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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至波拾取是地震资料处理中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工
作．为解决我国西部沙漠、黄土塬、戈壁等地区地震资料信噪比
低，致使初至波拾取准确率不高的难题． 本文创新提出一种基
于图像分割技术———UNet ++ 神经网络应用于初至波智能拾
取．输入原始地震数据及少量初至时间的标签数据进行监督学
习，并建立 UNet ++ 模型，应用西部某工区地震数据测试，实验
证明，UNet ++模型性能稳定，炸药震源初至波拾取准确率达到
98%，可控震源初至波拾取准确率达到 98% ．此外，本方法与商
业软件、U-net网络的初至拾取对比表明，UNet ++优势明显，具
有准确率高，抗噪能力强，性能稳定、高效等特点．
关键词 初至波;深度学习; 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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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arrival picking is fundamental to seismic
processing，especially for static correction． As irregular topography
and random noises，it is an extremely difficult to breaks pick-up for
seismic data with low signal-to-noise ratio in in piedmont of the
southern Junggar Basin． We present a deep-neural-network based
arrival-time picking method called UNet ++ ． it uses seismic data as
input and generate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of first arrivals as
output． UNet ++ is trained on the limited available data set provided
by analyst-labeled first arrival times from field seismic data． UNet ++
can effectively detect the position of first-break in a low SNＲ seismic
data． The accuracy of UNet ++ model achieved 98%，that demonstrate
effectiveness and superiority of our method． While further testing
against existing methods is required，we compare UNet + + with
existing methods under identical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like
commercial software，U-net． UNet ++ achieve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for low SNＲ seismic data． The experimental have shown that UNet ++
achieves much higher picking accuracy，and has a significant higher
effectiveness than existing methods
Keywords First arrival time picking; Deep neural network; UNet ++

0 引 言

初至波拾取是地震资料处理中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工作．
随着野外数据量几何级激增，给数据处理技术提出新的要
求．传统的手工拾取初至波方法，耗时费力，根本无法满足生
产时间的需求．我国西部沙漠、黄土塬、戈壁等地区，地震资
料信噪比低，致使初至波自动拾取准确率不高，无法满足生
产精度的需求．

前人在初至波拾取方面的研究形成许多成熟的方法，推
动初至波自动拾取技术不断发展．基于地震道振幅、频率等
属性的能量比法( Coppens，1985;陈金焕等，2015) 、地震道瞬

时强度比法 ( 张伟等，2009 ) 、小波-振幅比法 ( 王国富等，
2015) 、能量比迭代法( 许银坡等，2016) 等方法，此类算法只
有当信噪比足够高的情况下，初至拾取结果才非常可靠．突
破传统的地震道属性特征，基于波形相似性的相关法( Eraldi
and Clement，1972) 、分形法( 曾富英等，2002) ;利用互相关估
计各地震道的相对时差方法( 林凡生和邹志辉，2017) ;沿地
震道分形维数( 张琪等，2019 ) 的变化确定初至时间的分形
法;曹茂森等( 2004) 在分形维算法基础上，采用拓扑映射工
具拾取地震初至．由于初至波与续至波存在很大的相关性，
在非水平地层情况下，此类算法的初至拾取效果不佳．总之，
当背景噪声很高且数据质量较差时，以上技术往往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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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可靠地初至拾取的问题仍未解决．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
发展，基于神经网络拾取初至时间的新算法不断涌现．诸如:
人工神经网络( Maity et al．，2014 ) 、支持向量机( Qu et al．，
2018) 、模糊聚类 ( Chen，2017 ) 等神经网络方法已被应用于
拾取初至波，使得初至波自动拾取技术不断地提升，此类算
法是基于一维特征的时间序列进行训练，拾取过程中易受噪
声干扰，在近地表条件复杂地区，对低信噪比资料的拾取命
中率不高．综上，如何找到一种提高低信噪比条件下的初至
波拾取精度的方法已经成为影响地震资料处理工作进度的
关键因素．

