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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至波走时反演难以得到复杂的地下构造，而早至波
波形反演在处理远偏移距地震记录时易产生周期跳跃现象，只
能利用近偏移距数据进行反演．但近偏移距的早至波所携带的
信息较少，难以实现对地下介质的高精度速度建模． 为解决上
述问题，并充分利用远偏移距的早至波信息，本文提出基于初
至波波场重构的早至波反演方法．该方法将早至波波动方程作
为惩罚项，加入到传统的全波形反演的目标函数中． 新的反演
问题转化为一个选择优化问题，可以用变量映射法对该问题进
行求解:首先给定初始速度，在早至波波形空间寻找合适的早
至波解;在准确重构早至波场之后，利用早至波场与近地表速
度的近线性关系，实现对近地表速度场的高精度建模． 该方法
不包含观测数据的匹配过程，可以更好的处理远偏移距信息并
避免周期跳跃．模型测试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早至波; 波形反演; 波场重构;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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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version of the first arrival traveltime is difficult to
invert against complex underground structures，while the early
arrival wave waveform inversion is prone to cycle-skipping
phenomenon at the far-offset，so only the near offset data can be
used for inversion． However， the near-offset wave carries less
information，and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high-precision velocity
modeling of the subsurface medium．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early arrival wave information of
the far-offset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arly arrival wave
inversion method based on the early arrival wavefield reconstruction．
This method adds the early arrival wave equation as a penalty term
into to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ull waveform
inversion． The new inversion problem is transformed into an
alternative optimization problem． We use the variable projection
method to find the appropriate early arrival wavefield in the early
arrival wavefield space given a velocity． After the accurat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ly arrival wavefield，we can use the weak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vefield and the near-surface
velocity enables high-precision modeling of the near-surface velocity
field． This method does not include the matching process of
observation data，which can better deal with far offset information
and avoid cycle-skipping． Numerical tests verify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words Early arrival wave; Waveform inversion; Wavefield
reconstruction; Nonlinearity

0 引 言

西部地区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因为沙漠、戈壁
的大面积覆盖导致了复杂的近地表情况．复杂的近地表问题
严重地影响了地震数据的采集、处理以及解释等方面的工
作．其中数据处理是地震勘探的核心部分，而速度又是数据
处理部分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球物理量，如地震正演、动校

正、频谱分析、偏移成像、波形反演，层析成像等． 因此，精确
的近地表建模显得尤为重要．但基于射线类的走时层析技术
的精度和稳定性都难以满足生产需求，而且该理论框架下微
测井和小折射数据对反演的约束作用较小．因此有必要发展
基于波动理论的近地表速度建模技术 ( Zhang and Yilmaz，
2005) ．

初至波走时层析反演是一种有效的浅表层速度建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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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该技术通过地表或井间观测到的走时信息的分析，建立
模型参数与观测数据之间的泛函关系，以反演地下或者井间
的模型参数信息的方法．在射线层析中，走时是通过震源-检
波野外试验得到的，同给定的背景速度场射线追踪得到的走
时进行比较，根据 Format原理，速度扰动与走时扰动两者呈
现一种线性关系，将走时扰动在射线方向上进行反映射即可
以得到重建的速度场( Liu et al．，2010;潘艳梅等，2009;桑运
云，2013) ．

全波 形 反 演 ( Full Waveform Inversion，简 称 FWI，
Tarantola and Valette，1982) 利用全波形信息，对地震炮记录
与模型正演炮记录的差值建立目标泛函，利用最优化思想计
算梯度方向，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地下介质参数使两者残差越
来越小，从而实现优化介质参数的目的．全波形反演不仅考
虑了地震波传播的走时等运动学信息，而且加入了振幅、相
位等动力学信息，能够适应强横向变速介质和各向异性介质
的速度反演．它是目前精度最高的一种速度反演方法，通过
迭代反演得到高精度的地下构造，能够满足目前勘探开发日
益复杂的需求．

但全波形反演是一个强非线性反演问题，难以进行准确
求解，更由于实际资料的复杂性，难以进行实际应用．为解决
上述问题，胡光辉等( 2015 ) 提出利用早至波信息进行全波
形反演，减弱全波形反演的非线性，实现对浅层的高精度建
模．但该方法为避免周期跳跃现象，截去了远偏移距数据，丢
失了早至波中大量的有效信息．

