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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数据的包络携带着超低频信息，能够在缺失低频
的情况下，为全波形反演提供一个精确的初始模型．包络反演
虽然利用超低频数据进行反演，但需与全波形反演采用同样精
细的网格，具有几乎相同的计算量．根据包络数据的特性，对于
给定的频带，在频率移动时，地震数据会发生变化，但是它的瞬
时振幅包络是不变的．基于此性质，我们提出一种频移目标函
数降低地震数据的频带，推导了相应的梯度算子．新方法可以
在保持精度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包络反演的计算量，提高计算效
率．模型测试采用重采样后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对比了频移前后的
地震数据，分析了不同频移数据反演速度的精度，验证了本文
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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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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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全波形反演（ＦＷＩ）的理论最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
（Ｌａｉｌｌｙ，１９８３；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１９８４），以波动方程作为正演基础，
匹配观测记录和合成记录作为目标函数，将反演看做一个局
部寻优的非线性数学问题，寻找在误差达到全局极小值时所
对应的模型参数，如速度、密度等．由于匹配的波形包含了走
时、振幅以及相位等多方面的信息，反演结果在理论上具有
最高的分辨率（Ｂｉｏｎｄｉ ａｎｄ Ａｌｍｏｍｉｎ，２０１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由于计算能力的限制，ＦＷＩ一直停留在理论方面，近年来随
着计算机硬件的发展，性能的提高，ＦＷＩ的理论逐步得到实
现，研究也呈现爆炸式增长（Ｋｒｅｂ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Ｍａｕｒ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ＢｅｎＨａｄｊＡ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Ｂｏ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１２；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从理论模型到实际资料，从二维到三维，从海
上资料到陆上资料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Ｎｉｈｅｉ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０７；Ｂ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Ｓｉｒｇｕ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Ａｌｂｅ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Ｍｅ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但是，至今为止，
ＦＷＩ始终面临着两大固有的难题，即算法上的局部极小值问
题和数据上的低频缺失问题．

局部极小值问题是算法上的固有缺陷． ＦＷＩ在数学上等
效为一个非线性局部最优化问题，不可避免的面临着陷入局
部极小值，即“周波跳跃”（Ｂｕｎｋ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不精确的初
始速度会导致反演落入局部极小值，因此全波形反演初始速
度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传统方法中，初始速度一般
由其他方法提供，如点速度谱、偏移速度分析、走时反演（包
括基于射线理论的走时反演以及基于波动方程理论的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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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演）等，近年来，如Ｌａｐｌａｃｅ域、ＬａｐｌａｃｅＦｏｕｒｉｅｒ域全波形反
演算法、反射波全波形反演（ＲＦＷＩ）等算法的提出也为了给
ＦＷＩ提供一个更加精确的初始速度（Ｓｈ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ｎ，２００６；
Ｓｈ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２００８）．随着高性能计算机的应用以及深度学
习等的兴起，２０１６年以来开始用神经网络、模拟退火等全局
寻优的方法尝试解决局部极小值问题，但是计算消耗依然非
常昂贵（Ｄａｔｔａ ａｎｄ Ｓｅｎ，２０１６；Ｓａｊｅ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数据中的低频缺失是实际资料中的固有问题．低频数据
的缺失同样会导致ＦＷＩ落入局部极小值．我们通常选用多
尺度反演的策略，从低频逐步反演到高频，增加反演的稳定
性以及避免ＦＷＩ落入局部极小值．但是实际数据中低于
５ Ｈｚ的信息几乎是不存在的．近年来低频陆地震源（低于
１． ５ Ｈｚ）的使用以及低频检波器的发明，使得某些地区可以
接收到低于５Ｈｚ的地震信号，但是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２０１４
年Ｗｕ等提出包络反演（ＥＩ）方法，利用信号的调制解调理
论，提取信号的包络（罗静蕊等，２０１６；王官超和杜启振，
２０１６），包络数据中携带着独立于地震频带以外的超低频
（ＵＦＬ）信息（０ Ｈｚ附近）．随后，将多尺度反演拓展为两尺度
的ＥＩ ＋ ＦＷＩ，即ＥＩ为ＦＷＩ提供大尺度的初始速度，ＦＷＩ进行
小尺度速度更新．但是，ＥＩ用的是超低频数据，反演的是大
尺度速度，计算量却与全波形反演几乎一致．因此ＥＩ ＋ ＦＷＩ
的两尺度反演方法，在计算量上，相当于两次ＦＷＩ．