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图像分割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
良好的技术基础．图像分割技术简单讲就是描绘出物体的准
确轮廓，与确定有效信号和纯噪声信号分界处的初至拾取场
景相互契合．目前，最先进的图像分割技术普遍是基于全卷
积神经网络和 U-net神经网络的改进算法． 2015 年，Long 等
( 2015) 首次提出基于语义分割的全卷积神经网络结构
( FCN) ，用卷积层替换深度神经网络中的常规全连接层以提
取特征，然后用反卷积层对特征图进行上采样获得每一个像
素的分类结果( Long et al．，2015) ．由于存在输出结果不够精
细，并且对各个像素进行分类，没有考虑到像素之间的关系，
缺乏空间一致性等不足． Ｒonneberger 等( 2015 ) 对 FCN 进行
了改进，提出 U-net神经网络，将跨越连接的思想( Drozdzal et
al．，2016) 应用于图像分割，采用合并方式进行特征融合，使
得图像分割的精度大大提升 ( Ｒonneberger et al．，2015 ) ． U-
net网络抓取的特征是由网络结构的深度决定，而不同层次
特征的重要性对不同的数据集又不一样，每个深度的 U-net
网络进行模型训练又不现实，因此，需要寻找一个综合的算
法，提高图像分类的准确性，获得最小的损耗或最高的精度．

1 基本原理

受 DenseNet 架构的启发 ( Huang et al．，2017 ) ，Zhou 等
( 2018) 提出一种全新的图像分割算法 UNet ++网络模型，通
俗讲它也是一种基于 FCN 和 U-net 的改进算法，其基本假设
是接收到的编码器特征映射和相应的解码器特征映射在语义上
相似时，模型可以更加有效地捕获目标对象的细粒度细节，即模
型将更轻松地学习任务，更容易地优化( Zhou et al．，2018) ．

图 1 中，UNet ++神经网络由编码器和解码器组成，通过
一系列嵌套的密集卷积块连接．黑色表示与 U-net 网络一致
的主干网架构，绿色和蓝色表示跳跃路径上密集地卷积块，
稠密连接设计弥合了编码器和解码器特征图之间的语义鸿
沟，从而改善了梯度流．红色表示深度监督．绿色区域与损失
函数处的反向传播是切断的，因此，需要在后面加一个 1 × 1
的卷积核去监督每一个分支的密集卷积块的输出．同时，也
可以将 X0，1、X0，2和 X0，3直接连接到最后的输出，相当于对
UNet ++网络剪枝，变成多个 U-net 神经网络，使得模型更加灵
活．图中红色、绿色和蓝色的组件将 UNet ++与 U-net很好地区
分开来．

2 方 法

2． 1 实验数据处理及标签
实验数据来源于 2001 年采集的野外三维地震数据体，

地震采集布设实施为 24 束线，8 排列，采用组合检波器，共
6720 炮，其中，炸药震源 1630 炮，可控震源 5090 炮．单炮记
录包含 180 ～ 200 条地震道记录，地震道时长为 2500 ms，采
集率为 2 ms，总数据量为 66 GB．采用 Max-Min 方法对地震
数据进行线性归一化处理，使每道地震波振幅值落到［0，1］
范围．为了响应 UNet ++神经网络对输入图像尺寸一致的要
求，对地震数据进行裁剪．遵循 2 幂次方的尺寸大小有利于
GPU加粗原则，裁剪尺寸为 192 × 1024． 其中，192 表示地震
道数，1024 代表每一地震道的样本点数，裁剪后共生成
53600个地震数据图像样本．从中抽取 2000 个样本作为实验
数据，其中训练集样本数为 1600，验证集样本数为 400，剩余
的 51600 个样本作为测试集．三个数据集样本量分别占总数
据量的 2． 98%、0． 75%和 96． 27% ． UNet ++神经网络属于监
督学习，训练集的原始地震数据进行分类标注． 作者使用
TomoPlus商业软件完成标签数据制作，初至时间拾取的位置
为波峰处．在生成标签数据的过程中，笔者尝试了三种标注
方式，如图 2 所示．

如图所示 2a，第一标注方式是初至波的波峰标记为 1
( 白色) ，其他样本点标注为 0 ( 黑色) ．标注初至拾取时间的
波峰位置的一个采样点，所携带的信息非常有限，模型无法
获得良好的初至波特征，因此，输出结果都是 0，无法预测初
至波位置．

第二次，作者扩大了标注为 1 的样本量，选取初至波峰
采样点及之后 4 采样点，相当于以波峰采样点为起始点，开
了包含 5 个采样点的时窗，如图所示 2b．实验输出结果好于
第一种标注方式，图像分割精确度不高，预测效果不理想．分
析失败原因，预测结果主要是训练数据的二分类标签正负样
本( 1 或者 0) 分配十分不均衡，即不同类别下的样本数目相
差巨大，在使用损失函数训练模型时，有很高的概率导致网
络所有的点都被预测为负数样本，无法输出初至波位置．简
单说就是，样本欠拟合，模型失败．

