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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兼顾信噪比和分辨率的多聚焦（ＭＦ）叠加方法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一方面，多聚焦叠加方法利用双平

方根型时差修正公式解决了远炮检距拉伸畸变问题，无须再做切除处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数据的完整性；另

一方面，多聚焦叠加方法将属于不同ＣＭＰ道集的接收道进行叠加，通过增加覆盖次数大幅度提高叠加剖面的

信噪比和分辨率。本文主要从平面多聚焦、起伏地表多聚焦、球面多聚焦、非双曲多聚焦及多聚焦叠加等方法

在多次波预测、叠前信号增强、数据规则化、绕射波成像等方面的应用及效果，系统地评述了多聚焦叠加方法，

并展望了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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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地震勘探的最终目标是对地下介质成像，狭义

的成像过程包含叠加成像和偏移成像两部分。而成

像方法又根据其成像的域，可分为时间域成像和深

度域成像。深度域成像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和前沿，

因其考虑了非双曲旅行时差，因此在复杂地质区格

外有效。但是深度域成像也存在技术瓶颈，因其目

标是利用一个给定的速度模型将地震数据从一种形

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１］，但在实际应用中，很难准确

求取深度域速度模型。相对而言，时间域成像具有

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①时间域成像

是后续处理和解释的基础，即使对于质量很差和地

下构造非常复杂的地震资料依然有效；②不同于深

度域成像，一般的时间域成像都是模型独立的，不需

要事先估计和构建速度模型；③时间域成像还可获

得一些额外“产物”，如均方根速度和一些重要波场

信息，这些对深度域成像速度建模非常有用。因此，

提高时间域成像质量依旧值得深入研究。

地震波成像的本质是将来自地下同一反射点的

反射波（散射波）同相叠加。在时间域处理中，为了

得到高质量的叠加剖面，人们的目标主要针对如何

让时差修正公式更加准确，大量的工作集中在针对

正常时差校正（ＮＭＯ）的改进上
［２１１］，不同的旅行时

公式陆续被提出，如高阶近似的ＮＭＯ公式
［４］，结合

时移双曲方程的ＮＭＯ公式
［６］等。但本质是在单个

ＣＭＰ道集上，通过将反射波同相轴更好地对齐以改

善叠加质量。且基于水平层状介质和费马原理的常

规静校正和动校正方法，在假设不再成立的复杂地

质情况下，叠加剖面的精度不高。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波动方程校平和直接从不规则表面进行叠前偏

移等方法［１２１６］又先后被提出，但是这些方法计算成

本昂贵且需速度模型作为先验信息。基于以上两方

面的问题，Ｇｅｌｃｈｉｎｓｋｙ等
［１７，１８］提出了多聚焦（ＭＦ）

成像方法。

传统的多聚焦叠加方法基于旅行时双曲近似，

依据第一菲涅耳带的大小，将所有落在其中的接收

道进行叠加。由于落入第一菲涅耳带中的接收道数

量远远多于属于同一ＣＭＰ道集中的接收道数量，

因此相较于传统叠加方法，多聚焦叠加方法可以成

倍提高叠加剖面的信噪比。但是，传统的多聚焦成

像方法依然存在一些限制。基于此，Ｇｕｒｅｖｉｃｈ等
［１９］

提出了不需要事先进行静校正处理，便可直接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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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地表接收的数据进行时差修正的起伏地表多聚

