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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近地表横波速度结构成像的主要手段之一，面波多道分析法的正问题研究对现场观测系统设计及后续

反演计算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面波频散曲线的正演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水平层状介质中面波的本征值问题进行

求解，该类方法计算效率高但较难考虑地下介质在横向上的不均匀性；二是基于波动方程的全波场模拟，该类方法

在理论上可考虑任意复杂的地质模型但计算成本相对较高．本文基于振幅归一化加权的聚束分析，提出了一种适

用于横向非均匀介质模型的多道瑞雷波频散曲线正演方法．首先，基于聚束分析的计算公式推导得到了经振幅归

一化加权后输出功率谱中相速度与局部相速度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黄金分割极值搜索算法计算得到了多道瑞雷

波数据的理论频散曲线．数值分析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快速地实现横向非均匀介质中多道瑞雷波频散曲线的正

演计算，所求取的频散曲线与采用二维弹性波时间域有限差分模拟分析得到的结果误差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该计算方法的可靠性，从而可为面波多道分析法中的观测系统快速优化设计以及横向非均匀介质中频散曲线

的反演解释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聚束分析；横向非均匀介质；面波多道分析法；频散曲线；正演模拟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１Ｏ０２０８ 中图分类号　Ｐ６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２，２０２１０３２７收修定稿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７７４１２４，４２０７４１７７）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胡书凡，男，１９９２年生，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瑞雷波正反演及电磁波层析成像研究．Ｅｍａｉｌ：１４＿ｈｕｓｆ＠ｔｏｎｇｊｉ．ｅｄｕ．ｃｎ

通讯作者　赵永辉，男，１９７４年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综合地球物理的教学及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ｙｈ＠ｔｏｎｇｊｉ．ｅｄｕ．ｃｎ

犉狅狉狑犪狉犱犿狅犱犲犾犻狀犵狅犳犿狌犾狋犻犮犺犪狀狀犲犾犚犪狔犾犲犻犵犺狑犪狏犲犱犻狊狆犲狉狊犻狅狀犮狌狉狏犲

犻狀犾犪狋犲狉犪犾犾狔犻狀犺狅犿狅犵犲狀犲狅狌狊犿犲犱犻犪

ＨＵＳｈｕＦａｎ１，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Ｈｕｉ
１，ＷＵ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

２，１，ＧＥ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３

１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犗犮犲犪狀犪狀犱犈犪狉狋犺狊犮犻犲狀犮犲，犜狅狀犵犼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犺犪狀犵犺犪犻２０００９２，犆犺犻狀犪

２犜犺犲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犕狌狀犻犮犻狆犪犾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狅犳犑犻狌狊犪狀犛狅犮犻犲狋狔，犛犺犪狀犵犺犪犻２０００４１，犆犺犻狀犪

３犣犺犲犼犻犪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犠犪狋犲狉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犈犾犲犮狋狉犻犮犘狅狑犲狉，犎犪狀犵狕犺狅狌３１００１８，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ＭＡＳＷ）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ｓｆｏｒ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ａ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ｅｉｇｅ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ｙ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ｉｍ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ｕ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ｗａｖ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ｆｕｌｌ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ａｎ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ｕｔ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ｈｉｇｈ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ｓ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ｐｈａｓ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

ｄａｔａ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ａｎ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ｓｉｎ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ｓｍａｌｌ，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ｉｎ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ｏｏｌ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

ＭＡＳＷ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ＭＡＳＷ；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０　引言

瑞雷波是由纵波和横波垂直分量在自由表面发

生相长干涉而形成的一种沿自由表面传播的地震

波．在垂向非均匀介质中，瑞雷波具有几何频散特

性，即不同频率分量以不同的相速度传播，进而可用

来探测地下介质的速度结构信息，其应用领域包括

浅地表地球物理（曾求等，２０２０；宋政宏等，２０２０；林

融冰等，２０２０）、勘探地球物理（孟小红和郭良辉，

２００７；吴曲波等，２０１９）及区域与全球地震学（顾勤平

等，２０２０；付媛媛和肖卓，２０２０）等．在浅地表面波勘

探中，早期采用的面波谱分析法（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ｓ，ＳＡＳＷ）通过测量两道接收信号