地震数据是高度震荡的，以最小二乘为目标函数寻优容
易落入局部极小值．包络反演的提出利用了包络数据震荡平
缓的特性，解调出的包络数据携带超低频的信息来拟制局部
极小值问题，但是却与全波形反演一样需要采用精细网格计
算，计算量巨大．本文提出一种频移包络反演方法，构建一种
新的频移包络目标函数并推导相应的梯度．根据包络数据的
特性，对于给定的频带，在频率移动时，数据包络不变，由此
为依据降低了地震数据的频带．本文以包络反演为基础，创
新之处在于构建目标函数时数据频带的移动，由于数据包络
变换的特性，移动前后数据的包络不变，如此向低频方向移
动，可以适当加粗数值模拟时的网格，在不改变反演精度的
前提下提高反演效率．本文提出的频移目标函数主要适用于
缺失低频信息的实际数据，当低频缺失时，才能更高精度的
进行频率移动，因此本文的模型选用的是更加贴近实际复杂
构造的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首先用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正演模拟实际
数据，构建缺失低频的地震记录．随后以此数据，用文中改进
的方法进行反演测试得到的速度结果并进行背景速度精度
分析．为了证明得到背景速度的准确性，本文以频移包络反
演得到的速度作为初始速度进行全波形反演测试，随后进行
速度精度分析展示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１　 方法原理

１． １　 时间域全波形反演
在数学上，全波形反演可以定义为一种局部寻优的最优

化方法，建立观测数据与模拟数据的最小二乘目标函数，寻
找目标函数达到全局最小值时所对应的模型参数．定义目标
函数Ｃ，表示观测数据ｄｏｂｓ与模拟数据ｄｃａｌ的Ｌ２范数，其表达
式为

Ｃ（ｍ）＝ １２∑ｓ，ｇ ∫ｔ［ｄｏｂｓ（ｘｓ，ｘｇ，ｔ）－ ｄｃａｌ（ｘｓ，ｘｇ，ｔ）］
２ ｄｔ→ ｍｉｎ ，

（１）
其中，ｍ为模型参数，ｓ表示炮点位置，ｇ表示检波点位置，全
波形反演的目的是寻找目标函数达到全局极小值时所对应
的模型参数ｍ．

全波形反演是基于波动方程正演模拟的反演方法，由于
模型参数与正演波场的非线性关系，其具有强烈的非线性，
在数学上，常用局部线性化的方法解决非线性问题，文中采
用的方法为梯度类方法．将（１）中的目标函数在模型参数附
近Ｔａｙｌｏｒ展开可得：

Ｃ（ｍ ＋ Δｍ）＝ Ｃ（ｍ）＋ ΔｍＴ !Ｃ（ｍ）＋ １２ Δｍ
ＴＨΔｍ ＋

Ｏ（ Δｍ ３）， （２）
其中Δｍ为模型参数扰动，!Ｃ表示梯度，Ｈ表示海森矩阵，
（３）式中取一阶项对应的即为梯度类方法，具有一阶收敛
性．梯度为目标函数对模型参数的一阶导数，即对（１）求
导得：
　

!

Ｃ（ｍ）＝∑
ｓ，ｇ ∫ｔ

ｕ
ｍ
×［ｄｏｂｓ（ｘｓ，ｘｇ，ｔ）－ ｄｃａｌ（ｘｓ，ｘｇ，ｔ）］ｄｔ，（３）

其中，ｕ
ｍ
为雅可比矩阵．雅可比矩阵为波场对模型参数的一

阶导数，也被称为核函数，为梯度的核心部分，表征模型扰动
对波场扰动的贡献．

引入算子Ｊ表示雅克比矩阵，向量η表示观测数据与模
拟数据的残差，即：

Ｊ ＝ ｕ
ｍ
，η ＝ ｄｏｂｓ（ｘｓ，ｘｇ，ｔ）－ ｄｃａｌ（ｘｓ，ｘｇ，ｔ）， （４）

则（３）的梯度表达式可以简化的表示为
!