焦叠加方法。Ｌａｎｄａ等
［２０］将传统多聚焦叠加方法

从平面反射界面扩展到球面，提出了针对球形反射

界面的球面多聚焦叠加方法。Ｂｅｒｋｏｖｉｔｃｈ等
［２１］针

对传统多聚焦成像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非双曲旅行

时问题，又提出了非双曲多聚焦叠加方法。

本文以多聚焦叠加方法为研究对象，系统地介

绍了不同种类的多聚焦叠加方法，包括传统平面多

聚焦叠加方法、起伏地表多聚焦叠加方法、球面多聚

焦叠加方法、非双曲多聚焦叠加方法以及多聚焦叠

加方法在多次波预测、叠前信号增强、数据规则化、

绕射波成像等方面的应用，并对多聚焦叠加方法的

下一步发展方向进行了初步展望。

２　多聚焦叠加方法

２．１　传统平面多聚焦叠加方法

传统平面多聚焦叠加方法是由Ｂｅｒｋｏｖｉｔｃｈ等
［２２］

提出、并由Ｇｅｌｃｈｉｎｓｋｙ等
［１７，１８］进行了详细阐述。它

基于 Ｈｕｂｒａｌ
［２３］的两个波前面理论及广义射线理

论，其基本思想是：中心点处的中心射线与临近中

心点的旁轴射线相交，假设交点处发射的上行波和

下行波满足球面近似。利用简单三角关系便可得到

炮点和检波点时差修正量，从而得到时差校正方程。

传统平面多聚焦叠加方法示意图［１］见图１。

图１　传统平面多聚焦方法射线示意图
［１］

多聚焦叠加方法中，关键是确定多聚焦参数σ，

它是炮点和检波点位置的函数，随着炮点和检波点

位置的改变而改变。传统平面多聚焦成像方法的多

聚焦参数表示为

σ＝
Δ犡

＋
－Δ犡

－

Δ犡
＋
＋Δ犡

－
＋２
Δ犡

＋
Δ犡

－

犚ＮＩＰ
ｓｉｎβ

（１）

式中：Δ犡
＋＝狓犛－狓０，Δ犡

－＝狓犌－狓０ 分别表示炮点

和检波点到中心点的距离；犚ＮＩＰ是 Ｈｕｂｒａｌ两个波

前面理论中的法向入射波（ＮＩＰ）曲率半径；β是中

心射线的出射角；上、下行波的波前面曲率半径

犚＋、犚－可用多聚焦参数σ及两个基本波前面
［２０］（法

向入射ＮＩＰ波和法线 Ｎｏｒｍａｌ波）曲率半径犚ＮＩＰ和

犚Ｎ 表示为

犚＋＝
１＋σ
１

犚犖
＋
σ
犚ＮＩＰ

犚－＝
１－σ
１

犚犖
－
σ
犚

烅

烄

烆 ＮＩＰ

（２）

　　利用简单的几何三角关系，便可得到旁轴射线

相较于中心射线的时差

Δ狋＝
（犚＋）２＋２犚＋Δ犡＋ｓｉｎβ＋（Δ犡

＋）槡
２

狏０
＋

　
（犚－）２－２犚－Δ犡－ｓｉｎβ＋（Δ犡

－）槡
２

狏０
－
犚＋＋犚

－

狏０

（３）

传统平面多聚焦叠加方法的实现过程大体概括

为：①选定中心射线；②利用传统平面多聚焦时差

修正方程计算每个旁轴射线相对于中心射线的时

差；③将时差应用于对应的接收道；④将所有属于

同一第一菲涅耳带的接收道进行叠加，从而得到零

炮检距剖面。

２．２　起伏地表多聚焦叠加方法

起伏地表多聚焦叠加方法是由Ｇｕｒｅｖｉｃｈ等
［１９］

根据Ｄａｉ等
［２４］提出的考虑炮检点高程的ＮＭＯ扩展

时差方程的思路，针对不规则起伏地表条件下传统

静校正方法不再适用的问题，结合传统平面多聚焦

成像方法而提出的。该方法如图２
［１９］所示。

图２　起伏地表多聚焦方法射线示意图
［１９］

地表多聚焦叠加方法的多聚焦参数σ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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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狓犛－狓犌－（狔犛－狔犌）ｔａｎβ