的相位差来获取频散曲线（Ｎａｚａｒｉ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６），

但其计算结果存在易受随机噪声、体波以及多模式

叠加等影响的问题（Ｎｅｄｕｃｚａ，２００７；Ｈａｓｈｅｍ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而之后发展的面波多道分析法（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ｓ，ＭＡＳＷ）将接收到的时空

域多道面波信号变换到另一个域中以此来构建频散

图像（Ｐａｒ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Ｘｉ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根据面波

的强能量特征可从此图像中提取得到高质量的频散

数据（Ｓｏｃ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常用的变换方法有：频率

波数变换（Ｇａｂｒｉｅｌ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Ｒｉｘ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倾斜叠加变换（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ａｎｄＹｅｄｌｉｎ，１９８１；Ｘｉ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以及相移法（Ｐａｒ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等．当前，

面波多道分析方法以其非侵入性、无损、高效及经济的

特点而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夏江海等，２０１５）．

瑞雷波频散曲线的正演是其反演的基础，并可

为实际工作调查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依据．当前，面

波多道分析法中采用的理论频散曲线计算方法大多

基于水平层状模型假设，主要有 ＴｈｏｍｓｏｎＨａｓｋｅｌｌ

法（Ｔｈｏｍｓｏｎ，１９５０；Ｈａｓｋｅｌｌ，１９５３）、ＳｃｈｗａｂＫｎｏｐｏｆｆ

法（Ｓｃｈｗａｂａｎｄ Ｋｎｏｐｏｆｆ，１９７０，１９７２）、δ 矩 阵 法

（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７０；ＢｕｃｈｅｎａｎｄＢｅｎＨａｄｏｒ；１９９６）、ＡｂｏＺｅｎａ

法（ＡｂｏＺｅｎａ，１９７９）、反射透射系数法（Ｋｅｎｎｅｔｔａｎｄ

Ｋｅｒｒｙ，１９７９）以及广义反射透射系数法（Ｃｈｅｎ，１９９３；何

耀锋等，２００６）等．上述方法通过对频散方程进行搜根

可快速实现瑞雷波理论相速度的计算，但实际浅地

表介质中往往呈现较明显的横向不均匀性，接收排

列下方是否能用水平层状模型来表达还有待商榷．

而基于波动方程的全波场模拟理论上可考虑瑞雷波

在任意横向变化介质中的传播，模拟过程通常采用

有限元（刘雪明等；２００９）、有限差分（周竹生等，

２００７；袁士川等；２０１８）等数值计算方法来实现，其中

又以交错网格有限差分算法（Ｖｉｒｉｅｕｘ，１９８６）应用最

为广泛．在交错网格有限差分算法中，自由表面边界

的处理将对瑞雷波模拟精度产生较大的影响，早期

常采用的真空近似法（Ｂｏｏｒｅ，１９７２）存在数值稳定性

差和计算精度低的问题（Ｇｒａｖｅｓ，１９９６）．之后，通过

许多学者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应力镜像法（Ｌｅｖａｎｄｅｒ，

１９８８）、横向各向同性介质替换法（Ｍｉｔｔｅｔ，２００２）、声

学弹性边界近似法（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和改进的真空

处理公式（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等自由表面边界的处

理方法，有效地提高了瑞雷波的模拟精度．在模拟得

到全波场记录后，可与实际处理一样采用面波多道

分析法来提取瑞雷波频散曲线．然而，在实际正演模

拟中往往需要对多组模型及其参数变化的影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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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于计算精度的要求以及稳定性条件的限制

