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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震源逆时定位采用不同的成像条件可以实现自动定
位，而不同成像条件的特性与应用条件是该技术值得研究的问
题．本文结合波场的逆时延拓特征与成像条件的物理含义，明
确了波场的逆时延拓特征是构建成像条件的基础，指出最大振
幅成像条件可以同时确定震源位置与激发时间，而相关型成像
条件的定位精度要高于最大振幅成像条件且有可能突破绕射
极限的控制，其中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适用于稀疏检波器分布
的情况．针对自相关定位剖面中浅部强振幅假象提出了改进自
相关成像条件．通过不同的模型测试，验证了本文关于不同成
像条件的结论及提出的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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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震源定位无论是在天然地震学还是在非常规油气开发
的微地震监测（杨心超等，２０１５）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
题．传统震源定位首先需要拾取震相的走时，这要求原始数
据有比较高的信噪比，而微地震往往信噪比较低，震相拾取
困难，新型的天然地震震相（Ｇ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Ｌａｒｍａ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也有类似的特征，需要采用更为稳健的算法进行
震源定位．

为了充分利用波场记录中的信息，近年来利用波形信息
进行定位的方法得到快速发展．这些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
（顾庙元，２０１６）：一类是绕射叠加定位方法，这借鉴了勘探地
震学中绕射叠加的思想；另一类是逆时定位法，是将波动方

程的时间反转不变原理（Ｆｉｎｋ，１９９２）应用到震源定位的
方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些研究人员（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１９８２；Ｈｕ

ａｎｄ 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１９８８）对逆时定位进行了详细的理论模拟，
并成功应用到天然地震的定位中． Ｇａｊｅｗｓｋｉ 和Ｔｅｓｓｍｅｒ
（２００５）对波场的逆时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分析了信噪比、
速度误差、接收孔径等对定位结果的影响． Ｌｏｋｍｅｒ等（２００９）
对模拟的火山颤动源进行了逆时成像，对比了不同震源深
度、震源机制、台站分布、震源频率与速度模型对逆时定位的
影响．当用三分量检波器进行波场记录时，逆时定位同时还
可以确定震源类型． Ａｒｔｍａｎ等（２００９）对多分量记录逆时延
拓确定震源类型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并将逆时定位重新定义
为逆时成像，拓展了逆时定位的概念．



　 ２０１９，３４（６） 雷朝阳，等：震源逆时定位的成像条件分析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相比传统震源定位方法，逆时定位的一大优势是可以对
多震源进行同时定位． Ｚｏｕ等（２０１４）利用逆时定位成功对三
峡地区的两次余震进行了同时定位，取得了常规走时定位难
以实现的效果． Ｓｕｎ等（２０１５）提出分别对单个检波器波场进
行逆时延拓，然后应用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实现了检波器
稀疏分布情况下的震源精确定位，并与常规逆时成像条件相
结合提出了混合成像条件． Ｎａｋａｔａ和Ｂｅｒｏｚａ（２０１６）对多维互
相关成像条件进行了详细研究，根据与逆时偏移的关系将其
命名为ＧｍＲＴＭ（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ａｎ ＲＴＭ）．当地下介质存在衰
减时波动方程的逆时不变性是不成立的，Ｚｈｕ（２０１４）探讨了
衰减介质中声波波动方程的逆时定位，并提出了克服衰减对
定位结果影响的方法．

王晨龙等（２０１３）等对微地震干涉逆时定位进行了详细
研究，并成功应用到四川某地区的实际射孔资料．李振春等
（２０１４）讨论了地表与井间联合逆时定位，指出精确的速度
模型和检波器密集分布是逆时定位有效实现的前提．李磊等
（２０１５）提出适用于多波多分量的加权弹性波干涉成像定位
方法，其具有比逆时成像定位方法更高的效率和精度．葛奇
鑫等（２０１７）基于反传检波点随机选择与筛选模型的结合提
高逆时定位的可靠性，克服了常规逆时定位存在的部分
问题．

本文从波场的逆时延拓出发，讨论震源逆时定位的物
理基础；然后着重研究了不同成像条件的特性，包括最大振
幅、自相关与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其次，提出对常规自相
关成像条件进行改进来消除定位剖面中存在的浅部噪声；
最后，利用局部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的声波模拟数据验证了不同
成像条件的特征，以及提出的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的可
行性．
１　 逆时定位与成像条件

１． １　 逆时延拓
逆时定位的物理基础在于波动方程的逆时不变性．二阶

声波方程可以表示为
２ｕ
ｔ２
－ ｖ２

!

