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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信号中的多尺度信息对于分辨率、成像精度和反
演结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直达波模拟波场
重建震源子波的地震数据频移算子，以期能应用于基于波动的
地震信号多尺度分频．频移过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利用直
达波反传构建震源子波，第二步借助震源子波和频移算子进行
多尺度分频．与常规数字滤波器相比，频移算子突破了滤波造
成信号波形特征改变和震源子波形态畸变的限制，频移地震数
据与数值模拟地震数据完美匹配，同时频移算子具有理论子波
自适应功能，更易于后续波动类应用展开． 最后通过层状模型
和实际资料进行测试，并与常规滤波器结果对比证明本方法的
准确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 频移算子;低频恢复;子波自适应;源波场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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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ulti-scale information in seismic signal is
important for resolution，imaging accuracy and inversion results． In
order to multi-scale decompose the seismic signal based on wave
theory，this paper proposes a seismic data frequency shift operator
based on source wavelet，simulated by wavefield reconstruction，
which choose direct wave as the boundary condition． We use the
principle of wavefield reconstruction to resolve the wave equation
with chosed direct wave and take time series backward to get the
reconstructed wavelet． The process of frequency shift can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steps: The first step is source wavelet construction
by wavefield reconstruction，and the second step is multi-scale
decomposition with the frequency shift operator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ed source wavelet． The principle of the frequency shift
operator is，for a given frequency band，the instantaneous amplitude
envelope is constant，when the frequency move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digital filter，the frequency shift operator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change of signal waveform characteristics
caused by filtering and the distortion of the source wavelet shape．
The frequency shift seismic data is perfectly matched wit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seismic data． Therefore，the frequency shift
operator has a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etical wavelet adaption，which
is easier to apply for subsequent applications based on wave theory．
Finally，we carry out the model test with layered model and actual
seismic data，which prove 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by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filter results．
Keywords Frequency shift operator; Low-frequency recovery;
Wavelet adaptation; Source wavefield reconstruction

0 引 言

常规地震成像技术一般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通过偏移
速度分析 ( MVA，Migration Velocity Analysis ) ( Biondi and
Symes，2004; Sava et al．，2005 ) 或者走时层析 ( TOMO，
Travel-Time Tomography) ( Meng et al．，2004; Jones，2010) 进
行宏观速度建模，即恢复地下速度场的长波长分量( 偏移速
度) ; 第二步利用地震偏移 ( MIG，Migration) 获取反射界面，
即对应介质速度的短波长分量( 反射率) ． Claerbout( 1985) 指

出速度场长波长分量与短波长分量之间存在缺口( 频率分布
大约 4 ～ 10 Hz) ，导致分辨率不足．偏移前数据进行全波形反
演( FWI，Full Waveform Inversion) 具有弥补分辨率缺口的能
力，因此采用 MVA + FWI + MIG 的地震成像方法( Alkhalifah
and Wu，2016) 依次恢复介质的长-中-短波长分量，可以实现
高分辨率成像．

随着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以及“两宽一高”理念的引导
下( 李庆忠，2015;印兴耀等，2018 ) ，宽频带，宽方位，高密度
地震资料的采集、处理和解释进入人们的视线，而随之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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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包括地震成像技术，“两宽一高”带来分辨率的提升对
于指示地下构造提供了更准确的依据．目前面临两个问题亟
待解决，第一个是波动方程驱动的反演和偏移受到计算机限
制，需要人工选择地震信号的中低频部分，第二个是采集技
术的限制导致小于 5 Hz 的低频能量缺失 ( Elita and
Demanet，2016) ，这其中涉及到信号的低频延拓． 因此选择
一个有效的分频方法，且对低频信号具备一定的恢复能力至
关重要．