狓犛＋狓犌－（狔犛＋狔犌）ｔａｎβ＋
２（狓犛狓犌－狔犛狔犌）＋（狓犛狓犌＋狔犛狔犌）（ｃｏｓ

２

β－ｓｉｎ
２

β）

犚ＮＩＰ
ｓｉｎβ

（４）

式中狓犛、狓犌、狔犛、狔犌 分别表示炮点和检波点相对于

中心点的炮检距以及炮点和检波点相对于基准面的

高程。由此得到的旁轴射线相较于中心射线的时

差为

Δ狋＝

（犚＋）２＋（狔
２
犛＋狓

２
犛）＋２（狓犛ｓｉｎβ＋狔犛ｃｏｓβ）犚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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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犚－）２＋（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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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犌）＋２（狓犌ｓｉｎβ＋狔犌ｃｏｓβ）犚槡

－

狏０
－

犚＋＋犚
－

狏０
（５）

　　起伏地表多聚焦叠加方法的实现流程与传统平

面多聚焦叠加方法大致相同，只是需要在计算旁轴

射线的炮点和检波点相较于中心点的炮检距的同

时，还要计算其高程。

２．３　球面多聚焦叠加方法

为了解决“传统平面多聚焦成像方法在反射界

面是平面时成像结果较为精确，当反射界面是曲面

时只能得到一个近似结果”的问题，Ｌａｎｄａ等
［２０］提

出了球面多聚焦叠加方法。其思想是：将球形反射

界面的反射旅行时问题（又称阿尔哈森问题—Ａｌ

ｈａｚｅｎ’ｓｐｒｏｂｌｅｍ
［２５，２６］）转化为圆形台球桌问题（即

在一个圆形台球桌上放两个台球，找到一个角度让

其中一个球碰到另一个球并使这个球回到台球桌边

缘），并利用球形反射界面公式［２７］将“计算射线狓犛－

狓犚－狓犌 的旅行时”问题转化为“焦点在狓犛（－犺，０）

和狓犌（犺，０）的椭圆与圆相切”的问题。球面多聚焦

叠加方法的示意图［２０］见图３。

参数犚ＮＩＰ、犚Ｎ和β同中心点与球面反射界面的

圆点及半径之间的关系为

狉犮 ＝犚Ｎ－犚ＮＩＰ

狓犮 ＝犚Ｎｓｉｎβ＋狓０

狕犮 ＝狕０－犚Ｎｃｏｓ

烅

烄

烆 β

（６）

　　球面多聚焦叠加方法的实现流程大致可归纳

为：①选定中心点；②利用全局优化算法扫描得到

参数犚ＮＩＰ、犚Ｎ和β；③利用式（６）确定狉犮、狓犮、狕犮；④利

用椭圆 狓２

狏０犜（ ）２

２＋
狕２

狏０犜（ ）２

２

－犺２
＝１和圆（狓－狓犮）

２＋

（狕－狕犮）
２＝狉２犮 的相切条件得到旅行时的表达式犜＝

２

狏０

犺２狓（狕犮－狕）

狓狕犮－狓犮槡 狕
；⑤将旅行时的表达式代入椭圆方

程，且利用替换公式狓＝狓犮＋狉犮ｃｏｓθ，狕＝狕犮＋狉犮ｓｉｎθ

及θ＝２ａｒｃｔａｎ狌，解得狌的值，从而得到旅行时犜的

结果；⑥计算旅行时犜 相较于中心射线的时差；

⑦将时差应用于对应的接收道；⑧将所有属于同一

第一菲涅耳带的接收道进行叠加，从而得到叠加

剖面。

图３　球面多聚焦方法射线示意图
［２０］

２．４　非双曲多聚焦叠加方法

非双曲多聚焦叠加方法是由Ｂｅｒｋｏｖｉｔｃｈ等
［２１］

提出的。其出发点是为了弥补传统平面多聚焦叠加

方法的一个主要缺陷，即它对于真实旅行时曲线是

拟双曲近似的，当旅行时曲线为非双曲型时，传统平

面多聚焦叠加方法只适用于较小的炮检距范围。非

双曲多聚焦叠加方法在时差曲线为非双曲型时，依

然可被用于任意炮检距范围。非双曲多聚焦叠加方

法如图４
［２１］所示。

非双曲多聚焦叠加方法的聚焦参数σ通过求解

下列方程组获得

Δ犡
＋
＝
１＋σ
ｃｏｓβｓ

犢＋
ｓｉｎβｓ
ｃｏｓ２βｓ

（１＋σ）
１

犚＋１
＋
σ
犚＋（ ）
２

２

犢２

Δ犡
－
＝
１－σ
ｃｏｓβｒ

犢＋
ｓｉｎβｒ
ｃｏｓ２βｒ

（１－σ）
１

犚－１
－
σ
犚－（ ）
２

２

犢

烅

烄

烆
２

（７）

式中：犢 被称为不对称系数；βｓ和βｒ分别表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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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非双曲多聚焦方法射线示意图
［２１］

