的是为常规
全波形反演提供相对可靠的初始模型，首先利用反射能量算子
给出了其散射波动方程具体表达式，并利用两个不同的散射模
型说明了反射能量算子可有效提取反射信息的能力．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基于反射能量约束全波形反演方法的梯度算子并建
立其反演流程，最后利用简单的凹陷和复杂的推覆体模型验证
了本文提出的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全波反演方法可有效提供
精度较高的初始速度信息．
关键词　 全波形反演；初始模型；反射能量；低频信息；地震
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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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地震勘探的主要目标是获取实际地下介质的弹性参数
（纵、横波速度、密度、各向异性参数以及衰减吸收系数等），

以便进行地震数据偏移、储层预测及流体识别等方面的工
作．在勘探程度逐渐增加、地震采集资料越来越丰富以及勘
探目标复杂化的背景下，人们迫切需要更高精度的弹性参数
反演方法．基于全波场数据驱动的全波形反演方法具有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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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基础，成为了一种高精度反演弹性参数的研究热点课
题． 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１９８４）和Ｍｏｒａ（１９８７）分别讨论了声波和弹性波
框架下地震全波形反演的基础理论，给出了全波形反演的宏
观流程和思路以及梯度算子推导过程，建立了地震全波形反
演框架．但是，由于受到当时计算能力的限制，随后的十几
年，人们主要是在一维和二维框架下进行简单模型的讨论和
研究而没有受到特别重视． ２０００年以后，随着计算能力的大
幅提升和采集的地震数据更加丰富（远偏移距及宽方位采集
等），以及不同优化策略的地震全波形反演方法的提出，实际
地震勘探的三维声波全波形反演可以实现并取得良好的实
际效果．但是其计算量相对较大，在现阶段反演优化算法一
般采用局部优化算法（梯度类和牛顿类等），这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全波形反演计算的稳定性，增加了对初始速度场的
依赖．如何构建较高精度的初始速度场、降低全波形反演对
初始模型的依赖是当前人们研究的热点方向（Ｖｉｒｉｅｕｘ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ｔｏ，２００９；Ａｇｕ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Ａｌｋｈａｌｉｆａ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Ｏｐｅｒｔｏ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ｕｓｓｉ，２０１８；Ｎｇｕｙｅ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２０１８；刘玉柱
等，２０１９）．

常规地震全波形反演可以通过反射层析、偏移速度分析
等处理类方法获得初始速度模型，此类方法主要是利用了地
震数据中运动学信息—走时（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但此
类方法获取的速度信息分辨率相对较低，使得全波形反演极
易陷入局部极值．此后人们又提出了初至走时层析方法可获
得较为平滑的背景速度场，早期主要以共轭优化算法为主获
取敏感核函数，后期以伴随状态方法为主求速度模型更新量
（Ｈｏｌｅ，１９９２；Ｚｅｌｔ ａｎｄ Ｂａｒｔｏｎ，１９９８；Ｔａｉｌｌａｎｄ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以初至波走时层析方法获取的初始速度模型在地面
地震勘探、井间地震以及ＶＳＰ地震中进行全波形反演试验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Ｂｒｅｎｄｅｒ等（２００７ａ）分析研究了其油气勘
探和岩性体识别的尺度问题并指出，只有存在超低频和远偏
移距地震数据的基础上开展初至波走时层析才会给全波形
反演提供相对准确的初始速度模型．同样Ｂｒｅｎｄｅｒｓ和Ｐｒａｔｔ
（２００７ｂ）从０． ５ Ｈｚ频率和最大偏移距为１６ ｋｍ开始对ＢＰ模
型进行测试发现，只在模型的浅部获得了相对准确的信息．
另外特别指出，当地下介质中存在低速异常体时初至波走时
反演结果常常会出现阴影区，这也是该方法理论局限性所
致．为了充分挖掘地震数据中的低波数信息，Ｓｈｉｎ和Ｃｈａ
（２００９）提出了频率域和ＬａｐｌａｃｅＦｏｕｒｉｅｒ域反演策略，以长波
长的低频开始进行反演，获得了一定的实际测试效果，随后
Ｈａ和Ｓｈｉｎ（２０１３）推导了Ｌａｐｌａｃｅ域Ｇｒｅｅｎ函数定量表达式
并指出由于其低频滤波作用从而可以挖掘地震数据中的长
波长信息，从理论分析方面说明了其低频信息挖掘能力，国
内，桂生等（２０１７）和胡勇等（２０１８）也对频率域全波形反演
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陈生昌和陈国新（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利
用时间域积分和时间阻尼方法研究了获得低频大尺度速度
的可能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Ｗｕ和Ｗｕ（２０１４）首先给
出了声波包络反演的理论框架，并以线性递增初始模型，在
包络全波形反演提供初始速度场基础上开展了常规全波形
反演方法，获得的反演结果精度得到了有效提高．随着对全
波形反演梯度的波数研究，散射场的梯度主要包含用于反射
层析和偏移速度分析的背景低波数项和构建偏移反射系数