Leeuwen 和 Herrmann( 2013) 针对 FWI 的强非线性和局
部极值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波形反演方法: 波场重构反
演( Wavefield Ｒeconstruction Inversion，简称 WＲI) ． 该方法通
过将波动方程作为惩罚项加入到目标函数中，同时将波场和
模型参数作为反演参数进行反演．该方法不需要存储正演波
场和计算伴随波场，因此计算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通过拓
宽解的寻找空间，WＲI的解更加稳定，受局部极值的影响较
弱． Sjlva 和 Nuno ( 2015) 提出通过比较匹配项和惩罚项来确
定惩罚因子，从而实现自动 WＲI的算法;蔺等( 2018) 构建了
一种新的惩罚因子算法实现自动 WＲI; Li 等 ( 2017 ) 和
Ｒizzuti 等( 2019) 基于不同的算法将 WＲI 拓展到了时间域．
Fang等( 2018) 基于WＲI提出了偏微分方程约束更弱的反演
方法，并更出了更详尽的反演问题的统计解．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首先介绍了早至波波形反演
方法; 然后基于 WＲI 提出了基于早至波波场重构的反演方
法;最后通过 Marmousi 的中浅层模拟测试验证了本文方法
的准确性．

1 理 论

1． 1 早至波波形反演理论:
全波形反演是一种高精度的地下介质反演方法，它通过

匹配模拟数据和观测数据的波形，充分利用观测数据的走
时、相位和振幅等信息，利用迭代法逐步对地下介质进行更
新，最终得到准确的地下介质参数及其分布情况，其目标函
数可以表示为

J( m) = 1
2 d － Pu( m) 2

2， ( 1)

其中，d为观测数据，u表示波场，m是模型参数，而 P表示采
样算子．

由于模型参数与波场之间的强非线性性，全波场的反演
问题是一个强非线性问题． Vireux 和 Operto 在 2009 年通过
对 FWI的分辨率进行分析，指出高分辨率的 FWI 反演结果
需要充足的低频信息和远偏移距数据．而且由于反演问题的
强非线性性，全波形反演过程中极易陷入局部极值，无法达
到全局极值点．

针对以上问题，胡光辉等( 2015 ) 提出利用早至波信息
进行波形反演．早至波( Early arrival waves) 是指初至以及初
至到达之后一段时间内被检波器记录下来的波的合集( 在近
偏移距主要表现为在中浅层传播的直达波、潜水波以及浅层
的小折射波等波的集合) ．这些波没有经过反射，波的种类较
简单，干扰较少，而且包含该区域内的丰富地质信息．

早至波波形反演主要依据早至波波形简单，干扰较少等
特点，实现对浅表层的建模．但当观测系统是远偏移距时，由
于中深层构造未知，易产生周期跳跃现象．为解决该问题，胡
光辉等( 2015) 利用模型试算，给出了早至波时窗和偏移距
的关系，并截取近偏移距观测数据进行反演．但该方法因为
舍弃了远偏移距数据，难以得到远偏移距数据所携带的大尺
度构造信息．
1． 2 早至波波场重构反演

虽然采用初至波可以减弱波形反演的非线性，但针对早
至波进行匹配时，特别是在远偏移距处，由于初始速度不准
确以及深层构造未知，极易产生周期跳跃现象．为解决上述
问题，我们提出基于波场重构的早至波波形反演，在模型空
间和早至波波场空间寻找最优解，避免了周期跳跃现象，减
弱了局部极值的影响．

传统的全波场方程为: A( m) u = s，本文采用的早至波波
动方程为: A( m) ufa = s，其中 ufa为早至波场．因此可以得到早
至波波场重构反演的目标函数:

J( ufa，m) = 1
2 d － Pufa ( m) 2

2 +
α2

2［A( m) u
fa － s］2

2， ( 2)

其中，A表示声波正演算子，s 表示震源项，α 为惩罚系数．由
于反演时采用的背景速度场无法产生反射及折射信息，因此
可以直接用波动方程模拟早至波场．但匹配项中采样后的波
场为根据偏移距截取的早至波炮记录．注意到本文的反演方
法为首先重构早至波场，没有波形匹配项，所以利用远偏移
距数据进行反演时也不存在周期跳跃现象，同样误差也不会
随偏移距增加而增大．

