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６１卷 第９期

２０１８年９月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６１，Ｎｏ．９

Ｓｅｐ．，２０１８

方修政，钮凤林，吴迪．２０１８．基于逆散射成像条件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地球物理学报，６１（９）：３７７０３７８２，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１８Ｌ０７２１．

ＦａｎｇＸＺ，ＮｉｕＦＬ，ＷｕＤ．２０１８．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６１（９）：３７７０３７８２，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８Ｌ０７２１．

基于逆散射成像条件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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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小二乘逆时偏移（ＬＳＲＴＭ）相对于常规逆时偏移（ＲＴＭ）具有分辨率更高、振幅更准确、噪音更少等优势，

可以对复杂的地质构造进行有效的成像．这种迭代更新反演成像方法十分依赖目标函数的梯度质量和计算效率．

当地质模型中存在强反射界面或者记录中存在折射波时，基于常规互相关成像条件（ＣＣＣ）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梯

度会包含很强的低频噪音，从而使反演的收敛速度和成像质量降低．为此，本文在最小二乘逆时偏移的梯度中引进

了逆散射成像条件来压制这种低频噪音，并以此提出基于逆散射成像条件（ＩＳＣ）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方法．数值模

拟结果表明，两者计算耗时基本一致，但逆散射成像条件能高效压制梯度中的低频噪音，从而使反演过程中收敛加

速，成像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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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期 方修政等：基于逆散射成像条件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０　引言

双程波动方程可以模拟出任意复杂介质的地震

波传播形态，因此，相对于其他偏移方法，基于双程

波动方程的叠前深度逆时偏移方法———逆时偏移

（ＲＴＭ），它对于陡倾角、速度变化剧烈的复杂地质

构造具有更强的振幅保真性和更高的成像质量．双

程波成像方法理论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被一些地

球物理学家提出（Ｂａｙｓａｌｅｔａｌ．，１９８３；Ｗｈｉｔｍｏｒｅ，

１９８３），但受制于当时有限的计算能力，逆时偏移没

有在工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随着计算机硬件技

术的发展以及波场数字模拟算法的显著提高（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Ｙａｏ，２０１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７；Ｙ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逆时偏移逐步突破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成

为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成像技术之一．

虽然逆时偏移方法具有高精度、高保真的成像

能力，但是基于目前广泛使用的互相关成像条件

（Ｃｌａｅｒｂｏｕｔ，１９７１）会产生干扰成像质量的低频噪

音，特别是当速度模型中存在较强的速度梯度异常

值或者较强的波阻抗反射界面时，这是因为正演模

拟的震源波场和逆时反传的检波点波场都会在这些

波阻抗反射界面上产生较强的逆散射能量，这些逆

散射能量满足互相关成像条件，因此，成像过程会产

生较强的低频噪音，从而干扰成像质量（Ｙｏ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杜启振等，２０１３）．为