目前大多数学者选择数字滤波器对离散地震信号进行
分频( 邹志辉等，2016) ，其出发点是基于信号处理，从波动角
度来看，数字滤波器会使得信号不再满足波动特征，这在本
文数值测试进行分析．除此之外，小波变换( 赵小龙等，2016)
也能够实现分频功能，不过这些方法都无法恢复频带缺失的
数据． Xie( 2013) 提出相位线性近似将高频地震信号转换为
低频并成功应用于时间域多尺度 FWI，该方法无法恢复缺失
的低频成分． 学者对于低频恢复做了大量研究，Wu 等
( 2014) 提出构建信号包络恢复低频信息，并用信号中的调
制解调理论进行解释． Luo 和 Schuster( 1991 ) 提出波动方程
走时 FWI，Luo等( 2016) 在此基础上提出全走时反演． Ma 和
Hale( 2013) 通过偏移 /反偏移利用一次反射波恢复介质低频
成分，该方法不适用于存在大量多次波、散射波等干扰波的
情况． Yang和 Zhu( 2018 ) 用 L1 模正则化计算 Green 函数获
取低频信息实现 FWI 的长波长恢复． 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充
足的低频信息，直接对信号进行多尺度分解( Bunks et al．，
1995) ，然后进行常规反演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梁展源等
( 2017) 根据包络数据的瞬时振幅包络不变特性提出了频移
目标函数的包络反演方法．

本文提出一个双步法数据频移方法，包括震源子波建立
和地震数据频移．在方法原理一节展开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是利用直达波作为边界条件进行波场重建获得震源子波，该
方法需要用获取工区地表速度．第二部分为子波自适应频移
算子的构建，解释了如何宽频地震信号进行多尺度频移，最
后通过模型测试对比说明本文提出方法有效性和准确性．

1 方法原理

1． 1 源波场重建震源子波
工业中从直达波中获取地震子波是最直接的方法，直达

波在地表传播过程中受到折射波、透射波以及反射波等的影
响，并不能直接作为地震子波 ( Ao et al．，2015 ) ，梁展源等
( 2017) 提出可以利用震源波场重建原理( Feng and Wang，
2011) 模拟震源爆炸后震源子波沿地表传播的逆过程，为了
有效避免其他波的影响，在逆推过程中提取叠前炮集近炮检
距直达波．

事实上直达波在传播中其振幅和相位变化会受到近地
表介质衰减、各向异性等特性的影响( Zhou et al．，2012) ，但
由于计算资源的限制，正演中通常会采用减少各向异性参数
的个数( Warne et al．，2013) ，本文中我们选择均匀各向同性
假设下的标量波方程来模拟地震波的传播，公式为

2p( x，t)
t2

－ v2p ( x) !
2p( x，t) = s( x，t) ， ( 1)

图 1 波传播示意图，震源( 红色爆炸点) 激发后，地震
波沿地表传播被检波器( 红色三角形) 记录得到直达波
Fig． 1 The diagram of wave propagation，after the source
( red point is explosion) is excited，the seismic wave，

propagating along the surface，is recorded by the detector
( red triangle) ，then the direct wave is obtained

图 2 三维 SEG /EAGE推覆体速度模型
Fig． 2 3D SEG /EAGE overthrust model

其中 p为压力波场，vp 为速度参数，x 表示模型空间点的坐
标，s是震源项，!2为拉普拉斯算子．

波动方程解在时间域可以表示为 Green函数的形式:

p( x，t) = G( x，t; x0，0) * s( x0，t) ， ( 2)

其中 G( x，t; x0，0) 为 Green函数，x0 为震源坐标，符号* 表示
卷积运算．

震源和 Green函数在时间域卷积表示随时间变化的标
量波场．震源激发后，利用方程( 1) 或者方程( 2) 可以模拟获
得观测数据，地震波沿地表传播至检波器就是本文所需的直
达波，如图 1 所示．

设四个边界处的直达波为 dΩ ( x，t ) ，由伴随状态法
( Plessix，2006) 可知正传算子 G与反传( 伴随) 算子 G* 满足
伴随关系［Gs，p］=〈s，G* p〉，引入终止时间条件和边界条件
得到标量波反传方程:

2p( x，t)
t2

－ v2p ( x) !
2p( x，t) = 0 ( 0 ＜ t ＜ T)

p( x，t) x∈Ω = dΩ ( x，t)

p( x，t) t = T

{
= 0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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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维正演模记录
( a) 三维单炮记录; ( b) 提取三维直达波记录; ( c) 三维单炮记录中的三条二维测线; ( d) 提取三维直达波记录中的三条二维测线．

Fig． 3 3D forward modeling record
( a) 3D single shot record; ( b) 3D direct wave record; ( c) 2D lines in a 3D single shot record; ( d) 2D lines in a 3D direct wave record．

图 4 重建的三维地震子波
彩色点是每个炮点计算的地震子波，黑色实线是

数据拟合后的三维地震子波．

Fig． 4 Ｒeconstructed wavelet
The color dots are the seismic wavelets for each shot，and
the black solid line is the seismic wavelet fitted with data．

与标量波正传方程( 方程( 1) ) 相比，反传方程不包含震
源项，终止时间波场值为 0，边界条件为地表记录的直达波．
通过模拟实现震源爆炸沿地表传播的逆过程并在震源点记
录得到地震子波，该过程的实质是标量波场与 Green 函数在
时间域的反褶积:

s( x0，t0 ) = G( x0，0; x，t) * p( x，t) ． ( 4)

公式( 4) 为直达波逆时传播求取地震子波的 Green函数
表达式，由于整个过程是数值求解，不需要求得地震子波的
解析解．在重新求解时，取近炮检距的直达波为方程求解的
边界条件，避免折射波、透射波和反射波等带来的干扰．方程
求解的边界条件为直达波，故 vp ( x) 取地表速度即可．
1． 2 子波自适应频移算子

波形反演方法容易受到周波跳跃( Cycle-skipping) 的影
响而陷入局部极小值．多尺度反演通过频率选择策略可有效
缓解局部极小值问题( Bunks et al．，1995) ，但要求地震数据
富含低频信息．实际资料往往高频能量强，低频信息相对被
压制，以及低频缺失都会影响多尺度反演最终的结果，频移
策略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一个主频为 f0 的震源子波激发，波场可用 Green函数表
示为

p( x，t) = G( x，t; x0，0) * s( x0，t) ， ( 5)

地震记录为限制在地表检波点处的波场值:

record( r，t) = Ｒ( r) G( x，t; x0，0) * s( x0，t，f0 ) ， ( 6)

其中 Ｒ表示限定算子，即检波点记录的信息，r 为检波点空
间位置．

不同主频( f high0 ，f low0 ) 的子波对应不同尺度地震记录，假
设已知主频为 f high0 的震源子波和该子波正演得到地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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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a) 雷克子波; ( b) 重建子波; ( c) 黑线:雷克子波，红线: 相位校正后的重建子波;
( d) 黑线:雷克子波的频谱，红线:相位矫正后的重建子波的频谱

Fig． 5 ( a) Ｒicker wavelet; ( b) Ｒeconstructed wavelet; ( c) The black solid line is Ｒicker wavelet，and the red
solid line is reconstructed wavelet with phase-correction; ( d) The black solid line is the spectrum of Ｒicker wavelet，

and the red solid line is the spectrum of reconstructed wavelet with phase-correction

图 6 ( a) 不同主频子波对比; ( b) 不同主频子波频谱对比
Fig． 6 ( a) Comparison of Ｒicker wavelet with different dominant frequency;
( b) Comparison of spectrum of Ｒicker wavelet with different dominant frequency

record1，则二者可以用 Green函数表示为

record1 ( r，t) = Ｒ( r) G( x，t; x0，0) * shigh ( x0，t，f
high
0 ) ． ( 7)

接下来需要构建主频为 f low0 子波，然后通过计算获得该
子波频率下的正演记录 record2，注意，低频地震记录是未知
的，二者同样建立类似于方程( 7) 的关系式:

record2 ( x，t) = Ｒ( r) G( x，t; x0，0) * slow ( x0，t，f
low
0 ) ． ( 8)

