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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待估计参数与观测场之间的关系（或数据与潜变量之间的关

系）是线性的就是线性反问题；

反之，待估计参数与观测场之间的关系（或数据与潜变量之

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就是非线性反问题；

非线性根源来自于待估计参数与观测场之间的关系（或数据与潜

变量之间的关系） 。

反问题是非线性的或是线性的不是由估计方法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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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估计参数与观测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或数据

与潜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导致条件概率密度

函数或误差泛函本身的非凸性以及多局部极值点，

是非线性反问题求解困难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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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线性反问题求解的困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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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残差L2范数蕴含的基本假设：
– 正问题 必须能完全预测实测数据 中的各种

物理波现象，仅仅余下满足高斯分布的随机噪声。
众所周知，这是不可能的。

– 另一方面，Gauss分布是一个单峰的分布函数（凸
函数），对应的误差泛函是二次型，这就预示着正
问题 是线性的（或接近线性的）。

– 众所周知，正问题 不是线性的，为了满足这个
要求，必须提供非常接近真估计结果的初始值，正
问题 才能退化为线性的（或接近线性的）。

( )F m obsd

( )F m

( )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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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线性性、非高斯性与非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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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残差L2范数蕴含的基本假设：
– 可以看出，正问题的线性性、后验概率密度函数的

高斯性与误差泛函是二次型的，三者是统一的。
– 三位一体的。不可分离。

– 决定因素是正问题（待估计参数与观测场之间的关
系（或数据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的线性性！

三、非线性性、非高斯性与非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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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残差L2范数蕴含的基本假设：
– 正问题 的非线性，使得误差泛函脱离二次型。

非线性性越强，离二次型泛函越远，局部极值点越
多。

– 这进一步说明了非线性反问题求解的困难根源。

( )F m

三、非线性性、非高斯性与非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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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全波形反演的非线性：
 反问题的非线性取决于指模型和数据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不取决于估计方法。

2= || ||Dgm dobs
m

m arg min −2|| ( ) ||Dg m dobs
m

m arg min= −

模型和数据的联
合概率密度分布

模型的先验概率
密度分布

线性情况

模型的后验概率
密度分布

在初始点可线性化

弱非线性，
可线性化

较强非线性

强非线性

哪个解才是最好的？

三、非线性性、非高斯性与非凸性

波现象与智能反演成像研究组Seminar 10



• 数据残差L2范数蕴含的基本假设：
– 正问题比较线性时，误差泛函可以是凸的。凸误差

泛函只有一个局部极小值。

– 二次型泛函+凸泛函的优化问题可以用梯度导引类
的算法有效地求解。

三、非线性性、非高斯性与非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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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残差L2范数蕴含的基本假设：
– 事实上，误差泛函的定义方法也可以改善反问题的

凸性。
• OT泛函；DSO泛函；相关泛函；包络泛函等都可以改善

反问题的凸性。
– 但我认为这不是求解非线性反问题的根本方法。

三、非线性性、非高斯性与非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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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问题存在有意义的解的最根本保障还是：

待估计参数与观测场之间的存在线性的或非线性的关系。

或者说，实测数据可以用上述关系进行预测或解释。

数学上是说，数据落在正问题的值域中。解是存在的！

正问题是反问题的基础，或反问题与正问题是一个问题的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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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线性反问题求解的基本思想



解决非线性反问题的核心理念：

将非线性反问题描述为或转化为一系列的凸问题。

反问题的非线性取决于：待估计参数与观测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或数据与潜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我们不可以人为地改变原

始的待估计参数与观测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把原始

的待估计参数与观测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拆分成一系列比较线性的

关系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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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线性反问题求解的基本思想



勘探地震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全“宽”波数带的弹性参数场。

这是一个很强的非线性问题。

勘探地震学的解决方案：

折射波层析成像；

 CMP道集叠加速度分析；

 CIG道集剩余速度分析；

 CIG道集层析成像；

偏移成像。

这就是在用一组凸问题逼近一个较强非线性问题的解。

波现象与智能反演成像研究组Seminar 16

四、非线性反问题求解的基本思想



WPI研究组的勘探地震学理念：
对勘探地震介质特征、波场特征、数据特征、噪音特征进行

深入地把握与认识，并在上述特征基础上构建针对性的方法
技术，才是发展出实用化技术的必由之路。

FWI缺乏对数据和模型特征的利用。因此经典的FWI表现为
很强的非线性性，很难在实际数据中得到有效应用，甚至陆
上地震数据中光滑的背景速度建立也很难做到。

解决类似FWI的具有较强非线性性反问题的合理途径：
把它转化成一系列凸问题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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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I研究组的勘探地震学理念：
针对地下介质的复杂性及激发和接收环节的复杂性所导致的

波场的不可完全预测性，WPI的观点是提出特征波场反演
（CWI），而不是全波场反演（ FWI ）。

把全波形（也包括全波场）反演问题提成由一次特征波场推
进到多次特征波场，逐步进展到全波场的串联过程。并且不
一定基于波形进行反演，而是可以基于波形所蕴含的到达时
信息或相位信息等特征量进行反演。

逐步地把FWI理念导引到实用化，在“两宽一高”数据下，
期望发展出一套宽带弹性参数（主要是宽带波阻抗）估计理
论方法与技术，切实提高油气储层描述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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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波成像（CWI）的关键技术环节：
稀疏特征表达理论框架下的地震信号预处理

5D地表一致性统计处理
地表相关噪音的去除、高维（5D）去噪音及高维（5D）数据规则化

基于信号稀疏特征表达的单震相特征提取
单震相特征：独立波形；包络；相位；到达时等

地质结构导引下的波动理论（波形或包络或相位或到达时）
透射波层析成像

反射地质结构导引下的数据域波动理论（波形或包络或相位
或到达时）反射波层析成像

最小二乘（保真）反演成像+非线性的多次波反演成像
多元信息约束下的宽带或绝对波阻抗建模方法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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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反问题目前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