了消除这种低频噪音，Ｂａｙｓａｌ等（１９８４）使用恒定波

阻抗代入波动方程，得到了垂直入射方向无反射的

双程波动方程，以此消除波阻抗界面达到压制逆散

射能量的目的．Ｌｏｅｗｅｎｔｈａｌ等（１９８７）提出了直接平

滑模型的慢度来压制界面强反射能量方法，其给出

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平滑慢度可以有效压制逆散射

能量．Ｆｌｅｔｃｈｅｒ等（２００６）使用双程波动方程，在无反

射双程波动方程的基础上（Ｂａｙｓａｌｅｔａｌ．，１９８４），引

入一个方向阻尼项作为边界条件，克服了无反射双

程波动方程在非垂直入射反射界面仍然会背向反射

波场的缺点，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处理复杂模型时需

要人工选择，处理难度较 大．Ｙｏｏｎ 和 Ｍａｒｆｕｒｔ

（２００６）应用能流密度矢量构造大角度衰减因子来压

制大角度成像，从而压制大角度成像的低频噪音．

Ｚｈａｎｇ和Ｓｕｎ（２００９）分析了Ｌａｐｌａｃｅ滤波的物理意

义，并建议偏移前先进行Ｌａｐｌａｃｅ振幅校正，再对偏

移后剖面进行Ｌａｐｌａｃｅ滤波，以压制低频噪音．Ｌｉｕ

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１）提出了对双程波动方程数值模拟的

波场进行相应的单程波分量分解，选择合适的上下

行波分量进行成像可以有效地压制低频噪音．Ｏｐ′ｔ

Ｒｏｏｔ等（２０１２）提出了逆散射成像条件，可以显著地压

制低频噪音．Ｗｈｉｔｍｏｒｅ和Ｃｒａｗｌｅｙ（２０１２）、Ｂｒａｎｄｓｂｅｒｇ

Ｄａｈｌ等（２０１３）成功地应用逆散射成像条件去除了逆时

偏移算法中的低频噪音，提高了成像的质量．

随着勘探目标越来越复杂，对于成像结果的精

确性、分辨率和保幅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常规的

一些偏移方法，例如逆时偏移、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偏移等，虽

然在地震数据处理过程中是主要的成像方法，但是

这些偏移方法都是应用地震波正演算子的伴随算子

而非真正意义上逆算子来成像．采用伴随算子近似

正演算子的逆算子，其精确性通常会受到地震数据

噪音、不规则采样、有限偏移距等影响（Ｃｌａｅｒｂｏｕｔ，

１９９２）．最小二乘偏移（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ＬＳＭ）

通过不断地迭代修正成像模型来拟合实际观测的地

震记录，此过程隐含考虑了 Ｈｅｓｓｉａｎ矩阵对振幅的

影响，可以减少常规偏移过程中产生的假象，提高成

像分辨率以及振幅精度等（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１９９３；Ｎｅｍｅｔｈ

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１９８４ａ，１９８４ｂ）在理论上推

导了以波场残差的二范数平方为目标函数的最小二

乘偏移算法，通过局部梯度算法来最小化目标函数，

不断地修正反演成像剖面，并证明了常规的偏移结

果只是最小二乘偏移的第一步迭代．Ｎｅｍｅｔｈ等

（１９９９）对不完整数据进行了最小二乘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偏

移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进一步展示了最小二乘偏

移的优势．目前，最小二乘逆时偏移（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

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ＬＳＲＴＭ）方法的研究也取

得了很大进展（Ｗ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Ｄ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Ｄａｉａｎｄ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１３；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Ｙａｏａｎｄ

Ｊａｋｕｂｏｗｉｃｚ，２０１６；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ＹａｏａｎｄＷｕ，

２０１７；Ｙ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但是，基于伴随状态法求取

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的梯度是通过互相关成像条件

计算的，因此，当地质体存在强的反射界面或者地震

记录中含有大量折射波时，最小二乘逆时偏移的梯

度中会产生很强的低频噪音，在迭代过程中会干扰

成像精度、降低收敛速度．

为了压制这种低频噪音对最小二乘逆时偏移的

影响，我们研究了基于线性逆散射成像条件的最小

二乘逆时偏移方法．该方法用线性Ｂｏｒｎ逆散射成像

条件代替了常规的互相关成像条件，从而有效地压

制了低频噪音对最小二乘逆时偏移成像质量的干

扰，加快反演的收敛速度，提高反演的效率，使逆散

射成像条件从逆时偏移扩展到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１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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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算例验证了这种基于逆散射成像条件的最小二