的高波数项，通过提取全波形反演梯度中的背景低波数来完
成全波形反演以降低反演的非线性问题统称为反射类波形
反演（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Ｍａ ａｎｄ ｈａｌｅ，２０１３；Ｂｒｏｓｓ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Ｖｉｇ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姚刚和吴迪，２０１７），随后，Ｚｈｏｕ等
在２０１５年建立了潜波及反射波联合反演的理论框架，增加
了反演梯度中浅层的低波数成分，提高了反演的稳定性和精
度．反射全波形反演为了分离出低波数的构造信息，需要多
次迭代，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波形反演的计算效率，在当
前计算硬件条件下是不可忽略的问题． Ｒｏｃｈａ等（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ａ，ｂ）从地震波的能量公式出发，提出了以高频偏
移项为成像条件的逆时偏移方法，提高了地震成像效率，随
后给出了基于能量范数各向异性介质和弹性介质逆时偏移
方法，表明了其成像方面的稳定性和优势． Ｓｕｎ和Ａｌｋｈａｌｉｆａｈ
（２０１７）推导了基于能量范数的散射方程并分析了其散射特
征，通过分析研究表明了其具有良好的分离散射梯度中的低
波数的反射信息．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为了稳定获取低
波数的反演速度场，通过计算能量范数算子突出全波形反演
梯度中的低波数反射信息，而不需要额外迭代计算量，实现
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全波形反演方法，为常规全波形反演提
供较为可靠的初始速度场，本文首先给出了基于能量范数的
散射波动方程及解析表达，并通过简单的散射模型验证了能
量范数算子具有稳定分离波场中反射信息的能力．随后给出
了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全波形反演具体实现流程，最后通过
与常规全波形反演比较，利用简单的凹陷和复杂的推覆体模
型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１　 基于反射能量算子的散射方程及解析解

Ｒｏｃｈａ等（２０１６）为消除逆时偏移中的噪声，提出了能量
算子的互相关成像条件，提高了成像精度．借助于该思路，为
减少全波形反演中正向传播波场和反向传播波场之间互相
关中的高频信息（即成像信息），可将各向同性声波全波形
反演中的能量算子定义为

ＩＶｐ ＝ ∫ １Ｖ ２ｐ
Ｐ
ｔ
·Ｓ
ｔ
－
!

Ｐ·
!

Ｓｄｔ， （１）
式中，Ｐ、Ｓ分别为正向传播的波场和其伴随波场，ＩＶｐ为各向
同性介质下的能量算子下的反射波能量，

!

＝ 
ｘ
，
ｙ
，
( )ｚ ．

对（１）式变换得到频率域可得：
ＩＶｐ ＝ ∫ － ω２ １Ｖ ２ｐ Ｐ·Ｓ － !

Ｐ·
!

Ｓｄω， （２）
式中，ω为圆频率．

通过对上式进行点源求解其Ｇｒｅｅｎ函数解：
ＩＶｐ ＝ [ － ω

２

Ｖ ２ｐ
ｗ（ω）Ｇ（ｘ，ｘｓ，ω）Ｇ（ｘ，ｘｒ，ω）－

!

Ｇ（ｘ，ｘｓ，ω）·!