导致该类方法需要较长的计算时间．

鉴于现有频散曲线计算方法受限于水平层状

模型假设或全波场模拟计算量较大等问题，本文

从面波多道分析法中聚束分析的计算公式入手，

通过推导振幅归一化后聚束分析输出功率谱中相

速度与局部相速度之间的关系，采用类似于从频

散图像中估计多道瑞雷波相速度的方式，利用黄

金分割极值搜索算法求得理论相速度值，以实现

横向非均匀介质中多道瑞雷波频散曲线的快速正

演．并针对两类典型的横向不均匀介质模型，分析

了局部频散曲线、平均频散曲线以及本文方法计

算得到的理论频散曲线与二维弹性波场模拟分析

得到的频散曲线之间的差异．

１　振幅归一化聚束分析

对于主动源瑞雷波勘探中采用的线性排列，假

设共有犔道接收且每道的偏移距由狓犾表示、每道接

收信号的傅里叶谱由犛^犾（ω）表示，传统聚束分析的

输出可表示为（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Ｄｕｇｅｏｎ，１９９３）

犣（ω，犽）＝∑
犔

犾＝１

狑犾犛^犾（ω）ｅ犼
犽狓犾， （１）

其中，犼
２＝－１；ω为角频率，单位为ｒａｄ／ｓ；犽为波数，

单位为ｒａｄ／ｍ；狑犾为每道的权重．

上式也可写成矩阵形式，表示为

犣（ω，犽）＝犲
Ｈ（犽）犠犛（ω）， （２）

其中，Ｈ代表复共轭转置；犲（犽）＝ ［ｅ－ｊ
犽狓
１，ｅ－ｊ犽狓２，…，

ｅ－ｊ犽狓犾］Ｔ为平面波导向矢量；犛（ω）＝［犛^１（ω），犛^２（ω），…，

犛^Ｌ（ω）］
Ｔ为由每道接收信号傅里叶谱组成的列向量；

犠 为一对角矩阵，包含了每道的权重．

通过式（１）和式（２）可以看出，若取每道的权重

狑犾为１，则利用传统聚束分析得到的频散图像与二

维离散傅里叶变换（Ｇａｂｒｉｅｌ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７）以及标准

线性拉东逆变换（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ａｎｄＹｅｄｌｉｎ，１９８１；

ＳａｃｃｈｉａｎｄＵｌｒｙｃｈ，１９９５；潘冬明等，２０１０）的结果是

等价的；若取每道的权重狑犾 ＝１／ 犛^犾（ω），即将每

道信号的振幅作归一化从而补偿几何扩散和衰减的

影响，则此情况下聚束分析等价于相移法（Ｐａｒｋ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在频散分析过程中，通常计算的是聚束分析的

输出功率谱（Ｒｉｘ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ＺｙｗｉｃｋｉａｎｄＲｉｘ，

２００５），表示为

　　犘（ω，犽）＝犣（ω，犽）犣（ω，犽）
Ｈ

＝犲
Ｈ（犽）犠犛（ω）犛

Ｈ（ω）犠
Ｈ犲（犽）

＝犲
Ｈ（犽）犠犚（ω）犠

Ｈ犲（犽）， （３）

其中，犚（ω）为空间谱相关矩阵，表示为

　犚（ω）＝

犚１１（ω） 犚１２（ω） … 犚１犔（ω）

犚２１（ω） 犚２２（ω） … 犚２犔（ω）

   

犚犔１（ω） 犚犔１（ω） … 犚犔犔（ω

熿

燀

燄

燅）

， （４）

其中，犚犿狀（ω）＝犛^犿（ω）·犛^

狀
（ω）为第犿与第狀道之

间的互功率谱，表示复共轭．

若取每道的权重狑犾＝１／ 犛^犾（ω），并经过欧拉

公式化简，式（３）可表示为

　犘（ω，犽）＝∑
犔

犿＝１
∑
犔

狀＝１

狑犿狑狀 犛^犿（ω） 犛^狀（ω）ｅｊ
［Δφ犿狀

（ω）－犽（狓狀－狓犿
）］
＝犔＋２∑

犔－１

犿＝１
∑
犔

狀＝犿＋１

ｃｏｓ［Δφ犿狀（ω）－犽（狓狀－狓犿）］，

（５）

其中，Δφ犿狀（ω）为第犿 与第狀道之间的相位差．由

式（３）可知，利用式（５）进行频散分析得到的相速度

与利用相移法估计得到的相速度仍然是一致的，只

是该式计算的是功率谱，而相移法生成的频散图像

所表征的是幅度谱．

２　多道瑞雷波频散曲线正演

对于线性排列中的两道瑞雷波记录，经几何扩

散校正后第二道信号的傅里叶谱犛^狀（ω）可以由第一

道信号的傅里叶谱 犛^犿（ω）表示（Ｋｕｌｅｓｈ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Ａｓｋａｒｉａｎｄ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２０１２），其公式为