乘逆时偏移方法的有效性．

１　逆散射成像条件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频域中常密度声波方程可以写为

　　
ω
２

狏２（狓）
犘（狓；狓ｓ，ω）＋

Δ

２犘（狓；狓ｓ，ω）＝

　　　　－δ（狓－狓ｓ）犛（ω）， （１）

式中，狏（狓）为速度模型，ω是圆周频率，犘（狓；狓ｓ，ω）

为频率压力波场，犛（ω）为震源函数．根据声波方程可

以知道，速度模型的扰动会导致波场的扰动，令

狏（狓）＝狏０（狓）＋δ狏（狓）， （２）

相应波场为

犘（狓；狓ｓ，ω）＝犘０（狓；狓ｓ，ω）＋δ犘（狓；狓ｓ，ω），（３）

式中，狏０（狓）为背景参考速度模型，δ狏（狓）为速度模

型的扰动，犘０（狓；狓ｓ，ω）为背景速度模型产生的波

场，δ犘（狓；狓ｓ，ω）为扰动的速度产生的扰动波场．

把公式（２）和公式（３）带入公式（１）得到

ω
２

（狏０（狓）＋δ狏（狓））
２＋

Δ

（ ）２ （犘０（狓；狓ｓ，ω）＋δ犘（狓；狓ｓ，ω））
　　＝－δ（狓－狓ｓ）犛（ω）， （４）

对上式的速度项进行泰勒级数展开并取一阶近似：

１
（狏０（狓）＋δ狏（狓））

２ ＝
１

狏２０（狓）
－
２δ狏（狓）

狏３０（狓）
＋狅（δ狏）． （５）

基于线性Ｂｏｒｎ近似，结合公式（５）对公式（４）进

行化简可以得到

ω
２

狏
２

０
（狓）
δ犘（狓，ω）＋

Δ

２
δ犘（狓，ω）＝Δ犛（狓，ω）， （６）

式中，Δ犛（狓，ω）为散射震源，满足如下表达式：

Δ犛（狓，ω）＝
２ω

２犿（狓）

狏
２

０
（狓）

犘０（狓；狓ｓ，ω）， （７）

式中，犿（狓）为本文偏移成像模型（速度相对扰动），

本文均使用振幅表述其数值大小，表达式如下：

犿（狓）＝
δ狏（狓）

狏０（狓）
， （８）

　　因为格林函数可以表示为以下方程的解，

ω
２

狏
２

０
（狓）
犌０（狓；狓ｓ，ω）＋

Δ

２犌０（狓；狓ｓ，ω）＝－δ（狓－狓ｓ），

（９）

所以公式（６）中扰动波场可以用积分形式表示如下：

δ犘（狓；ω）＝－∫Δ犛（狓′，ω）犌０（狓；狓′，ω）ｄ狓′． （１０）

对上式进行展开，可以得到基于声波方程线性

Ｂｏｒｎ近似的反射地震数据的正问题（也叫反偏移方

程），可以表示如下：

犱（狓ｒ，ω）＝δ犘（狓ｒ，ω）

＝∫
－２ω

２

狏
２

０
（狓）
犌０（狓ｒ；狓，ω）犌０（狓；狓ｓ，ω）犛（ω）犿（狓）ｄ狓，

（１１）

式中，狓ｒ为检波点位置、狓ｓ为震源位置，犱（狓ｒ，ω）为

去除直达波的观测地震记录．犛（ω）为震源子波，

犌０（狓ｒ；狓，ω）为从散射点狓传播到检波点狓ｒ的格林函

数，犌０（狓；狓ｓ，ω）为从震源狓ｓ传播到散射点狓的格林

函数．Ｂｏｒｎ近似对微小扰动是精确的，因此背景速度

必须要求是相对准确的．为了使反偏移方程式（１１）以

及后续表达式尽量简洁，可以把（１１）式简写为

犱＝犔犿， （１２）

式中，犔＝∫
－２ω

２

狏２０（狓）
犌０（狓ｒ；狓，ω）犌０（狓；狓ｓ，ω）犛（ω）ｄ狓为

线性Ｂｏｒｎ近似正演算子，通常也称为反偏移算子．

地震数据偏移算子可以看成是地震数据正演算子的

伴随算子（Ｃｌａｅｒｂｏｕｔ，１９９２），逆时偏移算子也可以

看成是线性Ｂｏｒｎ近似正演算子的伴随算子．因此逆

时偏移成像可以表示成

犿＝犔
犱， （１３）

式中，犔 为偏移算子，是线性Ｂｏｒｎ正演算子犔的

伴随算子．上式是常规的偏移，具体形式如下：

犿（狓）＝ ∑
ｓｈｏｔ，ｒｅｃｖ∫ω

－２ω
２

狏
２

０
（狓）
狆（狓）狇（狓）ｄω， （１４）

式中，狆（狓）＝犌０（狓；狓ｓ，ω）犛（ω）为正传震源波场，

狇（狓）＝犌

０
（狓；狓ｒ，ω）犱（狓ｒ，ω）为逆时反传地震记录

得到的波场，∑
ｓｈｏｔ，ｒｅｃｖ

表示对各地震道和每次单炮正

演进行累加．

上式是基于互相关成像条件的成像表达式，会

受到低频噪音的干扰．Ｏｐ′ｔＲｏｏｔ等（２０１２）提出的

线性逆散射成像条件可以显著压制低频噪音．为了

结合线性Ｂｏｒｎ近似假设条件和线性逆散射条件的

优势，我们研究了基于线性逆散射成像条件的最小

二乘逆时偏移方法．这里定义线性Ｂｏｒｎ散射算子的

伴随算子为犃，因此基于逆散射成像条件的逆时

偏移为犿＝犃
犱．在频域其具体表达式如下：

犿（狓）＝犃犱（狓ｒ，ω）＝ ∑
ｓｈｏｔ，ｒｅｃｖ∫ω－

２ω
２犅（狓）

狏
２

０
（狓）
狆（狓）狇（狓）

＋２

Δ

狆（狓）·

Δ

狇（狓）ｄω， （１５）

式中：

Δ

为关于空间的梯度算子，犱（狓ｒ，ω）的定义与

公式（１１）相同，狆（狓）和狇（狓）的定义与公式（１４）相

同．犅（狓）可以理解为衰减逆散射能量的权系数矩

阵，当犅（狓）为每一炮的权系数矩阵时，其和散射

角度密切相关，每一炮、不同散射角的权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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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一样；若犅（狓）为多炮叠加后的权系数矩阵