Ｃ ＝ ＪＴη ． （５）
１． ２　 包络反演

包络反演是一个地震信号解调匹配的过程，目标函数不
再是地震数据的Ｌ２范数而是地震数据包络的Ｌ２范数．通过
希尔伯特变换提取地震信号的包络，一个不含有负频率成分
的信号被称为解析信号，将地震数据的每一道看做一个信
号，构建解析信号ｄ（ｔ）为

ｄ（ｔ）＝ ｄ（ｔ）＋ ｉＨ｛ｄ（ｔ）｝， （６）
实部ｄ（ｔ）为地震数据，虚部Ｈ｛ｄ（ｔ）｝为地震数据的希尔伯
特变换，则地震数据的包络可表示为

ｅ（ｔ）＝ ｄ２（ｔ）＋ Ｈ｛ｄ（ｔ）｝槡 ２ ． （７）
观测数据和模拟数据分别经包络算子解调后再匹配构

建最小二乘目标函数，即：
Ｃｅ（ｍ）＝ １２∑ｓ，ｇ ∫ｔ［ｅ

ｐ
ｏｂｓ（ｘｓ，ｘｇ，ｔ）－ ｅｐｃａｌ（ｘｓ，ｘｇ，ｔ）］２ ｄｔ

＝ １２∑ｓ，ｇ ∫ｔ Ｅ
２ ｄｔ→ ｍｉｎ， （８）

其中，ｅｐｏｂｓ与ｅｐｃａｌ分别表示观测数据和模拟数据的包络，ｐ为控
制包络能量的参数，可以为任意正数，ｐ值越大包络信号的
深层反射能量损失越严重，一般的ｐ的取值为１或是２．从方
程（８）可以看出包络反演匹配的是包络，利用的是包络这种
独立于地震数据频带之外的超低频信息．由于包络算子属于
非线性算子，计算导数时符合链式法则，推得（Ｗｕ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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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频移前后包络数据对比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ｄａｔ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ｈｉｆｔ

图４　 单道地震记录
（ａ）图３ａ中抽取的单道地震记录；（ｂ）无低频缺失地震记录的频谱；
（ｃ）图３ｂ中抽取的单道地震记录；（ｄ）低频缺失地震记录的频谱．

Ｆｉｇ． ４　 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ｃｋ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ｃｋ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３ａ；（ｂ）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ｃ）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ｃｋ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３ｂ；（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图２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
Ｆｉｇ． ２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ｍｏｄｅｌ

图６　 频谱对比
（ａ）缺失低频地震记录的频谱；（ｂ）频移后地震记录的频谱；
（ｃ）缺失低频地震记录与频移后地震记录频谱的对比．

Ｆｉｇ． ６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ｂ）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ｄ；

（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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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地震记录
（ａ）无低频缺失的地震记录；（ｂ）缺失低频的地震记录．

Ｆｉｇ． 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ｉｓｓｉｎｇ；（ｂ）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ｉｓｓｉｎｇ．

图５　 地震记录
（ａ）缺失低频的地震记录；（ｂ）频移后的地震记录．

Ｆｉｇ． ５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ｉｓｓｉｎｇ；（ｂ）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ｄ．

２０１４）包络反演梯度表达式为
!

Ｃｅ（ｍ）＝ ∑
ｓ，ｇ ∫ｔ

ｕ
ｍ
× ［Ｅｄｃａｌｅｐ－２ｃａｌ － Ｈ｛ＥｄｃａｌＨｅｐ－２ｃａｌ ｝］ｄｔ ，

（９）
其中ｄｃａｌＨ表示希尔伯特变换后的合成地震记录．

同样的，引入算子Ｊ表示雅克比矩阵，向量η表示虚震
源，即：

Ｊ ＝ ｕ
ｍ
，η ＝ Ｅｄｃａｌｅｐ － ２ｃａｌ － Ｈ｛ＥｄｃａｌＨｅｐ － ２ｃａｌ ｝， （１０）

则（９）的梯度表达式可以简化的表示为
!

