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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21 世纪的勘探地震学正进入一个以现代信号分析为核心理论框架的技术发

展时代，促使进入该时代的最大推进因素首推野外广角度、高密度、宽频带的地

震数据观测，然后是高性能的计算平台的出现（譬如每秒千万亿次计算能力的计

算机群）。在此基础上，千年之交单向波波动方程叠前深度偏移成像成为了勘探

地震学的标志性技术，然后是各向异性介质中的 Kirchhoff 积分法和单向波波动

方程叠前深度偏移成像技术，2006 年前后的 GPU/CPU 异构计算机群的出现引出

了各向同性介质中的双向波逆时深度偏移（RTM），接着就是各向异性介质中的

逆时深度偏移。2008 年后全波形反演（FWI）进入了勘探地震学的核心技术圈。 

无论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实用性如何，RTM 和 FWI 的结合将在

勘探地震学中占据着领先技术的位置。 

为什么？原因在于整个地球物理学本身都是在利用观测数据和一定的波现

象预测器在一定的估计理论基础上来估计或反演地下介质的物理性质参数，进而

与岩石物理结合来解决资源勘探问题和地球科学问题。 

把三维探区视为一个要研究的系统，输入信号和在地表（或空中、或井中）

接收到的信号构成了信号与系统的关系。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现代信号分析学

科的根本任务。现代信号分析本质上包含两部分研究内容：信号的表达与变换；

系统参数估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既期望得到信号和系统参数的最稀疏的特征

表达，也期望参数估计在稀疏表达的空间中进行。对应地，波现象预测方法也要

表示在这样的空间中，还要有对应的数值计算方法。 

在此基础上，估计理论框架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假设地震数据是符合某种分

布的随机信号（就是说随机噪音的分布是可以用某种统计模型描述的），然后建

立合适的误差泛函，并假设它是具有一定的凸性的，接着求解一个局部最优问题，

得到介质参数的估计。 

一般情况下，介质参数估计归结为梯度导引类的迭代反演问题。用误差反传

播或反投影来修正上一迭代步的参数模型。其中步长的选择也是很关键的。误差

反传播或反投影原则上可以认为是 RTM 过程。因此，参数估计问题（FWI）最

核心的运算就是 RTM。再倒推一步，RTM 的核心就是波场模拟或预测。因此，

波现象以及它的数值预测方法的研究才是整个勘探地震学的理论核心。这也是我

们把研究组称为波现象与反演成像研究组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基于 Bayes 估计的 Monte Carlo 反演是在所有可能的参数模型空

间中在一定的梯度导引下搜索寻找全局最优解的方法，在目前的超级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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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Monte Carlo 反演方法在宏观速度估计方面会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对反演解的评价，讨论它的无偏性和方差展布情况是反问题求解的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2011-2012 年度报告集反映了上述观点。 

本报告集分为 11 个部分，包括地震波采样（3 篇文章）；Beam 波传播、偏

移成像与层析反演（3 篇文章）；逆时偏移成像（3 篇文章）；粘声介质中的偏移

成像与反演（4 篇文章）；各向异性介质中波传播、偏移成像及反演（4 篇文章）；

层析反演（2 篇文章）；全波形反演（7 篇文章）；散射波成像方法（2 篇文章）；

地震记录的编码与解码（3 篇文章）；多次波压制与成像（1 篇文章）；山前带地

震勘探方法（2 篇文章）。 

围绕地震波成像与反演，本报告集涉及了随机采样观测系统设计、随机采样

后地震数据的规则化、各向同性与各向异性介质中 RTM 引擎的制造及 Beam 波

偏移成像、角度道集层析速度反演、FWI 理论和方法、多次波和鬼波的模型表达

与压制、同时激发源记录的分解以及多炮编码的 RTM 和 FWI、散射波成像，最

后是山前带地震勘探策略和方法，构成了本年度文集的基本框架。其中，有些问

题是我们提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有些是对所关注问题的抽象总结，为进一步的

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