时，其可以使用同一个权系数矩阵表示；若对各向

同性介质且多炮叠加后加权，犅（狓）可以使用数值

１近似．

常规偏移成像方法一般使用正演算子的伴随算

子（计算量小，稳定性好等优点）代替其逆算子，对构

造进行偏移成像．使用常规偏移成像方法对不规则

采样或含噪音的地震数据进行成像会产生偏移假

象，降低成像精度．最小二乘逆时偏移相对于常规逆

时偏移具有更好的成像精度和保幅性．基于最小二

乘反演的成像方法通过扰动模型参数，使反偏移模

拟的地震数据和观测的地震数据在二范数意义下残

差最小．其目标函数可以定义为

犑（犿）＝ ‖犱ｓｙｎ－犱ｏｂｓ‖
２

２
， （１６）

式中，犱ｓｙｎ为反偏移预测数据，犱ｏｂｓ为实际记录的地

震记录．基于线性Ｂｏｒｎ近似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方

法，反偏移数据和模型扰动之间是线性关系，可以采

用共轭梯度法来实现最小化目标函数．其反演的更

新方向为梯度的共轭方向，犱犽，其表达式为

犱犽 ＝－

Δ

犑（犿犽）＋β犽－１犱犽－１，（犽＞０）

犱０ ＝－
Δ

犑（犿０
｛ ），

（１７）

式中，下标犽为迭代次数，β犽 为共轭梯度系数，不同

共轭梯度算法β犽 选取也不同．目标函数关于模型参

数的梯度可以通过伴随方法求取（Ｐｌｅｓｓｉｘ，２００６），其

表达式如下：

　

Δ

犑（犿犽）＝ ∑
ｓｈｏｔ，ｒｅｃｖ∫ω

－２ω
２

狏
２

０
（狓）
狆（狓）狇犽（狓）ｄω， （１８）

式中，狇犽（狓）＝犌

０
（狓；狓ｒ，ω）（犱ｓｙｎ（狓ｒ；狓ｓ，ω）－犱ｏｂｓ（狓ｒ；狓ｓ，

ω））犽为第犽次迭代反传的残差波场，狆（狓）＝犌０（狓；

狓ｓ，ω）犛（ω）为正传震源波场．对比公式（１４）和（１８）

可以发现：常规逆时偏移和最小二乘逆时偏移都应

用了互相关成像条件，但是前者反传的是地震记录，

而后者反传的是地震记录的残差．当地质模型中存

在强反射界面或者偏移数据中包含折射波时，通过

公式（１８）计算目标函数梯度含有很强的低频噪音，

从而影响反演的收敛速度和成像质量．为了压制这

种低频噪音，我们引入逆散射成像条件来代替上式

中的互相关成像条件．因此，基于逆散射成像条件的

目标函数梯度可以表示如下：

　　

Δ

犑（犿犽）＝ ∑
ｓｈｏｔ，ｒｅｃｖ∫ω－

２ω
２犅（狓）

狏
２

０
（狓）

狆（狓）狇犽（狓）

＋２

Δ

狆（狓）·

Δ

狇犽（狓）ｄω， （１９）

式中，狆（狓）与狇犽（狓）分别为正传震源波场与第犽次

迭代反传残差波场，均和公式（１８）定义相同．对比公

式（１５）和（１９）可以发现：基于逆散射成像条件的常

规逆时偏移方法反传的是地震记录，而基于逆散射

成像条件求取目标函数梯度反传的是地震记录

残差．

根据公式（１９）计算目标函数的梯度，根据公式

（１７）得到目标函数的更新方向．通过以下迭代公式

对偏移模型进行更新：

犿犽＋１ ＝犿犽＋犪犽犱犽， （２０）

式中，犪犽 为迭代步长．为了求取迭代步长，把迭代公

式（２０）带入目标函数公式（１６），利用线性Ｂｏｒｎ正演

算子的性质，可以得到

犑（犿犽＋１）＝犑（犿犽＋犪犽犱犽）＝ ‖犱ｓｙｎ（犿犽＋１）－犱ｏｂｓ‖
２

２

＝ ‖犔犿犽＋犪犽犔犱犽－犱ｏｂｓ‖
２

２
， （２１）

上式对犪犽 求导，并令导数为零，可以得到迭代步长

计算公式：

犪犽 ＝
（犔犱犽）

Ｔ（犱ｏｂｓ－犔犿犽）

（犔犱犽）
Ｔ（犔犱犽）

． （２２）

２　ＧＰＵ切片存储策略及计算效率

逆散射成像条件类似于互相关成像条件，为了

降低存储量，我们采用边界波场重建震源波场存储

策略（王保利等，２０１２；方修政等，２０１５；Ｋ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ＣＰＵ／ＧＰＵ协同计算方法，可以提高有限差

分数值模拟计算效率（Ｓｈｉ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６），考虑

到ＧＰＵ 显存以及共享存储器空间内存有限的特

点，我们采用分时间切片重建震源波场策略．在整个

采样时间轴划分出一定数目的时间切片，例如：犖犆

个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点，保存这些时间切片点处（犖犆 个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点处）的模拟计算区域波场到ＣＰＵ 端