２ｕ ＝ ０ ， （１）
式中，ｕ为波场值，ｖ为介质速度，

!

２为哈密顿算子．由于波函
数对时间的导数是二阶的，使得非衰减介质中波动方程在时
间方向是逆时不变的．

正演模拟可以看作是一个初值问题，逆时延拓可以看作
是一个边值问题，差别在于波场模拟的输入不一样．图１为
逆时定位的示意图，在位置处激发震源函数ｓ（ｔ），接收点ｘｊ
记录的波场为ｓ（ｔ）Ｇ（ｘｊ，ｘｓ，ｔ），Ｇ表示格林函数，表示褶
积，对所有ｘｊ 记录到的波场进行逆时反转，将此逆时波场
ｓ（－ ｔ）Ｇ（ｘｊ，ｘｓ，－ ｔ）作为震源在ｘｊ上重新激发，零时刻波
场能量重新聚焦在ｘｓ点，聚焦波场可以表示为
　 ｓ′（ｔ）＝ ∑ ｊ

ｓ（－ ｔ）Ｇ（ｘｊ，ｘｓ，－ ｔ）Ｇ（ｘｓ，ｘｊ，ｔ）
＝ ｓ（－ ｔ）∑ ｊ

Ｇ（ｘｊ，ｘｓ，－ ｔ）Ｇ（ｘｊ，ｘｓ，ｔ）， （２）
公式（２）可以理解为聚焦波场为原始震源函数逆时后与滤
波算子∑ ｊＧ（ｘｊ，ｘｓ － ｔ）Ｇ（ｘｊ，ｘｓ，ｔ）褶积的结果．

这里根据均匀模型中地下点源激发分析逆时延拓的过

程，模型大小１０００ ｍ × １０００ ｍ．图２为对地表记录波场逆
时延拓得到的波场快照，零时刻之前，波场在延拓过程中通
过相干加强构成了新的波阵面；零时刻时，波场恰好聚焦在
震源位置；零时刻之后，波场从聚焦位置重新向外传播．有
限的接收孔径使零时刻波场并未完全聚焦在震源位置．需
要指出的是，等间距记录波场并不是一种理想的记录方式
（Ｂｅｈｕ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因为等间距记录对震源照明不
均匀．

图３为图２中ｘ ＝ ５００ ｍ与ｚ ＝ ５００ ｍ处的波形，图中红
色曲线（ｚ方向５００ ｍ处波形）要稍窄于蓝色曲线（ｘ方向５００ ｍ
处波形），即零时刻逆时快照的水平分辨率要大于垂直分辨
率，这是由于水平分辨率主要由接收孔径决定，而垂直分辨
率主要由震源子波的频带决定（Ａｒｔ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逆时延拓波场在零时刻会聚焦在
震源位置处，而在实际弹性介质中情况会有所不同．在弹性
波逆时延拓过程中，需要将波场分离成Ｐ波和Ｓ波，零时刻
Ｐ波和Ｓ波波场并不会完全聚焦在震源位置，而是围绕震源
位置成空间对称，这恰好反映了震源特征．如果仅仅为了震
源定位，需要用合适的成像条件将对称波场聚焦在震源位置
处，目前应用较多的是ＰＳ波干涉互相关成像条件（Ｓａｖａ，
２０１１；王晨龙等，２０１３）．
１． ２　 成像条件

监控逆时延拓快照来确定震源位置是非常费时的，并且
定位结果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利用合适的成像条件，可以将
４维（三维空间加上时间维度）数据体压缩为直接反映震源
位置的三维空间数据体，实现震源的自动定位．
１． ２． １　 最大振幅成像条件

最大振幅成像条件是最常用的逆时定位成像条件，可以
表示为

Ｉ（ｘ，ｚ）＝ ｍａｘ
ｔ
Ｕ（ｘ，ｚ，ｔ） ， （３）

式中，Ｕ（ｘ，ｚ，ｔ）表示所有检波器波场同时进行逆时延拓得到
的波场值．在逆时延拓过程中零时刻波场由于相干加强使振
幅最大，因此提取出逆时延拓过程中所有时刻的最大振幅可
以同时确定震源位置与激发时间．最大振幅成像条件是简单
有效的，缺点是没有充分利用逆时延拓的信息．
１． ２． ２　 自相关成像条件