　　　犛^狀（ω）＝犛^犿（ω）ｅ
－犃犿狀

（ω）犱犿狀ｅ－ｊ犽犿狀
（ω）犱犿狀， （６）

其中，犱犿狀 ＝狓狀－狓犿 为两道之间的距离；犽犿狀（ω）为

两道之间的空间波数，确定了瑞雷波在两接收点之

间的传播；犃犿狀（ω）为与频率相关的衰减函数．

在正问题中可将地下模型离散为一系列的网格

单元，网格单元的厚度可根据需求设置相同或不同

（如图１ａ所示），若只考虑弹性介质，则每个网格单

元的弹性参数由横波速度、纵波速度以及密度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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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模型离散方式下，（６）式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犛^狀（ω）＝犛^犿（ω）∏
犙

狇＝１

ｅ－ｊ犽狇
（ω）Δ狓

狇， （７）

其中，犽狇（ω）为局部空间波数，由犿与狀道之间第狇

列网格单元的弹性参数确定；Δ狓狇 为犿 与狀道之间

第狇列网格单元的宽度．

根据式（７），第犿 与第狀道之间的相位差可表

示为

Δφ犿狀（ω）＝犽犿狀（ω）犱犿狀 ＝∑
犙

狇＝１

犽狇（ω）Δ狓狇， （８）

将（８）式代入（５）式，并根据关系狏＝ω／犽，可得到振

幅归一化聚束分析输出功率谱中相速度与局部相速

度之间的关系，表示为

犘（ω，狏）＝犔＋２∑
犔－１

犿＝１
∑
犔

狀＝犿＋１

ｃｏｓ ω ∑
犙

狇＝１

Δ狓
狏狇（ω）

－
犱犿狀（ ）［ ］狏

，

（９）

其中，狏狇（ω）为局部相速度．

在实际多道瑞雷波数据的频散分析过程中，频

散曲线通常是根据频散图像中的谱峰值来确定的．

同样地，多道瑞雷波数据的理论频散曲线也可通过

求取式（９）的局部极大值来求得，其具体实现方法：

（１）利用传递矩阵算法求得由每一列模型网格

单元构成的层状模型的局部相速度狏狇（ω）．

（２）将局部相速度狏狇（ω）转换为局部空间波数

犽狇（ω），并根据（８）式计算每接收对之间的相位差

Δφ犿狀（ω）．

（３）利用黄金分割极值搜索算法求得式（９）的局

部极大值狏（ω），计算完所有频率点后即可得到多道

瑞雷波数据的理论频散曲线．

正演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对于复杂地质模型

式（９）可能存在多个局部极大值，因此在极值搜索过

程中应充分考虑频散曲线的连续性，即将上一个频

点的相速度值作为初值进行搜索，从而得到一条与

实际频散曲线相匹配的理论频散曲线．

３　理论模型试验

为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基于聚束分析的多道瑞雷

波频散曲线正演算法的可靠性，对典型的横向不均

匀介质模型（断层模型、含低速异常模型）进行了试

验．首先通过二维交错网格时间域有限差分算法

（Ｖｉｒｉｅｕｘ，１９８６），对各向同性弹性模型进行全波场模拟．

全波场数值模拟中采用时间二阶、空间十二阶的差分

精度，自由边界条件采用应力镜像法（Ｌｅｖａｎｄｅｒ，

１９８８）进行处理；模型大小为６０ｍ（宽）×１５ｍ（深），

图１　正演算法流程图

（ａ）模型网格剖分示例，黑色

Δ

表示接收点位置；（ｂ）局部频散曲线；（ｃ）接收对之间的相位差；（ｄ）振幅归一化聚束分析的输出功率谱，

黑色点线为通过黄金分割极值搜索得到的多道瑞雷波频散曲线．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ｌａｃｋ

Δ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ｂ）Ｌｏｃ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ｃ）Ｐｈａ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ｐａｉｒ；（ｄ）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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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断层模型及相应的单炮记录

（ａ）断层模型，红色○和黑色

Δ

分别表示激发震源和接收点的位置，黑色虚线代表接收排列中点；（ｂ）模拟的共炮点道集．

Ｆｉｇ．２　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ｓｈｏｔｒｅｃｏｒｄ

（ａ）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ａｃｋ

Δ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ｍｏｎ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