初至波到达之前标注为 0，初至波起跳点及以后标注为
1．如图所示 2c，初至波样本数与背景样本数相对均衡，不会
出现欠拟合状况． 如图 3，左侧为输入的标签数据，右侧是
UNet ++模型预测的初至结果灰度图．实验结果证明，此种方
式的标签数据形式可更好地利于模型提取数据特征，有利于
模型的快速收敛，预测结果良好．
2． 2 模型训练

本文采用比较经典的四层神经网络深度，输入地震数据
及相应的标签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图像输入 192 × 1024 × 1，
最后值代表通道数为 1 的一维度．每一层网络深度的卷积层
中，采用统一的 7 × 7 大小卷积核，每一个卷积之后是一个整
流线性单元的激活函数．

在本文中，指数线性函数 ELU 用于卷积层中的有效
函数:

f( x) =
x，x≥0
a( ex － 1) ，x{ ＜ 0

， ( 1)

其中超参数 a( a = 1) 控制 ELU饱和值( Clevert et al．，2015) ．
池化层连接在卷积层之后，第一层池化核大小为 2 × 3，

其他层的池化核大小均为 2 × 2，采用最大池化方式，步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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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UNet ++ 拓扑结构图
Fig． 1 UNet ++ topological structure

图 2 单炮记录的标签数据
( a) 波峰一个采样点的标签数据; ( b) 波峰后 5 个采样点的

标签数据; ( c) 初至波起跳点前后打标的方式．

Fig． 2 Three labeled kinds of data
( a) The peak point is labeled as first-break;

( b) 5 sampling points are labeled as first-break;
( c) Labeled sampling points after first-break arrivals．

图 3 以初至起跳点为界标注的标签数据及模型预测结果
( a) 标签数据; ( b) 输出的预测结果．

Fig． 3 The labeled data and the first-break time
( a) The input labeled data; ( b) The output

first-break time of UNet ++ model．

图 4 UNet ++模型的 IoU和损失函数曲线
Fig． 4 A graph depicting the discriminator's

loss and IoU at each epoch

图 5 商业软件拾取的初至波波形图( Sw04_shot13_3)
Fig． 5 The first-arrival times of commercial software( Sw04_shot13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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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UNet ++模型拾取的初至波波形图( Sw04_shot13_3)
Fig． 6 The first-arrival times of UNet ++ model( Sw04_shot13_3)

图 7 商业软件拾取的初至波结果( Sw04_shot18_8)
Fig． 7 The first-arrival times of commercial software( Sw04_shot18_8)

图 8 UNet ++模型拾取的初至波结果( Sw04_shot18_8)
Fig． 8 The first-arrival times of UNet ++ model( Sw04_shot18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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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U-net与 UNet ++模型准确率和损失函数曲线图
( a) UNet ++模型准确率和损失函数曲线图; ( b) U-net模型准确率和损失函数曲线图．

Fig． 9 Compared the loss and IoU of UNet ++ with that of U-net
( a) The loss and IoU of UNet ++ model; ( b) The loss and IoU of U-net model．

图 10 U-net模型拾取初至与商业软件拾取初至对比图
Fig． 10 Comparison of commercial software and U-net in first arrivals picking

图 11 UNet ++模型拾取初至与 U-net模型拾取初至对比图
Fig． 11 Comparison of UNet ++ and U-net in first arrivals pi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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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出层应用大小为 1 × 1 的卷积核进行深度监督，紧接着
Sigmoid激活函数，输出结果为地震记录振幅值采样点的分
类结果． 损失函数使用 Lovasz-loss 函数，此函数证明比
CVPＲ2018 论文中交叉熵函数的用法更好 ( Maxim et al．，
2018) ．

模型参数设置情况，网络中各个参数的初始化，权重参
数使用小随机数，偏置初始化为 0．此处，本实验中 UNet ++
网络批大小设置值为 8，网络学习率值设置为 0． 0001，模型
训练迭代设置为 100 epochs． UNet ++模型利用 Python 编程
语言进行开发设计，GPU P100 运行环境下，训练时间花费
3. 5 h，工区近 50 GB的数据量，预测时间花费约 2 h．
2． 3 UNet ++模型评测