自相关成像条件可以直接得到最终的震源定位剖面，表
示为

Ｉ（ｘ，ｚ）＝ ∑
ｔ
Ｕ（ｘ，ｚ，ｔ）Ｕ（ｘ，ｚ，ｔ）， （４）

可以看出，上式是将延拓波场的振幅值平方沿时间轴进行叠
加，即零延迟自相关处理．自相关成像条件充分利用了逆时
延拓过程中每个时刻的全部波场值，其物理意义也是很明确
的：振幅值的平方与波场能量成正比，并且平方使得大振幅
值的贡献更大．自相关也可以使延续很长的时间序列变为窄
脉冲，这使得当震源为长时间噪声源时自相关成像条件优于
最大振幅成像条件．

逆时定位也可以应用到连续监测的微震记录上，只需要
控制公式（４）中时间轴的叠加范围，表示为

Ｉ（ｘ，ｚ）＝ ∑
ｔｏｐｔ

ｔｍａｘ

Ｕ（ｘ，ｚ，ｔ）Ｕ（ｘ，ｚ，ｔ）， （５）

７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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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地表记录的逆时延拓快照
（ａ）零时刻之前；（ｂ）零时刻；（ｃ）零时刻之后．

Ｆｉｇ． ２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ｅ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Ｂｅｆｏｒｅ ｚｅｒｏ；（ｂ）Ａｔ ｚｅｒｏ；（ｃ）Ａｆｔｅｒ ｚｅｒｏ．

图４　 不同检波器逆时波场的互相关值
（ａ）Ｒ１与Ｒ２；（ｂ）Ｒ１与Ｒ３；（ｃ）Ｒ１、Ｒ２与Ｒ３．

Ｆｉｇ．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ａ）Ｒ１ ａｎｄ Ｒ２；（ｂ）Ｒ１ ａｎｄ Ｒ３；（ｃ）Ｒ１，Ｒ２ ａｎｄ Ｒ３．

图１　 逆时定位示意图（Ｌｕ，２００８）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ｕ，２００８）

式中，ｔｍａｘ表示微震记录时间，即逆时延拓的开始时间，ｔｏｐｔ表
示延拓过程中某一时刻．
１． ２． ３　 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自相关成像条件进行解释（Ｎａｋａｔａ
ａｎｄ Ｂｅｒｏｚａ，２０１６）：由于每个检波器波场均为同一震源或多

图３　 零时刻逆时快照中ｘ ／ ｚ ＝ ５００ ｍ处的波形对比图
Ｆｉｇ． ３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ｘ ／ ｚ ＝ ５００ ｍ ｉｎ ｔｈｅ ０ ｓ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ｅ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个震源激发的波场，当逆时延拓至震源激发时刻时每个检波
器的逆时延拓快照在震源位置均有能量分布，因此可以用互
相关来评价检波器逆时延拓波场的相似性．考虑成对检波器
波场之间的互相关，表示为

Ｒｉｊ ＝ ∑
ｔ
ｕｉ（ｘ，ｚ，ｔ）ｕｊ（ｘ，ｚ，ｔ）， （６）

式中，Ｒｉｊ表示两个检波器逆时波场的互相关值，ｕｉ（ｘ，ｚ，ｔ）表

８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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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单源逆时定位分析
（ａ）速度模型；（ｂ）含噪记录（ＳＮＲ ＝０． ５）；（ｃ）激发时刻的逆时快照．

Ｆｉｇ． ５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ｂ）Ｎｏｉｓ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ＮＲ ＝０． ５）；（ｃ）Ｉｎｖｅｒｓｅ ｔｉｍｅ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ｏｆ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图６　 三种成像条件的逆时定位结果
（ａ）最大振幅成像条件；（ｂ）自相关成像条件；（ｃ）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

Ｆｉｇ． ６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ｂ）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７　 三种成像条件的波形对比图
（ａ）ｚ ＝ ５０（网格）；（ｂ）ｘ ＝ １００（网格）．

Ｆｉｇ． ７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ｚ ＝ ５０ （ｇｒｉｄ）；（ｂ）ｘ ＝ １００ （ｇｒｉｄ）．