射线在炮点和检波点处的出射角和入射角；犚＋
１ 、

犚－
１ 、犚

＋
２ 和犚

－
２ 分别为

犚＋１ ＝
２犔犚ｓ
２犔＋犚ｓ

犚－１ ＝
２犔犚ｒ
２犔＋犚ｒ

犚＋２ ＝
２犔犚ｓ
２犔－犚ｓ

犚－２ ＝
２犔犚ｒ
２犔－犚

烅

烄

烆 ｒ

（８）

式中：犔表示加宽函数；犚ｓ和犚ｒ分别表示共炮点、

共检波点波前面的曲率半径。对于非双曲多聚焦叠

加方法，上、下行波的波前面曲率半径犚＋和犚－可

表示为

犚＋＝
１＋σ
１

犚＋
＋
σ
犚＋
２

犚－＝
１－σ
１

犚－１
－
σ
犚－

烅

烄

烆 ２

（９）

利用简单的几何关系，便可得到旁轴射线相对于中

心射线的时差

Δ狋＝
（犚＋）２＋２ｓｉｎβｓ犚

＋
Δ犡

＋
＋（Δ犡＋）槡

２

狏０
＋

（犚－）２－２ｓｉｎβｒ犚
－
Δ犡

－
＋（Δ犡－）槡

２

狏０
－

犚＋＋犚
－

狏０
（１０）

　　非双曲多聚焦叠加方法的实现过程大体表示

为：①选定中心射线；②利用全局优化算法扫描得

到参数βｓ、βｒ、犚ｓ、犚ｒ和犔；③利用式（７）～式（９）得

到多聚焦参数σ、犚
＋和犚－；④利用非双曲多聚焦时

差修正方程计算每个旁轴射线相对于中心射线的时

差；⑤将时差应用于对应的接收道；⑥将所有属于

同一第一菲涅耳带的接收道进行叠加，从而得到叠

加剖面。

３　多聚焦叠加方法的应用

多聚焦叠加方法是一种具有较强优越性的时间

域叠加成像方法。一方面，与常规叠加方法相比，它

能成倍提高叠加剖面的信噪比；另一方面，方法实

现过程中的附加产物犚Ｎ、犚ＮＩＰ和β可分别反映地下

反射界面的弯曲程度、深度及倾角信息。因此，该方

法一经提出，便得到迅速发展，且被成功应用到地球

物理联合反演［２８］中。多聚焦叠加方法的应用已从

最初的无需静校正且无拉伸畸变时差校正［１９，２９］，扩

展到多次波预测［３０３４］、叠前信号增强［２１，３５，３６］、数据规

则化［３７，３８］、绕射波成像［３９４２］和速度建模［２１］等领域。

３．１　多次波预测

利用多聚焦叠加方法识别多次波主要是利用其

得到的波前参数犚Ｎ、犚ＮＩＰ和β。具体实现时主要有

两种方法。第一种［３３，３４］是基于“多次波是一系列一

次波的组合”这一思想，通过找出具有相同β的上行

波与下行波来确定多次波的时间，最后在τ狆 域将

多次波分离；第二种［３０３２］是直接在多聚焦参数域进