Ｇ（ｘ，ｘｒ，ω）ｗ（ω ]）
ｄ（ｘｒ，ｘｓ，ω）ｄｘｒｄω， （３）

式中，ｘｒ、ｘｓ为检波点和炮点坐标，ｘ为笛卡尔坐标系． ｗ（ω）、
ｄ（ｘｒ，ｘｓ，ω）分别为震源子波和地震采集记录．上部的横线代
表对该参数求取复共轭梯度，Ｇ（ｘ，ｘｒ，ω）为格林函数．

（３）式定义了一种反演算子：ｄ→ＩＶｐ，其伴随算子与Ｂｏｒｎ

４５４１



　 ２０１９，３４（４） 李冀蜀，等：基于反射能量约束全波形反演初始速度场建立研究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近似方程形式类似，为一反偏移过程：ＩＶｐ→ｄ，利用上式的伴 随算子，我们可获取地震记录的格林函数形式，即：

　 　 ｄ（ｘｒ，ｘｓ，ω）＝ [∫ － ω２Ｖ ２ｐ ｗ（ω）Ｇ（ｘ，ｘｓ，ω）Ｇ（ｘ，ｘｒ，ω）－ !

Ｇ（ｘ，ｘｓ，ω）·!

Ｇ（ｘ，ｘｒ，ω）ｗ（ω ]） 

ＩＶｐｄｘ

＝ [∫ － ω２Ｖ ２ｐ ｗ（ω）Ｇ（ｘ，ｘｓ，ω）Ｇ（ｘ，ｘｒ，ω）ＩＶｐ － !

·（
!

Ｇ（ｘ，ｘｓ，ω）ＩＶｐ）Ｇ（ｘ，ｘｒ，ω）ｗ（ω ]） ｄｘ

＝ [∫ － ω２Ｖ ２ｐ ｗ（ω）Ｇ（ｘ，ｘｓ，ω）ＩＶｐＧ（ｘｒ，ｘ，ω）－ !

·（
!

Ｇ（ｘ，ｘｓ，ω）ＩＶｐ）Ｇ（ｘｒ，ｘ，ω）ｗ（ω ]） ｄｘ， （４）

式中，表示矩阵伴随算子，参数的上部横线为复共轭数学
运算．

（４）式可用各向同性声学介质中的时间域偏微分方程
表示为

１
Ｖ ２ｐ
２ｐ
ｔ２
＝ Δｐ ＋ １

Ｖ ２ｐ
２ｕ
ｔ２
δＶ － !·（δＶ !ｕ）， （５）

式中，δＶ为速度扰动量，表示全波形反演中的梯度ＩＶｐ，ｐ为
散射波场，ｕ为背景波场．即为推导的基于能量范数的一阶
散射方程．

在全波形反演理论框架中，可用Ｄｉｒａｃ函数表示速度的
扰动量，则速度扰动为单位脉冲函数，沿着这个假定条件，
Ｓｕｎ和Ａｌｋｈａｌｉｆａ（２０１７）利用能量范数散射方程给出了其散射
波场的具体表达式，即：

ｐ ＝ － ｃ ｕ ｅ
ｉωＲ ／ Ｖｐ[ ]Ｒ （ｘ，ｙ）＝（ｘ，ｙ），ｚ ＝ ０

ｋ２ｚ － ｓｉｇｎ（ｋｚ）ｋ２ｚ ｚ０ｚ[ ]
０
， （６）

式中，ｃ为相点处的权重函数，（ｘ，ｙ）为相点坐标，即相函
数的梯度为零时的点． ｋｚ为Ｚ方向的波数．

通过解析解可见，当ｋｚ ＞ ０时，即为透射波场，基于能量
范数的散射波场在ｚ０ ＞ ０处为零，说明其散射波场不存在透
射波，当ｚ０ ＜ ０时，则散射波场不为零，即存在反射波场．

为测试基于反射能量算子的散射波动方程对于透射波
场的吸收衰减效果，设计如图１所示模型，模型长宽比例为
１０００ ｍ × １６００ ｍ，模型背景速度为２５００ ｍ ／ ｓ，在深度５００ ｍ
及１０００ ｍ处，设置速度为３０００ ｍ ／ ｓ的扰动参数．在地面中
间位置激发子波主频为２０ Ｈｚ的雷克子波．图２为基于Ｂｏｒｎ
和能量范数不同时刻的散射波场快照，由图可见，基于Ｂｏｒｎ
近似的散射波场在速度扰动的影响下会产生反射与透射波，
且透射波的能量大于反射波，这也使得代表低频段反演的反
射波的影响在常规全波形反演速度梯度构建中收到高频成
像的影响较大，而基于能量范数的散射波场在速度扰动时仅
保留反射信息，消除了透射波的传播影响．