Ｃｅ ＝ Ｊ
Ｔη ． （１１）

分析对比方程（５）与方程（１１）可以看出，ＦＷＩ梯度与ＥＩ

的梯度在方程的形式上是相同的．实际计算时，由于雅克比
矩阵计算量庞大，一般的采用伴随状态法（Ｐｌｅｓｓｉｘ，２００６）避
开雅克比矩阵的直接计算，通过计算震源正传波场与虚震源
反传波场的零延迟互相关得到．
１． ３　 频移地震包络反演

地震数据是高度震荡的，建立最小二乘目标函数寻找全
局极小值时，容易落入局部极小．为了减缓局部极小问题，
１９９５年，Ｂｕｎｋｓ等人提出时间域多尺度反演的方法，从低频
反演到高频，低频数据所反演的速度作为下一个频段反演的
初始速度．地震数据的包络同样包含超低频的信息，震荡平
缓，可以有效的避免局部极小值的问题，为全波形反演提供
一个精确的初始速度．但是与多尺度反演不同的是，多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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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地震数据与包络数据对比
（ａ）缺失低频的地震数据；（ｂ）频移后的地震数据；
（ｃ）缺失低频地震数据与频移后地震数据包络的对比；
图ｃ中黑线：缺失低频的地震数据；蓝线：频移后的
地震数据；绿线：缺失低频的地震数据包络；

红线：频移后的地震数据包络．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ｄａｔａ
（ａ）Ｍｉｓｓｉｎｇ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ｂ）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ｃ）Ｍｉ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Ｆｉｇ． ｃ：Ｍｉｓｓｉｎｇ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Ｌｉｎ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ｆｔ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ｈｉｆｔ；Ｇｒｅｅｎ ｌｉｎｅ：Ｍｉｓｓｉｎｇ ｌｏ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ａｆｔ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ｈｉｆｔ．

图８　 线性初始速度
Ｆｉｇ． ８　 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反演中的低频反演由于使用低频数据，采用的是较粗的网
格，大大减少了计算量提高了计算效率．而包络反演的计算
量却与需与全波形反演采用同样精细的网格，具有同样的计
算量．

针对此问题，我们在包络反演目标函数中引入频移算
子，构建频移包络目标函数，即：

Ｃｅｍ（ｍ）＝ １２∑ｓ，ｇ ∫ｔ［（Ｍ（ｅｏｂｓ））
ｐ（ｘｓ，ｘｇ，ｔ）－

图９　 基于频移目标函数包络反演速度
Ｆｉｇ． ９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图１１　 全波形反演速度
Ｆｉｇ． １１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ＦＷＩ

ｅｐｃａｌ（ｘｓ，ｘｇ，ｔ）］２ ｄｔ ＝ １２∑ｓ，ｇ ∫ｔ Ｅ
ｐ
ｍｄｔ→ ｍｉｎ， （１２）

其中Ｍ（·）表示的是频移算子．假设地震数据ｄｏｂｓ（ｔ）中缺
失０ － ｆ０的数据（一般的地震数据缺失０ ～ ５ Ｈｚ数据，且考虑
面波等低频噪声的影响，切除８ Ｈｚ左右的数据，所以ｆ０一般
取１０左右），保持数据频带不变．频移算子将数据在频率域
向左频移ｆ０，根据傅里叶变换的性质，有：

Ｆ － １［ｄ ｏｂｓ（ｆ － ｆ０）］＝ ｄｏｂｓ（ｔ）ｅｉ２πｔｆ０， （１３）
其中Ｆ － １［·］为傅里叶反变换，ｄ ｏｂｓ（ｆ）为ｄｏｂｓ（ｔ）对应的频率
域数据．频移后的数据包络在时间推导可得：