横纵向网格剖分为０．１ｍ×０．１ｍ；激发震源采用中心

频率为２０Ｈｚ的雷克子波，时间采样间隔取０．２５ｍｓ；

接收排列共４８道，最小偏移距１０ｍ，道间距１ｍ．在

得到了瑞雷波的波形记录后，采用式（５）对多道瑞雷

波数据进行频散分析并根据谱峰值提取相应的频散

曲线．之后，采用基于聚束分析的多道瑞雷波频散曲

线正演算法对相同模型进行计算得到理论频散曲

线，并分析该理论频散曲线与波场模拟分析得到的

频散曲线之间的误差．

由于在一定偏移距范围内瑞雷波以柱面波方式

传播且此范围内体波能量较强，从而对频散分析造

成影响并导致低频分量的相速度值被低估或高估，

又称之为近场效应（Ｚｙｗｉｃｋｉ，１９９９），因此本文采用

归一化排列中心距（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Ａｒｒａｙ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ＮＡＣＤ）和归一化瑞雷波速度（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ＮＲＷＶ）来进行误差分析（Ｙｏｏｎａｎｄ

Ｒｉｘ，２００９），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ＮＡＣＤ＝
珚狓

λＲ
＝

１

犔∑
犔

犾＝１

狓犾

λＲ
， （１０）

ＮＲＷＶ＝
狏Ｒ（ω）

狏Ｒ，ｐｌａｎｅ（ω）
， （１１）

其中，珚狓为排列中所有接收道偏移距的平均值；λＲ

为瑞雷波的波长；狏Ｒ（ω）为波场模拟分析得到的瑞

雷波相速度；狏Ｒ，ｐｌａｎｅ（ω）为平面瑞雷波的理论相速

度，或称为参考相速度．

３．１　断层模型

如图２ａ所示，在该模型中间区域存在地层错

断，模型中泊松比为常数０．３３３，每层密度均为１９００

ｋｇ·ｍ
－３，在横向大于４０ｍ的区域内地层横波速度

由上到下依次为１００、１２０、１７０ｍ·ｓ－１和２７０ｍ·ｓ－１．

图中红色圆圈为激发震源位置，黑色三角形为接收

点位置，黑色虚线代表接收排列中点．图２ｂ为利用

全波场模拟得到的共炮点道集，可以看出在偏移距

为２０ｍ左右处瑞雷波记录的视速度发生了明显变

化，意味着地下存在较强的横向不均匀性．

图３ａ为利用式（９）计算得到的振幅归一化聚束

分析的理论输出功率谱，图中黑色虚线代表波数

犽＝２π／犔，其中犔为接收排列长度．在模型离散过程

中，每个网格单元的宽度固定为０．１ｍ、厚度根据模

型设定．需要说明的是，在理论频散曲线的正演过程

中并不需要像生成频散图像那样计算每个相速度值

对应的理论功率谱，而只需进行极大值搜索即可．由

图可见，在横向不均匀模型中理论功率谱将存在多

个局部极大值，而利用考虑频散曲线连续性的策略

可较好地搜索得到一条光滑变化的理论频散曲线

（图３ａ中白色点线）．图３ｂ为利用式（５）对模拟单炮

记录进行波场变换得到的频散图像，图中黑色虚线

代表波数犽＝２π／犔．相较于图３ａ，此频散图像中的

能量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体波及散射面波的影

响．在频率小于５Ｈｚ的范围内，由于低频分量的缺

失以及泄露误差的影响，已难以准确地获取瑞雷波

相速度，同时在高频段相速度趋于常速度值，因此在

接下来的对比中只对５～５０Ｈｚ频段范围内的分量

进行分析，从频散图像中提取的频散曲线如图３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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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色点线所示．采用基于聚束分析的多道瑞雷波