行多次波的分离，利用公式犞ｒｍｓ＝
２犚ＮＩＰ犞０
狋（ ）
０

１
２

得到

的均方根速度及出射角β，在多聚焦属性域识别多

次波。两种方法在二维实际数据中均成功运用，并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图５
［３０］）。

３．２　叠前信号增强

利用反射界面的倾角和曲率信息进行叠前信号

加强的想法最早是由Ｂａｙｋｕｌｏｖ等
［４３］提出的。基于

相似的想法，Ｂｅｒｋｏｖｉｃｈ等
［２１］通过反演非双曲多聚

焦叠加方法中的五个参数，可生成新的、信噪比更高

的多聚焦道集。通过对比三参数的传统平面多聚焦

方法得到的叠前信号增强道集，结果显示：基于非

双曲多聚焦方法得到的道集，对于非双曲型的同相

轴，增强效果更佳。从而使基于多聚焦的信号增强

方法可以被扩展应用于各向异性介质中，实际应用

效果如图６
［３６］所示。

３．３　数据规则化

Ｅｌｈａｊ等
［３７］利用传统平面多聚焦叠加方法，对

三维不规则采集系统的城市勘探数据进行规则化。



　第５２卷　第５期 常丁月等：多聚焦叠加方法述评 １１０７　 　

实际结果显示：在提高了数据覆盖次数的同时，还

得到了信号增强的同相轴，成功地解决了人口密集

的城市区三维数据采集困难的问题；并且将输出的

规则化面元参数，用于后续的叠前 时 间 偏 移

（ＰＳＴＭ）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实际资料的应

用效果如图７
［３７］所示。

图５　多聚焦方法去多次波对比

（ａ）去除多次波前单炮记录；（ｂ）去除多次波后单炮记录；（ｃ）去除多次波前速度谱；（ｄ）去除多次波后速度谱

图６　叠前道集增强效果对比
［３６］

（ａ）原始道集；（ｂ）传统平面多聚焦增强道集；（ｃ）非双曲多聚焦增强道集

图７　数据规则化效果对比

（ａ）传统方法处理后的ＣＤＰ覆盖次数图；（ｂ）多聚焦处理后的ＣＤＰ覆盖次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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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绕射波成像