由于实际地下介质的散射体往往不是水平的，进一步利
用四边散射体模型对反射能量散射方程进行研究，验证其分
离反射波场能力的稳定性，模型如图３所示，模型水平和垂
直方向的长度为３０００ ｍ，震源在中央位置．图４ａ、ｂ、ｃ、ｄ分别
为基于Ｂｏｒｎ和反射能量的不同时刻散射波场快照，通过两
者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出基于反射能量的散射波动方程可以
有效的消除地震波中的透射场而仅仅保留反射场信息，并对
散射倾角具有很好的稳定性，从而可进一步利用其性质开展
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全波形反演研究．

２　 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全波形反演

全波形反演理论利用地震数据中的振幅和相位信息进
行求取地下介质中的弹性信息，并且由于计算量巨大而采用
局部优化算法，使得全波形反演精度对于初始模型的依赖性
较大．如何获取较好的低频初始模型，一直是全波形反演的
一个挑战．结合对于反射能量散射波动方程的波场特征研
究，并且反射波信息含有较为丰富的低频层析信息，本文拟
在全波形反演的理论框架下突出求取梯度中的反射信息，在
梯度求解过程中进行反射能量的约束，即构造如式（７）所示
的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全波形反演算子，即：
　

!

Ｅ（ｘ，ｔ）＝ Ｉｖ ２ｖ３ｐ∑ｘｓ ∑ｔ
２ｕ
ｔ２
Ｌ（Ｒ（Ｒｕ － ｄｏｂｓ）），（７）

其中，Ｘｓ为炮点集合，ｕ为地震波波场，Ｌ为反传算子，即将
剩余波场在模型空间反传，Ｒ定义为将限定在检波点处的
地震数据扩展到整个模型空间（注意：只需将非检波点处的
位置设为零即可）． ｄｏｂｓ为实际观测到的地震数据集合．

采用如下迭代更新公式即可完成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
全波形反演参数更新，即：

ｍｉ ＋ １ ＝ｍｉ － λＨ
－ １
Ｅ （ｍｉ）!Ｅ（ｍｉ）， （８）

式中，ｍ为模型参数，λ为迭代步长，Ｈ － １Ｅ 为逆海森矩阵，ｉ表
示第几次迭代．

如果精确计算海森矩阵，由于其巨大的计算量，尤其是
针对三维地震问题时，已经远远超出现有计算能力，从而无
法实现．为解决该问题，人们在此基础之上又发展了拟牛顿
类方法，其将海森算子进行了各种条件下的近似，主要包括
高斯牛顿、共轭梯度、ＬＢＦＧＳ算法等．本文主要采用ＬＢＦＧＳ
算法开展全波形反演方面的研究工作，具体流程如图５所
示，ＬＢＦＧＳ是在ＢＦＧＳ算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其四个字母
代表该算法四个发明者首字母（Ｂｒｏｙｄｅｎ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Ｇｏｌｄｆａｒ
Ｓｈａｎｎｏ），该方法不需要储存巨量的海森矩阵，有效减少了计
算机内存，只需要保存前几次迭代的梯度即可构建新的近似
海森矩阵．本文采用相对稳定的弱Ｗｏｌｆｅ近似方法获取迭代
步长．
３　 基于反射能量约束全波形反演测试

针对基于反射能量约束全波形反演方法，首先采用凹陷
模型进行测试，如图６ａ所示，模型大小为１２００ ｍ × ３００ ｍ，纵
横向网格间距为１０ ｍ，在模型上界面均匀设置４０个激发炮
点，上界面检波器个数为１２０，采用主频为２０ Ｈｚ的雷克子波
函数激发，时间间隔为１ ｍｓ，时间长度为２ ｓ．初始模型为图
６ｂ所示．通过进行基于反射能量全波形反演测试，图６ｃ为基
于反射能量约束全波形反演的更新量，可以看到低频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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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双层速度扰动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ｗｏ ｌａｙｅｒｓ