或者ＧＰＵ端．利用保存的时间切片点处模拟计算

区域波场，可以正演模拟出相邻两个时间切片之间

任意时刻的震源波场（犖犅个时间离散采样点震源

波场），只保存这些震源波场的边界波场到 ＧＰＵ

端，利用保存到ＧＰＵ端的边界震源波场和时间切

片点处的模拟计算区域波场，可以逆时重建出相邻

两个时间切片之间任意时刻的震源波场，以此类推

可以重建出整个历史时刻震源波场．由于采用的是

震源波场重建策略，因此可以避免存储所有历史时

刻的震源波场，降低存储压力．ＧＰＵ端只保存边界

震源波场，可以显著缓解显存压力，避免了ＧＰＵ端和

ＣＰＵ端数据频繁交换．分时间切片存储策略示意图

如图１所示．这种分时间切片存储策略优点是可以

根据ＧＰＵ显存大小，灵活划分每两个时间切片之

３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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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分时间切片边界波场重建震源波场策略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ｌｉｃ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ｏｕｒｃ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间的时间点数犖犅（需要存储的边界震源波场离散

点数目），可以利用有限的ＧＰＵ显存正演比较大的

模型．由于可以根据ＧＰＵ显存大小，人为地设定每

两个时间切片之间的边界震源波场存储数量，因此

分时间切片重建震源策略可以推广到三维．

和互相关成像条件对比：逆散射成像条件需要

额外计算震源波场和检波点波场的时间导数和空间

梯度（理论上：对程序优化可以避免时间导数求取和

空间梯度直接计算求取，减少计算耗时；本文算法直

接计算求取时间导数和空间梯度，对比了算法耗

时）．本文逆散射成像条件最小二乘逆时偏移算法，

每次迭代需要四次正演，分别为边界波场重建震源

波场、逆时反传残差地震记录波场、反偏移模拟共轭

梯度波场（两次正演），因此，算法最耗时部分是有限

差分正演数值模拟过程．相对于正演数值模拟耗时，

波场偏导数和时间导数的计算耗时是可以接受的．

分时间切片重建震源波场策略，可以根据 ＧＰＵ的

显存大小灵活地划分时间切片点数，最优化地利用

ＣＰＵ／ＧＰＵ协同并行加速技术实现波场模拟，避免了

ＣＰＵ与ＧＰＵ频繁的数据交换耗时．表１给出了单炮

最小二乘逆时偏移，不同模型尺寸和不同时间采样

点的平均耗时对比．本文通过分时间切片存储策略，

逆时重建出震源波场，运用逆散射成像条件得到目

标泛函的下降方向，反偏移模拟共轭梯度波场，进一

步得到迭代步长，不断迭代更新偏移成像模型剖面，

表１　不同模型互相关成像条件和逆散射

成像条件单炮耗时对比（狊）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狉狅狊狊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犻犿犪犵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犻狀狏犲狉狊犲

狊犮犪狋狋犲狉犻狀犵犻犿犪犵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犔犛犚犜犕狋犻犿犲犮狅狀狊狌犿犻狀犵

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犻狀狊犲犮狅狀犱狊）

模型大小
互相关成像

条件／ｓ

逆散射成像

条件／ｓ

狀狕×狀狓×狀狋（ｐｍｌ＝１０）

２００×４００×２０００
０．４９ ０．５１

狀狕×狀狓×狀狋（ｐｍｌ＝１０）

４００×８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４ １．１５

狀狕×狀狓×狀狋（ｐｍｌ＝１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７１ ３．０９

狀狕×狀狓×狀狋（ｐｍｌ＝１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５．７１ １７．４５

图２　逆散射条件ＬＳＲＴＭ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ＬＳＲＴ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直到满足终止条件，输出成像结果．基于线性逆散射

成像条件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流程如图２所示．

３　模型试算

为了验证逆散射成像条件最小二乘逆时偏移算

法的有效性，本文对不同的速度模型进行测试，整个

算法测试过程中，没用采用任何滤波算法处理．为了

提高计算效率，算法均采用ＣＰＵ／ＧＰＵ协同并行加

速计算方法．

３．１　算法有效性及精度测试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和测试算法的精度，我

们分别对层状介质和Ｓｉｇｓｂｅｅ截取的部分速度模型

进行了测试．

层状介质模型参数如下：横向网格点数２００，纵

向网格点数１６０，网格间距１０ｍ．计算参数：采用主

频２５Ｈｚ的Ｒｉｃｋｅｒ子波作为震源，时间采样步长１ｍｓ，

总记录时长１ｓ．地表采用２００检波器全接收方式，

４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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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１０００ｍ处放置１炮，采用空间１２阶精度、时间