利用多聚焦叠加方法进行绕射波成像是由Ｂｅｒ

ｋｏｖｉｔｃｈ等
［３９］首次提出的，简称为ＤＭＦＳ。它可在叠加

剖面上，通过将绕射波集中于绕射点且将反射波的能

量分散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从而区分绕射波与反射

波的能量。绕射波成像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二维和

三维实际数据，它能对小断层、裂缝、溶洞、尖灭和盐

体边缘等小尺寸非均匀体精确成像，在溶洞型油藏、

非常规油气勘探中发挥重要作用，得到的渗透率和烃

储量的信息有助于后续解释及地质综合研究［４０，４１］，绕

射波成像的实际应用效果见图８
［４２］。

３．５　速度建模

多聚焦叠加方法中得到的参数犚Ｎ、犚ＮＩＰ和β分

别包含着地下反射界面的弯曲程度、深度以及倾角

信息，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构建速度模型。基于这样

的思想，Ｂｅｒｋｏｖｉｃｈ等
［２１］将非双曲多聚焦叠加方法

中得到的聚焦参数，作为速度反演的输入信息，然后

利用立体层析成像的方法，成功地进行了速度模型

的估计。实验结果显示：基于非双曲多聚焦叠加方

法得到的速度模型，相较于基于传统平面多聚焦叠

加方法得到的结果，更接近于真实速度模型。实际

效果对比见图９
［２１］。

图８　三维时间域绕射波成像效果

（ａ）Ｉｎｌｉｎｅ叠加剖面；（ｂ）Ｉｎｌｉｎｅ叠后偏移剖面；（ｃ）绕射波成像结果

图９　速度建模效果对比

（ａ）真实速度模型；（ｂ）传统平面多聚焦得到的速度模型；（ｃ）非双曲多聚焦得到的速度模型

４　多聚焦方法与犆犚犛方法的对比

由于共反射面叠加（简称ＣＲＳ）方法
［４４５０］同多

聚焦叠加方法具有很多相似性，所以常被用于做对

比分析［５１，５２］。但通过研究两者的时差校正公式，可

很容易发现各自的优劣。ＣＲＳ方法的旅行时表达

式是泰勒展开式的二阶近似，而多聚焦方法的旅行

时表达式是双平方根型的。因此，对于强烈弯曲的

反射界面，多聚焦方法更准确。此外，对于单个

ＣＭＰ道集，多聚焦时差校正公式可简化为Ｂａｚｅｌａｉｒｅ

时移双曲线公式［６］；而ＣＲＳ时差校正公式则被简化

为经典的 ＤｉｘＮＭＯ 公式。即使在水平层状介质

中，Ｂａｚｅｌａｉｒｅ时移双曲线公式也比ＤｉｘＮＭ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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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的时差校正效果。综上可知，多聚焦方法在

理论上优于ＣＲＳ方法。同样，从应用效果上也可体

现多聚焦叠加方法的优势。Ｌａｎｄａ等
［２０］对多聚焦

和ＣＲＳ方法分别在弯曲程度较小的和强烈弯曲的

反射界面、散射点三种模型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ＣＲＳ方法会导致较大的时差校正误差。

５　多聚焦方法发展方向展望

由于多聚焦叠加方法具有适用于不规则观测系

统和复杂地表的优点，且易于向三维延伸，因此未来

对多聚焦叠加方法的应用会更广泛，其发展也会越

来越快。笔者认为多聚焦叠加方法的未来发展将存

在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１）多参数全局优化反演算法的深入研究和推

广应用。通过对比测试，找到更高效、更适用于多聚

焦问题的反演算法，可以在削减计算成本的同时，使

三维多聚焦叠加方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２）将多聚焦叠加方法与一些深度偏移方

法［５３５５］相结合，有效利用波场信息，在提高信噪比和

分辨率的基础上，提高成像精度。

（３）将多聚焦叠加方法应用于压缩感知理论，对

覆盖次数有限的稀疏数据进行重构［５６］，在增加叠加

次数的同时，也提高了数据的信噪比。

６　结束语

多聚焦叠加是一种优异的叠加方法，其双平方

根型的时差校正公式彻底解决了远炮检距拉伸畸变

的问题，同时将属于不同ＣＭＰ道集的接收道进行

叠加，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叠加剖面的信噪比和分辨

率。本文系统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多聚焦叠加方法

（包括传统平面多聚焦叠加、起伏地表多聚焦叠加、

球面多聚焦叠加、非双曲多聚焦叠加等）及其在多次

波预测、叠前信号增强、数据规则化、绕射波成像、速

度建模等方面的应用及效果，可知多聚焦叠加方法

具有较强适应性、较高成像精度，是一类很有发展潜

力的叠加方法。同时，与共反射面叠加方法相比，多

聚焦叠加方法在理论上更具优势，在应用中也得到

了更好的时差校正效果。

随着三维勘探及复杂油气储层勘探的不断深

入，多聚焦叠加方法的优势逐渐显现。当然，多聚焦

叠加方法依然存在需改进和完善之处，如反演多聚

焦参数的计算成本较高，这就要求在后续研究中探

寻更高效、更适用的多聚焦参数反演算法及相应的

ＧＰＵ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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