图２　 （ａ）、（ｂ）为基于Ｂｏｒｎ方程计算的０． ３６ ｓ和
０． ６ ｓ波场快照；（ｃ）、（ｄ）为基于反射能量的散射

方程计算的０． ３６ ｓ和０． ６ ｓ波场快照
Ｆｉｇ． ２　 （ａ）ａｎｄ（ｂ）ｔｈｅ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ｆｏｒ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ｏｒ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０． ３６ ｓ ａｎｄ ０． ６ ｓ；（ｃ）ａｎｄ（ｄ）ｔｈｅ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ｆｏｒ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ｗａｖｅ ｉｎ ０． ３６ ｓ ａｎｄ ０． ６ ｓ

图５　 ＬＢＦＧＳ算法流程
Ｆｉｇ． ５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Ｌ＿ＢＦＧＳ ｍｅｔｈｏｄ

图３　 四边速度扰动模型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图４　 （ａ）、（ｂ）分别为基于Ｂｏｒｎ和反射能量方程的
波场快照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ｏｆ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Ｂｏｒ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ａｎ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ｗａｖｅ （ｂ）

模型构造形态，进一步说明了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全波形反
演提取低频反射信息的有效性．图６ｄ为基于反射能量约束
的全波形反演２０次迭代的反演结果，反演的精度相比于初
始速度场有所提高，但是还是相对较低，在此基础上，以图
６ｄ作为初始速度场进行常规全波形反演，反演结果如图６ｆ
所示．通过与只利用图６ｂ作为初始速度场进行常规全波形
反演的结果（图６ｅ）对比，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全波形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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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ａ）真实速度；（ｂ）初始速度；（ｃ）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梯度；（ｄ）基于反射能量约束全波形反演结果；
（ｅ）常规全波形反演模拟结果；（ｆ）以（ｄ）为初始速度的常规全波形反演结果

Ｆｉｇ． ６　 （ａ）Ｔｒｕ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ＷＩ；

（ｆ）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ＦＷＩ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图７　 （ａ）真实速度；（ｂ）初始速度；（ｃ）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梯度；（ｄ）基于反射能量约束全波形反演结果；
（ｅ）常规全波形反演模拟结果；（ｆ）基于反射能量约束＋常规全波形反演结果

Ｆｉｇ． ７　 （ａ）Ｔｒｕ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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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规全波形反演结合的反演方法有效的提高了反演精度，
降低了非线性问题．

进一步采用相对复杂的推覆体模型（图７ａ）对基于反
射能量的全波形反演方法进行测试研究．模型大小为
２５００ ｍ × ６００ ｍ，纵横向网格间距为１０ ｍ，在模型上界面均匀
设置８０个激发炮点，上界面检波器个数为２４０，同样采用主
频为２０ Ｈｚ的雷克子波函数进行激发，时间间隔为１ ｍｓ，时
间长度为４ ｓ．图７为平滑后的初始模型．图７ｃ为基于反射
能量全波形反演的更新量，同样可以看出低频大尺度的构造
模型信息．图７ｄ为２０次迭代后的反演结果．在此基础上进
行常规全波形反演，８０次迭代后的结果如图７ｆ所示．图７ｅ
为在图７ｂ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常规全波形反演的１００次迭代
结果．通过两者的比较，同样可以看出基于反射能量约束全
波形反演和常规全波形反演组合得到的反演结果精度相对
较高，说明了本文方法有效性和稳定性．
４　 结　 论

（１）地震全波形反演理论可有效反演和提取地下介质
的弹性参数信息，但是由于其在现有不完备的观测系统和计
算条件下，具有较强的非线性，对初始模型的依赖性较强．本
文提出了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全波形反演初始模型构建方
法，主要突出了全波形反演中梯度中的反射能量信息，以有
效保留低频大尺度的更新量．首先利用反射能量算子的散射
波场说明了其具有稳定求取地震波传播中的反射能量信息，
随后又利用简单的凹陷模型和复杂的推覆体模型验证了基
于反射能量约束全波形反演可有效提供较为准确的初始模
型，从而有效的提高了常规全波形反演的精度．

（２）与此同时，基于反射能量约束的全波形反演方法同
样可以扩展到弹性波和各向异性介质中的全波形反演理论
框架中，以有效的降低全波形反演的非线性，提高反演精度，
这也是基于反射能量全波形反演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致　 谢　 感谢成都理工大学同事的指导和支持，感谢东方地
球物理公司以及斯伦贝谢科技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地震处
理专家对本项研究工作的支持，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
见和编辑部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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