频散曲线正演算法计算得到的理论相速度值如图

３ｂ中的白色点划线所示，可以看出在整个频段范围

内该理论频散曲线与提取的频散曲线吻合较好，只

是在５～６Ｈｚ频段内相速度值要低于提取值，这主

要是由于低频瑞雷波不发育以及近场效应所导致

的，理论频散曲线与提取频散曲线之间的均方根误

差为４．０２ｍ·ｓ－１，大于６Ｈｚ频段内的均方根误差

为０．９４ｍ·ｓ－１．接收排列中点处的局部频散曲线

如图３ｂ中的黑色点划线所示，在所有频段内局部频

散曲线的相速度值都要低于提取得到的相速度值，

两者之间的均方根误差为６．８３ｍ·ｓ－１，大于６Ｈｚ

频段内的均方根误差为５．５４ｍ·ｓ－１，说明当地下

存在较强的横向不均匀性时利用面波多道分析法提

取的频散曲线并不满足中点假设，将提取得到的频

散曲线置于排列中点会给之后的反演解释带入较大

的误差．接收排列下方所有局部频散曲线的平均值

如图３ｂ中的蓝色点划线所示，在大于６Ｈｚ频段范

围内平均相速度值皆高于提取得到的相速度值，两

者之间的均方根误差为６．９６ｍ·ｓ－１，大于６Ｈｚ频

段内的均方根误差为６．１６ｍ·ｓ－１，说明面波多道

分析法得到的频散曲线并不是排列下方局部频散曲

线的简单算术平均．

图３ｃ为将理论频散曲线、局部频散曲线和平均

图３　断层模型频散分析结果

（ａ）基于振幅归一化聚束分析得到的理论功率谱，白色点线为极值搜索得到的理论多道瑞雷波频散曲线，黑色虚线代表波数犽＝２π／犔；（ｂ）

模拟的单炮记录进行波场变换得到的频散图像，黑色点线为提取得到的频散曲线，白色点划线为正演得到的理论频散曲线，黑色点划线为

排列中点处的局部频散曲线，蓝色点划线为排列下方的平均频散曲线，黑色虚线代表波数犽＝２π／犔；（ｃ）ＮＡＣＤＮＲＷＶ曲线图，黑色点划线、

○标注线和×标注线分别为以理论相速度、局部相速度、以及平均相速度作为参考速度计算得到．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

（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ｏｕｔ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犽＝２π／犔；（ｂ）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ｍｏｎ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ｄｏｔ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ａｔｔｈｅｍｉｄｐｏｉｎｔ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ａｒｒ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ｕｅ

ｄｏｔ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ｄｅｐｉｃｔ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ａｒｒａ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犽＝２π／犔；（ｃ）

Ｔｈｅｐｌｏｔ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ｒｓｕｓ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ａｒｒａｙ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

× ｍａｒｋ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ｏｃａｌ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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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期 胡书凡等：横向非均匀介质多道瑞雷波频散曲线正演

频散曲线作为参考相速度计算得到的归一化排列中

心距归一化瑞雷波速度曲线图（ＮＡＣＤＮＲＷＶ曲

线图）．根据水平层状模型中近场效应的研究（Ｙｏｏｎ

ａｎｄＲｉｘ，２００９；Ｂｏｄ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ＲｏｙａｎｄＪａｋｋａ，

２０１７），当地层中横波速度呈速度递增型时，归一化

排列中心距大于１的范围内相对误差小于１０％；而

对于所有类型地层，归一化排列中心距大于２的范

围内相对误差小于５％．利用理论频散曲线作为参

考值得到的曲线如图３ｃ中的黑色点划线所示，在归

一化排列中心距大于１的范围内最大相对误差为

７．８％，在归一化排列中心距大于２的范围内最大相

对误差为２．１％，这与水平层状模型中的研究结果

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本文正演方法的可靠性．利用排

列中心点处局部频散曲线作为参考值得到的曲线如

图３ｃ中的圆号标注线所示，在归一化排列中心距大

于１和大于２的范围内最大相对误差皆为１６．４％，

可知在此情况下排列中点假设并不成立．利用排列

下方局部频散曲线的平均值作为参考相速度得到的

曲线如图３ｃ中的叉号标注线所示，在归一化排列中

心距大于１和大于２的范围内最大相对误差皆为

１１．０％，相比于理论频散曲线的结果误差值较大．

本文所有算法的计算部分代码都是在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ｉ３４１５０处理器、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下利用