２阶精度有限差分进行波场数值模拟，完全匹配层

（ＰＭＬ）吸收边界条件（ＫｏｍａｔｉｔｓｃｈａｎｄＴｒｏｍｐ，２００３）．

图３ａ为层状速度模型，图３ｂ为对真实层状速度平

滑处理的偏移速度模型．图３ｃ是单炮逆散射成像条

件ＲＴＭ 成像结果，图３ｄ是５０次迭代单炮逆散射

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成像结果，对比可以发现ＬＳＲＴＭ可

以提高深层的振幅信息，振幅均衡性更好．分别取图

３ｃ和图３ｄ地表１０００ｍ处垂向单道振幅曲线，归一

化后进行对比，如图４ａ所示．图４ａ为逆散射成像条

件ＲＴＭ、ＬＳＲＴＭ 和理论偏移成像模型（速度相对

扰动模型）地表１０００ｍ处垂向单道曲线对比图．对

比可以发现，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相对于ＲＴＭ振

幅均衡性更好，更加接近理论偏移成像模型．

Ｓｉｇｓｂｅｅ截取的部分速度模型参数如下：横向网

格点数６００，纵向网格点数４００，网格间距１０ｍ．计

算参数：采用主频２５Ｈｚ的Ｒｉｃｋｅｒ子波作为震源，

时间采样步长１ｍｓ，总记录时长５ｓ．地表采用６００

检波器全接收方式，地表均匀放置３０炮，炮间距为

２００ｍ，采用空间１２阶精度、时间２阶精度有限差分

进行波场数值模拟，完全匹配层（ＰＭＬ）吸收边界条

件．图５ａ为Ｓｉｇｓｂｅｅ部分速度模型，图５ｂ为对真实

速度模型平滑处理的偏移速度模型．图５ｃ是理论偏

移成像模型．图５ｄ为５０次迭代逆散射成像条件

ＬＳＲＴＭ成像结果．分别取图５ｃ和图５ｄ地表３０００ｍ

处和４０００ｍ处垂向单道振幅曲线，归一化后进行对

比，如图４ｂ和图４ｃ所示．图４ｂ为地表３０００ｍ处垂

向单道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和理论偏移成像模

型（速度相对扰动模型）对比曲线，图４ｃ为地表

４０００ｍ处垂向单道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和理

论偏移成像模型对比曲线．对比可以发现，逆散射成

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可以很好地匹配理论偏移成像模

型．图６ａ为图５ｄ的前２０次迭代归一化目标函数收

敛曲线．

３．２　算法抗低频噪音测试

常规ＬＳＲＴＭ 和逆散射条件ＬＳＲＴＭ 相对于

ＲＴＭ具有提高成像分辨率的能力．当速度模型存

在强反射界面时，或者大偏移距地震记包含大量的

折射波时，常规的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会因为

梯度中低频噪音的存在，影响收敛速度和成像质量；

逆散射条件ＬＳＲＴＭ可以有效地压制梯度中的低频

噪音，提高收敛速度和成像质量．本文分别对地堑速

度模型和二维盐丘（Ｓａｌｔ２ｄ）速度模型测试了逆散射

条件ＬＳＲＴＭ抗低频噪音的能力．

地堑状速度模型参数如下：横向网格点数３４０，

纵向网格点数１７０，网格间距１０ｍ．计算参数：采用

图３　（ａ）层状速度模型；（ｂ）偏移速度模型；（ｃ）逆散射成像条件ＲＴＭ；（ｄ）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Ｆｉｇ．３　（ａ）Ｌａ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Ｓｍｏｏｔｈ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ＲＴＭ；

（ｄ）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ＬＳＲ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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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ａ）ＲＴＭ、ＬＳＲＴＭ和理论偏移成像模型单道归一化振幅曲线对比；

（ｂ）３０００ｍ处理论偏移成像模型和ＬＳＲＴＭ单道归一化振幅曲线；

（ｃ）４０００ｍ处理论偏移成像模型和ＬＳＲＴＭ单道归一化振幅曲线

Ｆｉｇ．４　（ａ）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ＲＴＭ，ＬＳＲＴＭ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ＬＳＲＴＭａｔ３０００ｍｅｔｅｒ；（ｃ）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ｕｒｖｅ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ＬＳＲＴＭａｔ４０００ｍｅｔｅｒ