Ｅ［ｄｏｂｓ（ｔ）ｅｉ２πｔｆ０］＝｛ｄｏｂｓ（ｔ）ｅｉ２πｔｆ０［ｄｏｂｓ（ｔ）ｅｉ２πｔｆ０］｝１ ／ ２
＝｛ｄｏｂｓ（ｔ）ｅｉ２πｔｆ０ｄｏｂｓ（ｔ）ｅｉ２πｔｆ０｝１ ／ ２
＝［ｄｏｂｓ（ｔ）ｄｏｂｓ（ｔ）］１ ／ ２
＝ Ｅ［ｄｏｂｓ（ｔ）］， （１４）

其中“”表示复数共轭．由方程（１４）可以看出在地震频带
不变的情况下，频率移动，数据的包络不变．因此我们构建的
频移包络目标函数可以将地震数据的频率降低，但是并不会
改变包络的匹配．如图１所示，图１ａ为频率移动前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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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单道反演速度对比
（ａ）１８００ ｍ；（ｂ）２５００ ｍ；（ｃ）３５００ ｍ．黑线：真实速度；蓝线：初始速度；红线：基于频移目标函数包络反演速度．

Ｆｉｇ． 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ｃｋ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１８００ ｍ；（ｂ）２５００ ｍ；（ｃ）３５００ ｍ．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ｔｒｕ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ｌｕｅ ｌｉｎｅ：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图１２　 单道反演速度对比
（ａ）１８００ ｍ；（ｂ）２５００ ｍ；（ｃ）３５００ ｍ．黑线：真实速度；蓝线：初始速度；红线：全波形反演速度．

Ｆｉｇ． 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ｃｋ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１８００ ｍ；（ｂ）２５００ ｍ；（ｃ）３５００ ｍ．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ｔｒｕ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ｌｕｅ ｌｉｎｅ：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ｈｉｆ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频谱，图１ｂ可以看出频率移动前后的包络数据不变，包络线
重合．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带宽不变的情况下，包络数据不随
频带的移动而变化．而地震数据中往往缺失低频数据，将地
震数据频带整体向低频移动后，其包络数据保持不变．因此，
方程（１２）构建的频移目标函数可以有效的降低地震数据的
频带．同多尺度反演中的低频反演类似，频移后的数据高频
成分相应降低，在满足数值模拟频散关系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粗网格进行有限差分计算，降低包络反演的计算量．

对方程（１２）求导，可得到基于频移包络目标函数的梯

度为
　

!

Ｃｅｍ（ｍ）＝∑
ｓ，ｇ ∫ｔ

ｕ
ｍ
×［Ｅｍｄｃａｌｅｐ－２ｃａｌ － Ｈ｛ＥｍｄｃａｌＨｅｐ－２ｃａｌ ｝］ｄｔ ，

（１５）
其中Ｅｍ ＝（Ｍ（ｅｏｂｓ））ｐ（ｘｓ，ｘｇ，ｔ）－ ｅｐｃａｌ（ｘｓ，ｘｇ，ｔ）．同样的，引
入算子Ｊ表示雅克比矩阵，向量η表示虚震源，即：

Ｊ ＝ ｕ
ｍ
，η ＝ Ｅｍｄｃａｌｅｐ － ２ｃａｌ － Ｈ｛ＥｍｄｃａｌＨｅｐ － ２ｃａｌ ｝， （１６）

则（１５）的梯度表达式可以简化的表示为
!

Ｃｅｍ ＝ Ｊ
Ｔη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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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３４（４） 梁展源，等：基于频移目标函数的包络反演方法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２　 模型测试

模型测试用的是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截取其中的一部分并
进行模型重新采样，如图２所示．模型参数如下：模型横向距
离４６５０ ｍ，深度１４８０ ｍ，模型最大速度４７００ ｍ ／ ｓ，最小速度
１５００ ｍ ／ ｓ．观测系统参数：炮点检波点均分布在地表，中间激
发两边接收，炮间隔为１００ ｍ，起始炮点位置为（０，０），检波
点间隔为１０ ｍ，地表全孔径接收．正演数值模拟参数：子波
主频２０ Ｈｚ，根据有限差分数值模拟的频散条件以及稳定性
条件，选取空间网格间距：１０ ｍ，时间采样间隔：０． ８ ｍｓ，时间
点数：２３００．