为验证方法实用性，本文选取 IoU 指标作为模型评价．
IoU是一种测量在特定数据集中检测相应物体精确度的一
个标准．数学形式，定义公式( 2) :

IoU =
重叠区域
联合区域

， ( 2)

公式中的两个边框分别是:原始标记的边框和 UNet ++模型
生成的预测框．两者的重叠率，即它们的交集与并集的比率
为 IoU．最理想情况是完全重叠，即比值为 1．

随着 UNet ++模型次数增加，图 4 描绘损失函数和准确
率曲线的变化情况．红色代表 UNet ++训练模型损失函数曲
线，绿色是 IoU．观察曲线变换情况发现，UNet ++模型随着
迭代次数增加，损失函数持续减小，在迭代 50 次后趋于平
稳．迭代 100 次后模型稳定，训练模型的 IoU 约为 98%，损失
减少到 0． 24．验证模型的 IoU( 棕色线) 约为 98%，损失值( 蓝
色线) 减少到 0． 42．

评估验证模型过程中，预测结果为真阳性选择严格的阀
值，预测结果只选用一个采样点( Δt ＜ 2 ms) 为真阳性，除此
以外都为真阴性．模型测试阶段，准确率阀门值取上下一个
采样点( ( Δt ＜ 8 ms) ) ，模型测试结果初至波时间的准确率
到达 98% ．实验证明，UNet ++模型有效地拾取初至波时间，
准确率很高．

3 实例分析

测试工区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山前带的北三台地区，
地表高程变化剧烈，各种噪声干扰发育，导致地震资料品质
较差，商业软件拾取准确率不高． 此外，采集的地震数据是
由炸药震源和可控震源联合激发，两种震源采集的地震资
料初至波存在频率、相位差异，给手工拾取初至波带来极大
的困难．
3． 1 对标商业软件

图 5 中红色是商业软件拾取的初至．受震源因素影响，
黄色圈画的近炮点处初至波能量比极弱，商业软件无法进
行有效地自动拾取初至．绿色圈画的部分，由于初至波与后
续波叠加在一起，致使波形发生形变，且相邻道的地震波一
致性差，商业软件难以准确地拾取初至波的位置，加之众多
地震道上存在着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初至波拾取的准
确度．

绿色圈画的部分，后续波能量极强，致使商业软件无法
正确拾取初至位置，并且，图 6 展示 UNet ++模型自动拾取

初至的波形图，蓝色为初至时间． 显然，UNet ++ 不仅能够
成功地拾取弱能量比处的初至时间，而且在初至波振幅由
于叠加产生变化，波形呈削波形式处的仍然可以准确地拾
取初至时间的位置．

不难发现，UNet ++ 方法不是简单地学习单个地震波
的特征，如:振幅、频率、相位等，还应该学习了初至波组合
呈现的多地震道组合属性特征，甚至切割后的图像初至波
呈现的整体特征．如: 相邻道初至波呈现的倾斜度，多道初
至波的相关性等特征．

笔者在数据预处理阶段，未使用带通滤波等降噪技术，
致使实验数据集包含许多低信噪比数据． 如图 7 黄色圈画
的远偏移距处，地震资料信噪比极低，表现为明显地低频均
匀分布噪声干扰道，商业软件初至自动拾取性能大大地降
低，甚至根本无法拾取初至时间．红色为商业软件拾取的初
至时间．

图 8 显示，针对具有低频噪声背景的资料，线性噪声发
育，初至波被干扰波掩盖，黄色圈定范围内，商业软件无法
拾取初至波的位置，此种情况下，经验丰富的资料处理人员
都很难拾取初至时间，而 UNet ++模型无需进行去噪、滤波
等处理，依然准确地拾取初至时间．这是因为 UNet ++模型
从标签数据中不仅学习到了有效波的特征，还可以抓取到
背景噪声特征，能够学习处理掉噪声干扰． 这意味着 UNet
++网络具有一定的抗噪能力．蓝色为 UNet ++模型拾取的
初至时间．

综述，UNet + + 方法与商业软件相比，具有明显地优
势，其对信噪比低的地震资料不需要降噪等预处理，依然十
分准确地拾取初至波时间，具备很强的抗噪能力．
3． 2 对标 U-net网络