主频２５Ｈｚ的Ｒｉｃｋｅｒ子波作为震源，时间采样步长

１ｍｓ，总记录时长２ｓ．地表采用３４０检波器全接收

方式，地表均匀放置６８炮，炮间距为５０ｍ，采用空

间１２阶精度、时间２阶精度有限差分进行波场数值

模拟，完全匹配层（ＰＭＬ）吸收边界条件．图７为地

堑状速度模型测试结果．图７ａ为地堑速度模型，图

７ｂ为对真实速度平滑处理的偏移速度模型．图７ｃ

是常规互相关成像条件ＲＴＭ 成像结果，有很强的

低频噪音干扰．图７ｄ为１２次迭代常规互相关成像

条件ＬＳＲＴＭ成像结果，同图７ｃ对比可以发现ＬＳＲＴＭ

可以压制低频噪音，提高成像质量，但是初始有限次

迭代并不能很好地去除低频噪音，尤其是地堑构造

倾斜反射层处的噪音，这些噪音干扰层位的有效更

新，破坏偏移成像模型的振幅和相位．图７ｅ为逆散

射成像条件ＲＴＭ 成像结果，可以看出逆散射成像

条件能有效地压制低频噪音干扰．图７ｆ为１２次迭

代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成像结果，同图７ｅ对比

可以看出，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可以有效地提

高成像质量，压制逆时偏移假象，显著提高成像质

量．对比图７ｄ和图７ｆ：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相对

于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浅层区域成像结果具

有相对较少的低频噪音，反射界面成像清楚，反射层

位振幅均衡，验证了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的抗

低频噪音能力．

Ｓａｌｔ２ｄ模型参数如下：模型横向网格点数６４９，

纵向网格点数１７０．计算参数：采用主频２５Ｈｚ的

Ｒｉｃｋｅｒ子波作为震源，时间采样步长１ｍｓ，总记录

时长２ｓ．地表采用６４９个检波器全接收方式，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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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ａ）Ｓｉｇｓｂｅｅ部分速度模型；（ｂ）偏移速度模型；（ｃ）理论偏移成像模型；（ｄ）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ａｒｔＳｉｇｓｂｅｅｍｏｄｅｌ；（ｂ）Ｓｍｏｏｔｈ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ｄ）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ＬＳＲＴＭ

图６　（ａ）逆散射条件最小二乘逆时偏移归一化残差；（ｂ）逆散射条件最小二乘逆时偏移（ＩＳＣＬＳＲＴＭ）与

互相关条件最小二乘逆时偏移（ＣＣＣＬＳＲＴＭ）归一化残差

Ｆｉｇ．６　（ａ）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Ｌ２ｎｏｒｍ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ＬＳＲＴＭ；（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Ｌ２ｎｏｒｍ

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ＬＳＲＴＭ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ＬＳＲＴＭ

均匀放置１２９炮，炮间距为５０ｍ．在计算中，我们采

用和上面例子相同的有限差分算法和边界吸收条

件．本文选取了Ｓａｌｔ２ｄ模型进行了ＬＳＲＴＭ 测试，

主要测试了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和逆散射成像

条件ＬＳＲＴＭ 对强反射界面复杂速度体的成像质

量．图８为Ｓａｌｔ２ｄ模型测试结果．图８ａ为Ｓａｌｔ２ｄ速

度模型，可以看出Ｓａｌｔ２ｄ速度模型中存在高速盐丘

异常体，在盐丘的边界存在强反射界面．基于互相关

成像条件的ＲＴＭ会产生较强的低频噪音．图８ｂ为

对真实速度模型平滑处理的偏移速度模型．图８ｃ是

常规的逆时偏移剖面，盐丘顶部较大速度梯度区域

成像结果被低频噪音严重干扰．图８ｄ为１１次迭代

常规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结果，可以看出低频

噪音的压制和成像质量均得到一定程度提升，但是

深部振幅没得到有效更新，例如：盐下成像质量没有

得到保证．图８ｅ为逆散射条件逆时偏移剖面，与图

８ｃ常规互相关条件逆时偏移剖面相比较，可以看出

低频噪音被有效地压制．图８ｆ为１１次迭代逆散射

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结果，可以看出振幅更加均衡．对比

图８ｄ和图８ｆ：前１１次迭代反演，逆散射条件ＬＳＲ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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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ａ）地堑速度模型；（ｂ）偏移速度模型；（ｃ）常规互相关条件ＲＴＭ；（ｄ）常规互相关条件ＬＳＲＴＭ；

（ｅ）逆散射条件ＲＴＭ；（ｆ）逆散射条件ＬＳＲＴＭ

Ｆｉｇ．７　（ａ）Ｇｒａｂｅ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Ｇｒａｂｅｎｓｍｏｏｔｈ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ＲＴＭ；（ｄ）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ＬＳＲＴＭ；（ｅ）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ＲＴＭ；（ｆ）Ｉｎｖｅｒｓ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ＬＳＲＴＭ