公式( 2) 的目标函数是一个选择优化问题 ( Bezdek and
Hathaway，2002) ．我们首先针对早至波场进行求解: 利用变
量映射法，在保持模型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对目标函数进行
优化，寻找当前最合适的早至波场．通过令目标函数对早至
波场的导数为 0，可以得到一个超定问题:

P
αA( m( )) ufa ( m) =

d
α( )s ， ( 3)

式( 3) 可以整理为时间域的增广波动方程:
［P + αA( m) ］ufa = αs + d ， ( 4)

考虑到上述增广波动方程的震源含有观测数据，所以上述波
动方程的模拟过程为逆时的．在准确计算早至波场之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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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真实速度模型
Fig． 1 True velocity

图 2 线性初始速度模型
Fig． 2 Gradient initial velocity

图 3 早至波 FWI反演结果
Fig． 3 FWI-based Early arrival wave inversion result

图 4 早至波 WＲI反演结果
Fig． 4 WＲI-based Early arrival wave inversion result

图 5 速度曲线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the velocity in different position

们转化为对模型参数的优化:

m

J( m) = αA*［A( m) ufa － s］， ( 5)

式( 5) 即为模型更新的梯度．最终实现对地下介质的更新:
mi + 1 = mi － γg( x) ， ( 6)

其中，i表示迭代次数，γ为更新步长．
由于我们首先在波场空间寻找最优解，增大了解的寻优

空间，不易受传统 FWI反演过程中的局部极值影响;而且反
演过程中没有波形匹配项，因此在处理远偏移距数据时，也
不会受周期跳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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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值模拟

为证明上述方法的准确性，我们采用 Marmousi2 模型的
上部分( 图 1) 进行测试．模型大小为 1210 m × 13610 m，纵向
和横向网格间距均为 10 m．观测数据由时间 2 阶空间 8 阶有
限差分声波方程模拟可得，其中采样间隔为 1 ms，采样时间
为 3 s．起始炮点位于 800 m处，炮点间隔为 300 m，共 40 炮．
地表全孔径接收，最大偏移距为 12810 m，因此观测数据有丰
富的远偏移距信息．反演用初始模型为线性增加的梯度速度
模型，如图 2 所示．

首先采用早至波 FWI对速度场进行反演，迭代 30 次的
结果如图 3 所示．可以注意到采用波动方程进行近地表建模
时，由于初始模型不包括浅层的反射界面，因此炮点的影响
较为明显．而且由于未采用远偏移距的数据，所以两侧的异
常体和构造并不明显，但基本得到了地下地质体的大尺度
构造．

同样迭代次数的 WＲI 结果 ( 图 4 ) 则更加准确． 由于我
们利用到了远偏移距的波场信息，因此可以准确重构异常体
的速度和位置．此外，WＲI的反演结果也更加精确，右侧的构
造相比 FWI的结果更加明显．整体反演结果分变率更高．而
且相比 FWI的反演结果，本文的方法浅层受炮点影响较弱．

为更精确的比较早至波 FWI 和早至波 WＲI 的反演精
度，我们抽取了真实速度场( 蓝色曲线) 、初始速度场( 红色
曲线) 、早至波 FWI结果( 绿色曲线) 和早至波 WＲI结果( 黄
色曲线) 在 6000 m和 11000 m处的速度值分别进行对比，其
结果如图 5 所示．其中左侧为 6000 m处速度曲线对比，可以
看到两种方法的整体结果比较相近．但由于早至波 WＲI 采
用了远偏移距数据，所以其深层反演结果更接近真实速度
场．该现象在 11000 m 处的速度曲线对比中更加明显: 采用
近偏移距处早至波的 FWI仅能反演特别浅的构造，400 m深
度以下的构造几乎没有结果．而 WＲI 可以利用远偏移距数
据成功反演出中深层的构造．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为充分利用远偏移距的早至波信息，实现近地表的
高精度建模，提出基于初至波波场重构的早至波反演方法．
该方法将早至波波动方程作为惩罚项，加入到传统的全波形
反演的目标函数中． 新的反演问题转化为一个选择优化问
题，我们利用变量映射法，首先固定速度，在早至波波形空间
寻找合适的早至波解;在准确重构早至波场之后，利用早至
波场与近地表速度的近线性关系，实现对近地表速度场的高
精度建模．模型测试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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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