由于 U-net神经是图像分割技术中的通用性能基准的
算法．因此，将 UNet ++网络算法与 GitHub 开源“U-net”网
络算法进行比较．笔者使用相同的地震数据，即训练集、验
证集和测试集的数据． 由于 UNet ++网络编码器和解码器
的主体结构与 U-net 一致，所以二者的这一部分参数设置
是一致．如:网络架构的深度都是 4 层，即网络深度一致; 网
络参数，如: 卷积核大小、激活函数等也是一致的，主要区别
在搭建 UNet ++的跳跃连接使用的参数．

从模型评估指标图 9 中，可以很明显的发现，UNet ++
平均 IoU为 98%，比 U-net高出 5%，明显优于 U-net 算法的
93% ． UNet ++模型遍历 20 次后 loss 曲线已趋于平缓，而
U-net则是在遍历 50 次后 loss 曲线才趋于平缓，实验结果
表明，UNet ++模型具有更高的准确性，更快的收敛速度，
从而减少了训练时间．

此外，与 UNet ++相同运行环境下，U-net 模型训练需
要相对多耗时近 2 h，是 UNet ++训练时间的 1． 6 倍．

接下来，我们再从地震道集数据上来分析两个模型的
结果，进行更进一步的对比．

图 10 提供某单炮记录 U-net网络与商业软件的初至波
拾取结果对比图，红色是商业软件自动拾取的初至时间，而
蓝色表示 U-net网络拾取的结果．高信噪比情况下，U-net表
现出良好的拾取准确率．

问题出现在远偏移处的地震道，信噪比低，加之地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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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剧烈变化，相邻道存在比较大的时间延滞或者相位差，严
重影响波形的连续性，致使图中黄色勾画部分，U-net 网络
并没有准确地拾取初至．

图 11 展示同一单炮记录 UNet ++与 U-net初至拾取结
果对比图，黄色是 UNet ++自动拾取的初至时间，蓝色表示
U-net网络拾取的结果． 观察得到，相比 U-net 网络，UNet +
+大幅度地提高了初至波拾取的准确率． 上文提到，UNet +
+相比于 U-net针对性添加了特征学习的复杂性，即通过一
系列密集的卷积块，使得其既学习浅层特征又抓取了深层
特征，因此，UNet ++方法可以获得更高的分辨率，在初至
波自动拾取场景中，表现出更为精细地分割出地震道上的
初至波的位置．因此，UNet ++可以不受干扰波的地震道影
响，保持高精准的命中率．

综上，信噪比较高情况下，两者均能得到很好的拾取结
果．而信噪比低时，特别是在地表条件复杂地区，UNet ++
可以提高初至时间的定位精度和抗噪能力，相对于 U-net
网络表现出更优的性能，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此外，由于
UNet ++模型具有剪枝结构，可以把每一层的结果输出，避
免由于 U-net 网络模型一次次尝试最佳网络深度的耗时、
耗能，这对于数据体量庞大的地震数据尤为关键．

此外，得益于 UNet ++浅层增加损失函数的网络结构，
也就是在训练过程中在各层级深度子网络中添加深度监
督，使得梯度能更好地回传．实验证明，本文提出基于 UNet
++的初至波拾取方法，可以更加有效地精确的拾取初至
时间，同时模型更加灵活，适应海量地震数据处理．

4 结 论

针对中国西部近地表条件复杂的地区，地震资料信噪
比低，初至波拾取准确率不高的难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全
新的 U-net ++网络模型的初至波智能拾取方法，应用于西
部某工区野外三维地震数据进行测试，性能稳定且高效，模
型准确率达到 98%，实现高命中率的智能化初至拾取．

此外，将其与目前主流商业软件对标，结果显示，在低
信噪比情况下，UNet ++可以拾取商业软件无法拾取的初
至时间，且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具有良好的抗噪能力．同时，
在应用相同的数据，关键参数设置一致的情况下，与 U-net
网络模型的拾取结果比较，结果表明: 高信噪比情况下，两
者没有明显地区别，但是在复杂近地表地区的低信噪比地
震资料中，UNet ++获得更高的准确率，得益于 UNet ++在
训练过程中各级层深度的子网络中添加了深度监督，使得
模型收敛速度大大地提升，并且带来输出结果的灵活性，这
对于海量级的地震数据处理尤为关键．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UNet ++初至波拾取方法，表现出
准确率高，抗噪能力强，模型高效且性能优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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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