用一组凸问题的解逼近一个较强非线性反问题的解应该是一套行

之有效的方法。

要求提供比较精确的初始值来解决较强的非线性反问题的方案是

不合理的。

但是，综合利用不同来源的信息，这些信息具有统计相关性，能

提高反问题求解的精度，这样的方法是十分合理的。与此相关的信

息融合方法非常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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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线性、高斯假设下的L2范数形式的误差泛函反问题，其各方

面的内涵已经十分明晰。创新研究的余地已经非常有限，只能在计

算效率，实现技巧上做些完善工作。

反问题的研究目前应集中于非高斯和非线性反问题上。

值得研究得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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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线性反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



1、凸泛函的定义方法

OT泛函；DSO泛函；包络泛函；相关泛函都是典型的凸泛函

例子。

这些凸泛函的定义都是基于物理或几何直观的。

基于信息不确定性定义凸泛函是值得考虑的。譬如，旅行时

就是不定的，应该考虑引入Gauss或广义Gauss PDF体现这

种不确定性。

基于高维空间中单震相子波的“差异”可以定义出凸的误差

泛函。

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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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的特征化表达和模型的特征化表达可以导出更凸的反问

题

数学物理正问题模型相对于实际情况都有所简化，导致正问

题不能“解释”所有数据，是反问题病态性的部分成因。因

此，可以通过“修正”数据，使之能与正问题匹配，来缓解

反问题的病态性。

必须把特征数据筛选出来，匹配上能预测该特征数据的正问

题，加上合适的模型参数先验信息，就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

比较凸的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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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的特征化表达和模型的特征化表达可以导出更凸的反问

题

将模型直接离散在网格上，没有抓住特征。造成参数维度的

指数上涨，反演难度加大。

如能将模型参数进行特征表达与降维，那么反演难度可以下

降很多。

例如，将模型拆分为宏观背景+扰动，并对二者进行各自

的特征表达，可以显著降低反演的病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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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的特征化表达和模型的特征化表达可以导出更凸的反问

题

数据空间和模型空间的降维，是提高反问题凸性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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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线性正问题对应的Hessian

非线性正问题情形下的Hessian，其形式为：

考虑的一阶多次反（散）波对Hessian的贡献。

但这毕竟是梯度导引方法在当前迭代步的改进，仅仅适应弱

非线性问题。不是从总体上试图解决非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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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线性反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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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次波数据成像

多次波的存在是地震波反演出现较强非线性的一个数据上的标志，地下介

质发生了强的跃变。精确估计这样的参数就是强非线性反问题。

首先还是考虑层状介质下的多次反射波存在下的反演成像问题。

进一步地，要先估计高波数参数的变化，然后再考虑低中波数的参数反演，

多次反射波的层析成像有必要跟进展开研究。

多次散射波反演成像要在对多次反射波成像积累经验后再进行。

能够分阶次描述多次反射波传播的正问题，是多次

反射波反演成像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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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线性反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



5、强介质参数扰动情形下的正问题的改进

目前看来，参数估计无论如何离不开用建立的数学物理关系来预测实测数

据（离开了这一点，反演的逻辑基础就不存在了，变成了无中生有了！）。

但是，在强介质参数扰动情况下，什么是合理的、恰当的数学物理关系？

能与反问题很好地融合起来，非常方便后续的反演计算？

首先还是要先考虑层状介质情况下的强参数扰动。修改目前的Kirchhoff

近似应该是好的选择！不要引入全局高频近似解！

暂时不要碰强散射情形。可以考虑、讨论、分析，但不宜作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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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线性反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



6、MCMC方法

 Tarentola（2005）：离散反问题的最广义解即参数的后验概率分布

在高维非单峰后验概率密度函数情况下，均值和方差意义不再有明确的意

义。

多峰值点且峰值幅度非常相近时，如何取舍反问题的解？所以，强非线性

反问题的解或强非线性反问题的求解是一个很有主观性的问题。取决于我

们对物理过程的认识！

MCMC方法：通过在模型空间随机搜索，意图探测完整的后验概率密度。

即便这样的方法也有很强的主观性。探测轨迹的决定还是依赖于正问题对

数据的逼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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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问题与正问题不同，前者是人为构建的，是依赖于正问题的，

但不是物理现实决定的。后者是描述物理现实的，尽管也是人为抽

象后的表达形式，但必须反映物理现实的本质。物理现实决定了正

问题的表达。

不应该执着于解较强非线性的反问题，而是转化为一系列凸问题

进行求解。

强非线性反问题的求解是主观性很强的，只有对物理问题理解很

透彻，才能构建出合理的解法。或者说提一个强非线性反问题本身，

就预示着没有对物理问题本身理解透。否者，不应该提一个如此糟

糕的问题给自己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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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理解，我们把当前的研究集中于正问题是非线性情形下

的反问题是非常正确的。

勘探地震中这主要是多次波存在下的反演成像。

解强非线性问题的基本逻辑就是把它转成一系列凸问题。我愈来

愈认为这是真正正确的途径。

在高维空间中，能把非线性问题降成比较线性的问题。这是基本

的思想。

定义凸的误差泛函也是很重要的措施。

理解反问题的本质，并提出合适的反问题及其解法的关键，还是

在于对实际物理过程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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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迷信会突然冒出很有效的解决强非线性问题的方法。这是不

可能的！

AI/ML/DL都不可能用来解决强非线性问题！它们也在纠结于如

何解决强非线性问题。

低信噪比数据（图像）的建模，并基于此进行去噪或图像识别本

身就是一个强非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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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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