Green函数的物理意义是点源产生的场，只与地下介质
物性参数有关且反映在走时和振幅上，与所选取主频的震源

子波无关．而实际生产中，地下介质参数是未知的，类似于一
个黑盒子，因此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与记录和子波相关的函数
F，能够越过地下介质这个黑盒子，计算所需的低频地震
信号:

record2 ( r，t) = F( record1，shigh，slow ) ． ( 9)

由于时间域卷积项的原因，变换到频率域:

ＲECOＲD1 ( r，ω) = Ｒ( r) G( x，ω; x0，0) *
Shigh ( x0，ω，f

high
0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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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层状速度模型
Fig． 7 Layered velocity model

ＲECOＲD2 ( r，ω) = Ｒ( r) G( x，ω; x0，0) *
Slow ( x0，ω，f

low
0 ) ， ( 11)

式中右端项 Ｒ( r) G( x，ω; x0，0) 为一个大型稀疏矩阵，因此在
频率域得到关于地震记录和子波之间一个恒等式:

ＲECOＲD2 ( r，ω) /ＲECOＲD1 ( r，ω)
= Slow ( x0，ω，f

low
0 ) /S

high ( x0，ω，f
high
0 ) ， ( 12)

对方程( 12 ) 作 Fourier 反变换得到 record2 在时间域的表
达式:

record2 ( r，t) = record1 ( r，t) [* slow ( x0，ω，f
low
0 ) *

1
shigh ( x0，ω，f

high
0

]) ， ( 13)

图 8 ( a) 不同主频记录对比; ( b) 不同主频记录频谱对比
Fig． 8 ( a) Comparison of seismic record with different dominant frequency;
( b) Comparison of spectrum of seismic record with different dominant frequency

方程( 13) 即为本文提出的频移算子，在频率域或者时间域
都可以实现，其物理意义是当已知某一工区地震记录，和提
取的子波信息，可以通过子波尺度变换得到想要的低频资
料，该过程相当于一个高频压制，低频释放的过程．与低通滤
波器得到的低频信号不同，其满足波动规律，并且具备低频

释放的潜力．

2 数值测试

本节内容被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震源子波重建测
试，测试模型选用 SEG /EAGE推覆体模型，对比真实子波分
析重建得到的子波的准确度，为后面其应用于频移算子提供
理论依据．第二部分为利用频移算子和数字滤波器进行地震
信号分频结果的对比分析． 第三部分为实际资料应用结果
分析．
2． 1 重建震源子波

为证明震源重构子波准确性，采用网格点数为 401 ×
401 × 121 的三维 SEG /EAGE 推覆体速度模型( 图 2 所示) ，
网格间距统一为 10 m．震源和检波器均置于地表，共 121 炮，
从坐标( 0，0，0) 开始以 x、y 方向以 400 m 炮间距逐一放炮，
检波器接收的最大最小偏移距为 ± 1000 m．由于只验证子波
重构，因此真实子波选 20 Hz 主频、最大振幅为 1 的 Ｒicker
子波，时间采样间隔选取 0． 0006 s，采样点数为 1600．

数值模拟中采用时间二阶、空间十阶的有限差分方法，
直达波只抽取一层作为边界并采用 Feng 在 2012 年提出的
扩展阶数震源波场重建方法． 如图 3 所示，首先对三维速度
体正演得到叠前炮集( 图 3a) ，然后提取我们所需的直达波
记录( 图 3b) ，为了避免中、远偏移距出现的折射波、潜水波
等与直达波混叠，这里选取近偏移距 ± 500 m 的直达波记
录．图 3a为某一炮的模拟正演记录，图 3c和图 3d分别为三
维地震记录图 3a和图 3b的二维平面显示，只展示其中三条
测线．