首先做正演模拟，产生地震记录．取其中一炮数据分析，
该炮炮点位置（２３００ ｍ，０）．如图３所示，图３ａ为２０ Ｈｚ主频
的雷克子波正演得到的地震记录，无低频缺失．而实际的地
震数据，由于震源或是检波器的原因，很难接收到完整的低
频数据，并且面波等噪声会出现在８ Ｈｚ左右，因此１０ Ｈｚ以
下的有效数据不容易得到．为了模拟实际的数据，我们滤除
１０ Ｈｚ以下的数据得到缺失低频的地震记录如图３ｂ所示．以
波形显示地震记录如图４所示，其中图４ａ与图４ｂ分别为无
低频缺失的地震记录与频谱，图４ｃ与图４ｄ分别为缺失低频
的地震记录与频谱．可以看出滤除低频后，频带变窄，地震波
的旁边变大，分辨率降低，并且高频成分比重变大，波形抖动
更加剧烈．

保持频带宽度不变，将缺失低频的地震数据向低频移动
１０ Ｈｚ，地震记录如图５所示，图５ａ为缺失低频的地震记录，
图５ｂ为频移后的地震记录．频谱对比如图６所示．图７为两
种数据的波形对比，以及相应的包络数据的对比．从图７中
可以看出频移后的地震波形低频成分比重变大，波形抖动变
轻．频移前后地震记录的包络如图７ｃ所示．黑线为缺失低频
的地震数据，蓝线为频移后的地震数据，绿线为缺失低频的
地震数据包络，红线为频移后的地震数据包络，可以看出红
线跟绿线是重合的，频移前后数据的包络是不变的．这也说
明地震数据频率成分的变化不一定引起地震包络频率的改
变，在频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频带向低频移动可以降低数
据中的高频比重，且不影响包络数据．

以上述分析为依据，本文提出如方程（１２）的频移目标
函数，以图８所示的线性速度为初始速度，进行以下的包络
反演测试．以上测试根据有限差分数值模拟的频散条件以及
稳定性条件，选取的空间网格间距是１０ ｍ，分析图６ｃ可知，
频移后的数据频带降低，而频散条件与频带的最高频率有
关，当频带的最高频率降低时，网格间距可以增大，这如同多
尺度反演中的低频反演选取更粗的网格．因此基于频移目标
函数的包络反演选取２０ ｍ的空间网格间距，二维情况下的
计算量将降低４倍，三维情况下计算量将降低８倍．

包络反演迭代６０次后反演速度如图９所示．分别抽取
真实速度、初始速度以及包络反演速度的单道进行对比如图
１０所示，其中黑线表示真实速度，蓝线表示初始速度，红线
表示基于频移目标函数包络反演速度，图９ａ—图９ｃ分别为
模型的１８００ ｍ、２５００ ｍ和３５００ ｍ．从图９图１０中可以看出，
基于频移目标函数的包络反演方法，同样可以准确的更新低
波数速度．

为了验证新包络反演方法提供初始速度的精度，我们
以图９的反演结果作为初始速度进行全波形反演测试，迭
代１００次后的全波形反演速度如图１１所示．同样的分别抽
取真实速度、初始速度以及全波形反演速度的单道进行对
比如图１２所示，其中黑线表示真实速度，蓝线表示初始速
度，红线表示基于频移目标函数包络反演速度，图１２ａ—图
１２ｃ分别为模型的１８００ ｍ、２５００ ｍ和３５００ ｍ．全波形反演
可以稳定收敛得到一个准确的速度．因此用本文方法可以
使得包络反演在保持精度的前提下，大大降低计算量，提高
运算速度．
３　 结　 论

地震数据是高度震荡的，但是数据的包络却是震荡平缓
的．包络反演利用地震数据包络携带超低频信息的特性反演
超低波数速度，为全波形反演提供初始速度．本文研究了地
震频带对包络数据的影响，保持数据频带不变，对数据频带
进行移动，数据的包络不变，根据此性质提出一种新的频移
目标函数．这种目标函数可以将地震数据的频带向低频移
动，使得地震数据的高频降低，与多尺度反演中的低频反演
类似，频移后的低频数据可采用粗网格进行计算，在保持精
度的情况下提高了包络反演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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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