ＩｎｔｅｌＦｏｒｔｒａｎ编译器进行编译执行的．对于二维弹

性波时间域有限差分算法，由于需要对人工截断边

界进行处理并考虑瑞雷波的影响深度（实际模型大

小为８０ｍ×６０ｍ），此算例中的计算耗时为３９０ｓ，

若将网格剖分为０．０５ｍ×０．０５ｍ并同时满足相同

采样间隔的要求，则计算耗时上升至３１９２ｓ．而对于

图２ａ所示的层状模型，基于聚束分析的多道瑞雷波

频散曲线正演算法无需对模型进行深度方向上的网

格细分，在此算例中计算耗时仅为０．５ｓ，若将网格

单元的宽度设置为０．０５ｍ，计算耗时也仅为０．７ｓ，

能够满足多组模型以及模型中参数变化影响的快速

计算分析．

３．２　含低速异常模型

如图４ａ所示，在该模型２０～４０ｍ范围内存在

一椭圆形低速异常体，该椭圆的长轴和短轴分别为

１０ｍ和１ｍ，模型中泊松比为常数０．３３３、密度均匀

为１９００ｋｇ·ｍ
－３，地层中横波速度由上到下依次为

１２０ｍ·ｓ－１、１７０ｍ·ｓ－１和２７０ｍ·ｓ－１，低速异常

体的横波速度为１００ｍ·ｓ－１．图４ｂ为利用全波场

模拟得到的共炮点道集，由于此模型在横向上的不

均匀性相较于上个模型要更弱，因此在单炮记录中

瑞雷波视速度的变化也更缓一些．

图５ａ为利用式（９）计算得到的理论输出功率谱

以及利用黄金分割极值搜索得到的理论多道瑞雷波

频散曲线（白色点线），图中黑色虚线代表波数犽＝

２π／犔．在模型离散过程中，每个网格单元的宽度固

定为０．１ｍ、厚度根据模型设定．图５ｂ为利用式（５）

对模拟单炮记录进行波场变换得到的频散图像，图

中黑色虚线代表波数犽＝２π／犔．同样地，这里只对

５～５０Ｈｚ频段范围内的分量进行分析，从频散图像

中提取的频散曲线如图５ｂ中的黑色点线所示．基于

振幅归一化聚束分析的多道瑞雷波频散曲线正演算

法计算得到的理论相速度值如图５ｂ中的白色点划

图４　含低速异常模型及相应的单炮记录

（ａ）含低速异常模型，红色○和黑色

Δ

分别表示激发震源和接收点的位置，黑色虚线代表接收排列中点；（ｂ）模拟的共炮点道集．

Ｆｉｇ．４　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ｓｈｏｔｒｅｃｏｒｄ

（ａ）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ａｃｋ

Δ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ｍｏｎ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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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含低速异常模型频散分析结果

（ａ）基于振幅归一化聚束分析得到的理论功率谱，白色点线为极值搜索得到的理论多道瑞雷波频散曲线，黑色虚线代表波数犽＝２π／犔；

（ｂ）模拟的单炮记录进行波场变换得到的频散图像，黑色点线为提取得到的频散曲线，白色点划线为正演得到的理论频散曲线，黑色

点划线为排列中点处的局部频散曲线，蓝色点划线为排列下方的平均频散曲线，黑色虚线代表波数犽＝２π／犔；（ｃ）ＮＡＣＤＮＲＷＶ曲线

图，黑色点划线、○标注线和×标注线分别为以理论相速度、局部相速度、以及平均相速度作为参考速度计算得到；（ｄ）利用最小偏移距

为１ｍ、５ｍ和１０ｍ的单炮记录得到的叠加频散图像，图中线条表征与（ｂ）一致．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ｏｄｅｌ

（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ｗａｖ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犽＝２π／犔；（ｂ）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ｍｏｎ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ｄｏｔ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ａｔｔｈｅｍｉｄｐｏｉｎｔ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ａｒｒ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ｕｅｄｏｔ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ａｒｒａ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犽＝２π／犔；（ｃ）Ｔｈｅｐｌｏｔ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ｒｓｕｓ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ａｒｒａｙ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ｌｉｎｅ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ｏｃａｌｐｈａ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ｈａｓ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Ｓｔａｃｋｅｄ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ｍｍｏｎ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ｅａｒｅｓｔｏｆｆｓｅｔｏｆ１ｍ，５ｍａｎｄ１０ｍ．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ｌ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