图 4 是分别对 121 记录的直达波进行波场反传得到所
有炮的震源子波( 彩色点线) ，通过拟合可得整个工区归一
化震源子波( 黑色实线) ． 图 5 为重建子波与真实子波的对
比，图 5a为真实子波，图 5b为波场重建得到的震源子波，二
者形态不一致，原因在于波动方程离散过程中，子波参与了
空间-时间求导，重建子波与真实子波存在相位差． 图 5c 为
相位校正后的震源子波( 红色实线) 与真实子波( 黑色实线)
的对比，如图所示，二者形态基本吻合( 校正后震源子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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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频移算子多尺度分频与真实低频模拟记录对比( 黑色实线为单道模拟记录，红色虚线为频移记录)
( a) 子波主频 1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b) 子波主频 2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c) 子波主频 3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d) 子波主频 4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e) 子波主频 1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频移记录频谱; ( f) 子波主频 2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

频移记录频谱; ( g) 子波主频 3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频移记录频谱; ( h) 子波主频 4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频移记录频谱．

Fig． 9 Comparison of multi-scale application of frequency-shift operator and synthetic record with Ｒicker wavelet
( the black solid line is a single-trace of record，while the red dotted line is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a)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1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b)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2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c)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3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d)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4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e)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1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 f)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2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 g)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3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 h)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4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称，对比中对真实子波向右稍微时移) ，将其变换至频率域
( 图 5d) 可见二者频谱基本一致．

由此可见，利用直达波进行源波场重建得到的震源子波
与真实子波只存在相位区别，经过相位校正后二者形态几乎
吻合，因此震源子波可以作为真实子波使用．在实际应用过
程中，子波重建算法是基于地表速度已知 ( 勘探中容易拾
取) 且起伏相对较为平缓的地区，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忽略了
地表的衰减和各向异性等物理特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会使
所得子波更加接近真实爆炸震源的子波．而对于地表起伏较
为剧烈( 中国西部) 的情况，应用波场反传方法重建子波需
要结合非规则网格类正演方法拟合地表形态才能适应，如有

限元法、曲变网格有限差分法和无网格有限差分法等．
2． 2 地震信号多尺度分频

频移算子功能类似于数字滤波器，二者都能够实现对宽
带数据在稀疏域进行选频得到多尺度地震资料，以满足不同
的使用需求．随着计算机性能的提升和大型集群的出现，地
震波波动理论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用一个满足波动特征的
选频方法处理得到的原始地震资料，对其后续开展波动理论
相关的应用至关重要，如逆时偏移、波形反演等．

图 6 显示了主频为 10 Hz、20 Hz、30 Hz、40 Hz、50 Hz的
Ｒicker子波以及其频谱，分别对应绿、黑、紫、粉、红不同颜色
实线，建立一个的层状速度模型( 图 7) ，空间间隔为 10 m，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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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常规滤波器分频与真实低频模拟记录对比( 黑色实线为单道模拟记录，红色虚线为频移记录)
( a) 子波主频 1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b) 子波主频 2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c) 子波主频 3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d) 子波主频 4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e) 子波主频 1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频移记录频谱; ( f) 子波主频 20 Hz地震记录频谱
与频移记录频谱; ( g) 子波主频 3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频移记录频谱; ( h) 子波主频 4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频移记录频谱．

Fig． 10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filter and synthetic record with Gaussian wavelet( the black solid line is a single-trace
of record，while the red dotted line is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a)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1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b)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2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c)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3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d)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4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e)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1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 f)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2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 g)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3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 h)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4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源位于地表正中心，检波点沿地表网格点处全偏移距布置，
为测试频移算子对于地震信号多尺度分频效果，对该模型加
载不同主频 Ｒicker子波进行正演模拟，图 8a 即为抽取的第
40 道模拟记录，图 8b 为对应的频谱，对比子波和其频谱可
见，不同子波正演的结果中，主频越低，带宽越窄，但是振幅
越强;相反，主频越高导致带宽增加，但是振幅会随之降低，
因此二者谱的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

前文中提到常规的数字滤波器具有选频功能，因此下面
我们以 50 Hz主频 Ｒicker子波模拟的地震记录为例，通过三
个选频测试来对比频移算子和数字滤波器之间的联系与区
别: 第一是利用主频 10 Hz、20 Hz、30 Hz、40 Hz 的 Ｒicker 子