示检波器ｉ的记录逆时延拓到时刻ｔ的波场值．将所有成对
检波器波场的Ｒｉｊ叠加可以得到：

Ｉ（ｘ，ｚ）＝ ∑
ｉ
∑
ｊ
Ｒｉｊ（ｘ，ｚ）

＝ ∑
ｔ
∑
ｉ
∑
ｊ
ｕｉ（ｘ，ｚ，ｔ）ｕｊ（ｘ，ｚ，ｔ）

＝ ∑ {
ｔ
∑
ｉ
ｕｉ（ｘ，ｚ，ｔ } {） ∑

ｊ
ｕｊ（ｘ，ｚ，ｔ }）

＝ ∑
ｔ
Ｕ（ｘ，ｚ，ｔ）Ｕ（ｘ，ｚ，ｔ）． （７）

可以看出式（７）和式（４）是等价的．式（７）中包含每个检
波器逆时波场与自身的自相关，这些自相关值对定位并没有
贡献，而是表现为检波器位置周围的强振幅假象，尤其是在
检波器稀疏的情况下．因此，笔者提出从自相关定位结果中
减去每个检波器逆时波场自身的自相关，消除检波器位置的
强振幅噪声，称之为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三种成像条件的

９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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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噪声源逆时定位
（ａ）含噪记录（ＳＮＲ ＝０． ５）；（ｂ）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
Ｆｉｇ． ９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ｉ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ｏｉｓ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ＳＮＲ ＝０． ５）；（ｂ）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１０　 三源逆时定位
（ａ）含噪记录（ＳＮＲ ＝０． ５）；（ｂ）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ｃ）最大振幅成像条件．

Ｆｉｇ． １０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ｏｉｓ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ＳＮＲ ＝０． ５）；（ｂ）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８　 不同信噪比记录的自相关成像条件定位
剖面中ｚ ＝ ５０网格处波形对比图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ｚ ＝ ５０ ｇｒ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ＮＲ ｒｅｃｏｒｄｓ

对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三种逆时定位成像条件的特征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ｔｉｍ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定位精度浅部噪声 能否确定
激发时刻

最大振幅成像条件 高 无 是
自相关成像条件 更高 有 否
改进的自相关成像条件 更高 无 否

１． ２． ４　 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
首先通过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的

实现过程．考虑２００ × ２００网格的均匀模型，震源位于模型中
心，五个检波器（Ｒｉ，ｉ ＝ １，…５）均匀分布在地表．图４ａ为检
波器Ｒ１与Ｒ２逆时波场的互相关结果，图４ｂ为检波器Ｒ１
与Ｒ３逆时波场的互相关结果，两个互相关结果均有能量分
布在震源位置，而两者的背景假象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如果

０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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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空间稀疏采样逆时定位
（ａ）自相关成像条件；（ｂ）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ｃ）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

Ｆｉｇ． １１　 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ａｒ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ｂ）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同时考虑Ｒ１、Ｒ２和Ｒ３逆时波场的互相关值，可以得到如图
４ｃ的结果，可以看出震源位置得到较准确的定位．

图４ｃ的实现过程正是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可以表
示为

Ｉ（ｘ，ｚ）＝ ∑
ｔ
∏
ｉ
ｕｉ（ｘ，ｚ，ｔ）， （８）

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可以理解为提取出每个检波器逆时波
场共同具有的波场能量．

逆时成像的分辨率是受绕射极限控制的，即在接收孔径
完全的情况下震源定位结果是有一定大小的圆，而不是一个
尖脉冲，这里定位结果指的是检波器记录逆时延拓到零时刻
的波场．如果利用相关型成像条件进行逆时定位，是有可能
打破绕射极限的，这是因为相关型成像条件利用的不同检波
器逆时波场之间的相似性，而绕射极限是一种物理性质．
２　 数值模拟测试分析

本文均采用交错网格有限差分进行波场的正演模拟及
逆时延拓，且采用准确的速度模型进行逆时延拓．
２． １　 抗噪性分析

图５ａ为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的浅层部分，模型网格大小为
３０１ × １０１，网格间距４ ｍ，采样间距０． ３ ｍｓ，记录长度０． ９ ｓ．
３０１个检波器沿地表布置，接收间距４ ｍ，震源采用雷克子
波，主频４０ Ｈｚ．将震源放置在（１００，５０）网格处进行激发，地
表接收记录如图５ｂ所示（加入了高斯随机噪声，ＳＮＲ ＝
０ ５），本文基于有效信号与随机噪声最大振幅的比值来定义
信噪比．图５ｃ为零时刻逆时快照，图中横纵两条红线的交点
为真实震源位置，可以看出能量聚焦在震源位置．

图６ａ、ｂ分别是采用最大振幅与自相关成像条件的定位
结果，两种成像条件都实现了震源的精确定位，且直观反映
了在各个方向的定位精度，即水平分辨率明显大于垂直分辨
率．最大振幅成像条件确定的激发时刻仅与真实激发时刻相
差一个采样间隔（ＳＮＲ ＝ ０ ５）；当地表记录的信噪比为０ ２５
时，与真实激发时刻相差八个采样间隔；当地表记录的信噪
比为０ １时，利用最大振幅成像条件确定激发时刻失效，上
述分析结果是保持接收器个数不变时得到的．