相对于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偏移成像模型得

到了有效的更新，尤其盐丘边界及盐丘下的界面成

像质量得到了有效提高．图６ｂ为图８ｄ和图８ｆ归一

化目标函数收敛曲线．可以看出：逆散射成像条件

ＬＳＲＴＭ目标函数前几次迭代下降量较大，两者整

体趋势基本一致．综合以上：初始相同有限次迭代，

在成像质量和收敛速度方面，逆散射成像条件

ＬＳＲＴＭ比常规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具有优势．

３．３　成像质量对比分析

为了分析讨论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和互相

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成像质量差别，对图８ｄ和图８ｆ

局部区域进行了放大对比，如图９所示．图９ａ和９ｂ

分别为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结果和逆散射成像

条件ＬＳＲＴＭ结果局部放大图，截取于岩丘左上边

界（图８ｄ和图８ｆ实线白色矩形框内部分）．对比岩

丘上边界可以看出：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图

９ｂ），岩丘上边界振幅更加均衡，连续性更好；互相

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仍有少量低频噪音干扰岩丘上

边界振幅．理论上，二范数意义最小二乘优化方法经

过不断迭代更新，最终低频噪音可以被消除．但是，

低频噪音不会明显改变预测地震数据的振幅，最小

化地震数据振幅差异的ＬＳＲＴＭ反演对低频噪音不

是很敏感，因此，初始有限次迭代主要用于去除低频

噪音，而偏移成像模型没有得到有效的更新．同时剩

余的低频噪音会影响岩丘上边界振幅均衡性和连续

性．图９ｃ和９ｄ分别为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和

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偏移成像局部放大图，截

取于岩丘下部（图８ｄ和图８ｆ虚线白色矩形框内区

域）．对比图９ｃ和图９ｄ中白色实线椭圆和黑色虚线

椭圆区域可以发现：初始相同有限次迭代，逆散射成

像条件ＬＳＲＴＭ成像精度较高，可以更新出椭圆区

域处的构造．

为了直观对比逆散射成像条件和互相关成像条

件ＬＳＲＴＭ梯度，以及讨论低频噪音对于梯度更新

和偏移成像模型更新的影响，我们对比了单炮不同

成像条件第一次迭代梯度．图１０ａ和１０ｂ分别为

Ｓａｌｔ２ｄ模型互相关成像条件和逆散射成像条件

ＬＳＲＴＭ第一次迭代梯度，炮点位于地表３ｋ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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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ａ）Ｓａｌｔ２Ｄ速度模型；（ｂ）Ｓａｌｔ２Ｄ偏移速度模型；（ｃ）常规互相关条件ＲＴＭ；

（ｄ）常规互相关条件ＬＳＲＴＭ；（ｅ）逆散射条件ＲＴＭ；（ｆ）逆散射条件ＬＳＲ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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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ＬＳＲＴＭ

可以看出，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强逆散射能量

成像路径含有很强的低频噪音；逆散射成像条件

ＬＳＲＴＭ，岩丘上边界区域强逆散射能量成像路径上，

低频噪音被很好地压制．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初

始有限次梯度迭代更新过程中，反偏移很难辨别出

岩丘边界构造散射波信息，岩丘上边界构造信息被

低频噪音干扰，很难得到有效更新．逆散射成像条件

ＬＳＲＴＭ，由于岩丘上边界范围的低频噪音被很好

地压制，反偏移可以辨别岩丘边界构造散射波信息，

因此岩丘上边界构造可以得到相对有效的更新．同

样岩丘下部构造，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目标泛

函梯度中低频能量很强，导致其散射波能量相对较

弱，初始有限次迭代，反偏移很难得到其散射波能

量，因此得不到有效更新，导致岩丘下部偏移成像模

型质量得不到有效提高．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

目标泛函梯度中低频噪音被很大程度地压制，低频

噪音能量相对较小，反偏移得到的散射波场中，相对

均衡包含了岩丘下部梯度散射波能量，因此迭代更

新过程中，岩丘下部可以得到有效的更新．

４　结论

针对常规互相关成像条件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方法，容易受到低频噪音影响，减慢收敛速度和降低

成像质量，因此本文发展了基于逆散射成像条件的

最小二乘逆时偏移．利用可以有效压制低频噪音的

逆散射成像条件，代替常规互相关成像条件计算目

标函数梯度．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计算，我们发

现，当速度体中存在强反射界面时，基于常规互相关

成像条件逆时偏移方法会产生低频噪音，基于常规

互相关成像条件的最下二乘逆时偏移方法收敛速度

会变慢，一部分迭代主要用于去除低频，无法保证成

像剖面得到有效迭代更新．与此相反，基于逆散射成

像条件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可以有效压制低频噪

９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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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ａ，ｃ）为图８ｄ互相关成像条件最小二乘逆时偏移局部放大图；

（ｂ，ｄ）为图８ｆ逆散射成像条件最小二乘逆时偏移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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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导致的成像剖面无效率更新，加快成像剖面有效

收敛速度，提高成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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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期 方修政等：基于逆散射成像条件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图１０　（ａ）互相关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第一次迭代梯度；（ｂ）逆散射成像条件ＬＳＲＴＭ第一次迭代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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