波通过频移算子进行多尺度分频，并与相应不同主频 Ｒicker
子波的模拟记录对比; 第二是利用数字滤波器直接进行选
频，同样与相应不同主频子波的模拟记录对比; 第三是利用
主频 10 Hz、20 Hz、30 Hz、40 Hz的 Gauss子波通过频移算子
进行多尺度分频，并与相应不同主频 Gauss子波的模拟记录
对比．

测试一的结果如图 9 所示，图 9a、b、c、d 分别为 10 Hz、
20 Hz、30 Hz、40 Hz频移记录和模拟记录单道( 第 40 道) 对
比，图 9e、f、g、h分别为图 9a、b、c、d中记录所对应的频谱，红
色线条表示频移记录，黑色线条表示模拟记录，可以看出，频
移算子分频结果与正演模拟结果基本一致，即符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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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频移算子多尺度分频与高斯子波模拟记录对比( 黑色实线为单道模拟记录，红色虚线为频移记录)
( a) 子波主频 1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b) 子波主频 2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c) 子波主频 3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d) 子波
主频 40 Hz地震记录与频移记录; ( e) 子波主频 1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频移记录频谱; ( f) 子波主频 2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频移记录频谱;

( g) 子波主频 3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频移记录频谱; ( h) 子波主频 40 Hz地震记录频谱与频移记录频谱．

Fig． 11 Comparison of multi-scale application of frequency-shift operator and synthetic record with Gaussian wavelet
( the black solid line is a single-trace of record，while the red dotted line is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a)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1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b)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2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c)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3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d) Ｒecord simulated
with 4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 e)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1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 f)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2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 g)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3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 h) Ｒecord spectrum simulated with 40 Hz

dominant frequency wavelet and frequency shift record spectrum．

特征．
测试二结果如图 10 所示，对比图 9 可知，常规数字滤波

器能够满足选择带宽的基本需要，但是滤波后频谱的有效频
带的振幅不变，与模拟记录的频谱振幅差异很大，不能与对
应主频子波的模拟记录相匹配，图 10a 可见，频率越低，波形
的振幅差异越大，本质上其实是常规滤波器导致震源子波发
生畸变，产生了未知的子波．二者的走时也有略微差异，这是
因为未知子波和 Ｒicker子波起振时间不同导致的，二者走时
差异在整个时间线上是固定的，因此可以通过时移来校正差
异．当应用于基于波动理论的多尺度反演类问题，频移算子
的分频相较于常规滤波器更符合波动特征，使得正演与频移

数据相匹配，可想而知，其反演结果也会优于使用常规滤波
器的结果．

测试三的结果如图 11 所示，利用频移算子对 Ｒicker 子
波模拟得到的地震记录多尺度分频时，通过修改输出子波
slow ( Ｒicker子波换成 Gauss子波) ，就能得到与 Gauss 子波模
拟记录相匹配的频移记录，该结果的在物理上表明一个事
实，即当某一地震记录的震源子波已知，利用频移算子可以
将该记录转换为任何理论子波作为激发源正演模拟的记录．
该结果证明了频移算子对子波的自适应特性． 在实际应用
中，当提取真实子波后，可以利用频移算子将其转换为理论
子波( Ｒicker子波) 进行多尺度分频，并且可以使用理论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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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频移算子与数字滤波器频谱对比
黑色实线为频移结果，蓝色实线为常规滤波结果，

红色实线为原始数据．

Fig． 12 Spectrum comparison of the frequency
shift and digital filter

The black solid line is the frequency shift result，the blue
solid line is the conventional filter result，and the

red solid line is the original data．

进行后续反演工作，间接的消除了常规数字滤波器对子波的
影响，也避免了反复提取子波这一重复性劳动，一劳永逸．

综上所述，频移算子和常规数字滤波器区别可以用图
12表示，滤波器选频( 蓝色实线) 是建立在原有高频信号( 红
色实线) 基础上实现的，滤波后的有效频谱振幅值不会高于
原始信号的值，仅仅是一个高频压制的过程．频移算子频谱
有效频率部分振幅值与模拟记录谱振幅值基本一致，并且不
受到原始信号幅值的约束，一般频移算子输出子波主频越
低，有效频带振幅值越高，这与波动方程正演记录吻合，即频
移算子具有高频压制、低频释放的功能．