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的定位结果如图６ｃ所示，图６ｂ的
浅部噪声得到消除且背景噪声也得到减弱．图７为图６中三

种不同成像条件的定位剖面中（１００，５０）网格处纵横向的波
形对比图，可以直观看出三种成像条件纵横向的定位精度
为：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自相关成像条件＞最大振幅成像
条件．

为了对比逆时定位在不同信噪比记录中的定位精度，模
拟五种不同信噪比的微震记录，图８为相应自相关成像条件
定位剖面中ｚ ＝ ５０网格处波形对比图，记录信噪比越高定位
精度越高，且当信噪比为０． １时不能实现震源的定位．
２． ２　 噪声源与多源定位

模型参数与２． １节相同，将震源设置为噪声源．图９ａ为
地表接收记录（ＳＮＲ ＝ ０． ５），图９ｂ为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的
定位结果，震源位置得到精确定位，而基于震相拾取的定位
方法对噪声源定位很难奏效．

图１０ａ为强度相同的三个震源同时激发的地表接收记
录（ＳＮＲ ＝ ０． ５），震源分别在（１００，５０）、（１２０，３０）与（２５０，
９０）网格上．图１０ｂ为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的定位结果，可以
看出浅部两个震源得到准确定位，但深部的震源几乎不能识
别，这是由于深部震源能量在传播到地表的过程中受到更多
透射损失等的影响．图１０ｃ为最大振幅成像条件的定位剖
面，可以看出浅部震源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的定位结果更
好，对深部震源而言最大振幅成像条件的定位结果更好．这
一点利用１． ２． ２节自相关成像条件的理论是不难解释的，自
相关成像条件的平方运算使得大振幅的贡献更大，而压制了
背景噪声和深部震源的聚焦能量．因此逆时定位时应尽可能
同时应用各种成像条件，综合分析来提高震源定位的精度．

如果震源强度差别很大，逆时定位很难同时对多震源同
时定位，这是因为逆时定位本身是一种能量叠加类的定位方
法，震源强度大的逆时能量将占主导地位，可能淹没震源强
度较小的能量．这种情况下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在逆时延拓之
前将多源记录波场中不同源的波场进行识别（如时频分析）
后适当分离，之后再进行逆时延拓．
２． ３　 空间稀疏采样的逆时定位

模型参数与２． １节相同，仅采用间距为２００ ｍ的７个地
表检波器记录（ＳＮＲ ＝ １）．图１１ａｃ分别为自相关、改进自相
关与多维互相关成像的定位结果，自相关定位结果存在浅地
表强振幅假象与背景噪声，而改进的自相关定位结果消除了

１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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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假象，震源得到准确定位，但也存在部分背景假象．图
１１ｃ的多维互相关定位结果得到了较准确的定位结果，且不
存在背景假象．

由此可以看出，改进自相关与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可以
在检波器稀疏分布的情况下得到准确的定位结果，而后者的
定位效果更好．当记录信噪比为０． ５时，改进自相关与多维
互相关成像条件（７个检波器）均不能准确定位，这也说明了
检波器稀疏分布时逆时定位法的抗噪性大大降低．
３　 结　 论

本文着重研究了震源逆时定位的成像条件，明确了常用
成像条件的物理意义及特点，得出如下结论：

（１）最大振幅成像条件可以同时确定震源位置与激发
时间，相关型成像条件不能确定激发时间；自相关成像条件
的定位精度高于最大振幅成像条件；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适
用于稀疏检波器分布的情况，但抗噪性较低．

（２）自相关定位剖面中浅部的强振幅假象为单个检波
器逆时延拓波场的自相关，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自相
关成像条件，在定位效果优于常规自相关成像条件．

（３）波场的逆时延拓特征是构建成像条件的基础．最大
振幅与自相关成像条件是将所有检波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逆时延拓的；多维互相关成像条件是单独对每个检波器进行
逆时延拓；而本文提出的改进自相关成像条件是两种逆时延
拓特征的一种结合．

（４）任何成像条件均是对逆时延拓波场中有效信息的
提取，综合应用多种成像条件进行逆时定位是一种恰当的选
择．逆时定位方法在天然地震的定位中获得了诸多成功，而
在石油工业界的成功应用较少，因此面向微震实时监控对逆
时定位方法进行优化改进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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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