线所示，在整个频段范围内理论频散曲线与提取的

频散曲线一致性较高，并且在此模型中频散图像受

近场效应的影响要更弱，差异主要集中在８．５～１０

Ｈｚ频段范围内，这是由于低速异常体引起的散射瑞

雷波导致的，理论频散曲线与提取频散曲线之间的

均方根误差为１．５１ｍ·ｓ－１．接收排列中点处的局

部频散曲线如图５ｂ中的黑色点划线所示，由于模型

浅层的横波速度无任何横向变化，局部频散曲线与提

取频散曲线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低于１８Ｈｚ的频段范围

内，此范围内相速度值要低于从频散图像中提取得到

的相速度值，两者之间的均方根误差为７．１２ｍ·ｓ－１．

接收排列下方所有局部频散曲线的平均值如图５ｂ

中的蓝色点划线所示，平均频散曲线与提取频散曲

线的差异也主要是在频率低于１８Ｈｚ的范围内，两

者之间的均方根误差为３．０３ｍ·ｓ－１．

图５ｃ为将理论频散曲线、局部频散曲线和平均

频散曲线作为参考相速度值计算得到的 ＮＡＣＤ

ＮＲＷＶ曲线图．利用理论频散曲线作为参考值得到

的曲线如图５ｃ中的黑色点划线所示，在归一化排列

中心距大于１和大于２的范围内最大相对误差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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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该误差对应的相速度点位于受散射瑞雷波影响

的频段内．利用排列中心点处局部频散曲线作为参

考值得到的曲线如图５ｃ中的圆号标注线所示，在归

一化排列中心距大于１的范围内最大相对误差为

１５．９％，在大于２的范围内最大相对误差为１４．８％，

可知在此情况下排列中点假设仍然是不成立的．利

用排列下方局部频散曲线的平均值作为参考相速度

值得到的曲线如图５ｃ中的叉号标注线所示，在归一

化排列中心距大于１的范围内最大相对误差为

６．９％，在大于２的范围内最大相对误差为４．６％．

地下存在横向不均匀性产生的散射瑞雷波将严

重影响频散图像的质量（ＹｉｌｍａｚａｎｄＫｏｃａｏｇｌｕ，

２０１２；Ｍ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而通过叠加不同偏移距数据

的频散图像可以较好地压制非一致性噪声（Ｎｅｄｕｃｚａ，

２００７；Ｓｏｃｃ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ＰａｓｑｕｅｔａｎｄＢｏｄｅｔ，２０１７）．对

于相同模型，保持接收排列固定不变，将最小偏移距

分别设置为１ｍ和５ｍ并进行全波场模拟，然后将

１ｍ、５ｍ和１０ｍ三种偏移距单炮记录得到的频散

图像进行叠加，叠加结果如图５ｄ所示，图中黑色点

线为从叠加频散图像上提取的频散曲线，称之为叠

加频散曲线．由图可见，叠加频散图像受散射瑞雷波

的影响较弱，基于振幅归一化聚束分析的多道瑞雷

波频散曲线正演算法计算的理论相速度值与提取得

到的相速度值之间的一致性有所提升，两者之间的

均方根误差为０．９５ｍ·ｓ－１，理论频散曲线与叠加

频散曲线之间的平均相对误差为０．４％，最大相对

误差为２．５％．在频率低于１８Ｈｚ范围内，排列中点

局部频散曲线的相速度值仍低于提取得到的相速度

值，两者之间的均方根误差为６．６０ｍ·ｓ－１，局部频

散曲线与叠加频散曲线之间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２．０％，最大相对误差为１２．２％．平均相速度值与提

取得到的相速度值之间的均方根误差有所上升，为

３．３８ｍ·ｓ－１，两者之间的平均相对误差为１．１％，

最大相对误差为７．６％．可以看出，基于振幅归一化

聚束分析的多道瑞雷波频散曲线正演算法计算得到

的相速度值与波场模拟分析得到的相速度值之间的

误差较小，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４　结论

本文基于振幅归一化聚束分析，提出了一种适

用于横向不均匀介质模型情况下的多道瑞雷波频散

曲线快速正演算法，并通过与二维弹性波时间域有

限差分模拟结果对比验证了该算法的可靠性．理论

模型分析揭示，对于横向不均匀地下介质，利用面波

多道分析法提取得到的频散曲线是接收排列下方介

质的综合反映，但不是接收排列下方局部频散曲线

的简单算术平均，更不能认为是接收排列中点处的

介质响应．本文算法研究可为面波多道分析法的观

测系统优化提供技术支撑，并且将该方法引入频散

曲线的反演解释有望克服当前面波多道分析法在横

向不均匀介质探测中水平分辨率的限制，提升反演

结果的可靠性．从理论上讲，该算法也适用于其他类

型导波（如勒夫波、Ｓｃｈｏｌｔｅ波等）在横向不均匀介质

中的多道频散曲线计算，而如何考虑多模式面波的

传播，以及相应的多道频散曲线正演算法，将是更具

理论意义及实际应用价值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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