图 14 基于波场反传的震源多炮子波重建
Fig． 14 Multi-source wavelet reconstructed by wavefield back-propagation

2． 3 实际数据应用
选取某三维工区的信噪比良好的叠前地震资料，该工区

地表平缓，地表速度已知，符合源波场反传构建震源子波条
件．图 13 是选取切除直达波后某一炮抽取的二维线，作为频
移测试的案例．

首先利用提取三维直达波记录反传计算各炮震源子
波，图 14 是不同炮各自反传得到的震源子波空间展布，整

图 13 某三维工区一条二维线( 截止频率 50 Hz)
Fig． 13 A 2D line in a 3D work area
( the cut-off frequency is 50 Hz)

个工区所有炮的子波利用归一化可得代表性的典型子波，
图 15a黑色线条表示波场反传并且拟合归一化后的震源子
波，经过相位校正可以得到最小相位子波，如图 15b 红色线
条所示．

地震数据截止频率大概为 50 Hz，所得震源子波主频在
40 Hz左右，我们建立 5 Hz、10 Hz、15 Hz的 Ｒicker子波作为
频移算子的输出子波，图 16、17、18 分别表示频移后的
15 Hz、10 Hz 和 5 Hz 子波对应的地震记录，10 Hz 和 15 Hz
主频记录同相轴连续性较好，能够很好的反应介质大尺度背
景与地震响应的关系，5 Hz主频记录在大偏移距同相轴连续
性较差，这是由于高角度噪声干扰造成的，时间大于 2． 1 s后
同相轴发生畸变，这是因为一个波长内采样点不足，使用中
有效记录取时间窗 0 ～ 2． 1 m之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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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 a) 归一化震源子波; ( b) 相位矫正后震源子波
Fig． 15 ( a) Normalized source wavelet; ( b) Source

wavelet after phase correction

图 16 采用 15 Hz主频 Ｒicker子波频移的记录
Fig． 16 Frequency move record using Ｒicker wavelet

with 15 Hz dominant frequency

3 结 论

本文提出一种地震数据频移算子，目的是应用于基于波
动理论的地震信号多尺度分频． 频移算子应用分为两个步
骤，即震源子波建立和地震数据频移，其中通过基于波场逆
时外推模拟震源激发到地下介质传播并在检波点接收的反
过程，以达到能够真实还原震源子波波动特征的目的．最后
通过多个模型测试对比说明本文提出方法有效性和准确性，
结合数值示例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图 17 采用 10 Hz主频 Ｒicker子波频移的记录
Fig． 17 Frequency move record using Ｒicker wavelet

with 10 Hz dominant frequency

图 18 采用 5 Hz主频 Ｒicker子波频移的记录
Fig． 18 Frequency move record using Ｒicker wavelet

with 5 Hz dominant frequency

( 1) 利用地表记录的直达波作为波场反传的边界条件
获取震源子波满足以下前提条件，第一，工区方面地表应该
尽量平缓，且速度已知，如果地表起伏剧烈，则需要采用相应
的建模方法，例如曲变网格技术或者无网格模拟技术．第二，
选取直达波偏移距不宜过大，避免其他干扰波影响．

( 2) 频移算子具有子波自适应功能，并且频移后得地震
数据与数值模拟地震数据完美匹配，而常规滤波器分频会改
变信号波形特征和震源子波形态，造成数值模拟匹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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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波动类方法的后续应用．
( 3) 频移算子可以应用于地球物理反问题，如多尺度全

波形反演，频移算子能够解决大尺度介质参数的反演，其综
合考虑波传播过程中的波动特征，有利于更准确解决不同尺
度反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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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