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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获得全地壳的有效反射信息，深地震反射数据采集

常增加大药量的大炮和中炮来提高地球深部反射信息的信噪

比；但深地震反射数据处理中用同一套流程和参数无差别的对

待大、中、小炮数据，只考虑到大、中、小炮数据共性，忽视了不

同激发药量数据间的差异，没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大炮、中炮

数据特性，进而使一些在大、中炮原始数据上有较高信噪比的

深部反射信息在常规剖面上却不能很好的体现，甚至不能成

像．本文根据大、中炮的特征进行处理对地壳深部结构成像，弥

补常规处理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并针对大、中炮数据联合处理

中的静校正、资料净化、速度求取、ＡＶＯ加权叠加等技术进行

阐述．通过对大、中炮处理剖面与常规剖面对比分析发现，小炮

适合中上地壳成像．大炮和中炮深部信噪比较高，有利于中下

地壳和上地幔成像，在深地震反射资料处理中须区分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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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深地震反射剖面探测技术同石油反射勘探原理相同，都

是利用不同物性界面的反射波来描述地质构造特征，是被国

际地学界公认的探测岩石圈精细结构的手段之一（王海燕等

２００６ａ，２０１０ｂ）．为了揭示区域深部构造并探索其地球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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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深地震反射需要同时获得上地壳岩层及其变形样式、

中下地壳反射特征、莫霍面的几何形态乃至来自上地幔的反

射信息．因此数据观测通常根据“浅深兼顾、大中小炮结合”

的原则设计，即针对浅、中、深部不同目的层，采用大、中、小

三种药量激发，激发药量的不同导致大、中、小炮资料深部品

质差异大，大炮和中炮的深部反射能量强、信噪比高，小炮深

部反射能量弱、抗干扰能力低、连续性差．当前针对深地震反

射数据的处理通常只考虑大、中、小炮数据共性，忽略了大、

中、小炮数据差异．用统一的流程、参数处理大、中、小炮，这

对中、浅层是合适的，但对深层没有考虑大、中、小炮能量、频

率、相位的差异，常导致一些大、中炮上的高信噪比和连续性

好的深部反射信息在常规处理剖面的上不能恰当的体现，甚

至不能成像．

本文选取六盘山深地震反射测线的１７２个大炮和中炮、

６００个小炮进行对比研究．首先针对大炮、中炮数据特点制

定相应的处理流程，获得叠加剖面；其次通过与常规处理剖

面对比，讨论了深地震反射数据处理中大、中、小区别对待问

题，最后给出相应的处理建议．

１　实验数据

为揭示青藏高原东北缘与鄂尔多斯地块过渡带的深部

结构，２０１２年７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六盘山地

区实施了一条１６５ｋｍ长的深地震反射剖面．深地震反射剖

面位于东经１０５．３°１０７．５°、北纬３５．０°３５．４°，分布在甘肃省

平凉市境内．深地震反射剖面位置如图１所示，为了获得全

地壳的反射信息，深地震反射数据采集根据“浅深兼顾、大、

中、小炮结合”的原则设计，即针对浅、中、深部不同目的层，

采用大、中、小三种药量的爆破震源激发；具体采集参数如

下：小炮炮距２５０ｍ，药量５０ｋｇ，道距５０ｍ，中间放炮，双边

６００道接收．最小偏移距５０ｍ，最大偏移距１５ｋｍ；中炮炮距

１ｋｍ，药量１００ｋｇ，采集排列同小炮一致；大炮炮距约

２５ｋｍ，药量为５００ｋｇ，道距为５０ｍ，单边１０００道接收．小、

中炮记录长度为３０ｓ，采样率是２ｍｓ，大炮记录长度为６０ｓ，

采样率为４ｍｓ．本次采集获得大炮７个、中炮１６５个、小炮

６００个．本文选取了７个大炮和１６５个中炮资料作为实验数

据．

２　处理技术对策

研究区地形起伏较大、浅层岩性变化剧烈、降速带厚度

变化大等因素引起地壳深部反射信噪比低、连续性差、反射

层位互串而不能连续追踪，静校正问题极为突出，解决该区

的静校正问题是处理的首要工作；其次研究区炮点（中炮、大

炮）距离较大、排列较长、地震地质条件差异大，单炮间的干

扰分布差异较大，故根据地表地质情况结合浅层速度结构分

区制定相应的去噪流程；大炮和中炮数据共深度点面元的满

覆盖次数是１５次，深部资料信噪比相对低，通过速度谱获取

速度是困难的，处理中须结合常速度扫描技术求得合适速

度；共深度点面元内偏移距分布不均匀且差异大，进而导致

同一面元中同一反射层位的响应有较大差别，故需考虑反射

能量随偏移距的变化．

２．１　静校正

大炮和中炮数据稀疏使沿深地震反射测线的地表采样

率低，仅靠当前数据做好静校正工作的是不足的，难以减少

计算中的多解性和满足静校正的精度要求，考虑到数据采样

率低的局限性和参考前人（林依华等，２００３；熊翥，２０００；李

家康等，２００１；林伯香等，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２ｂ；李录明等，２０００）对

黄土塬静校正研究结果，选取了初至波层析静校正方法，并

在初至波层析中增加微测井和小折射的解释成果约束多解

性来提高计算精度，图２为初至波层析获得浅层速度结构，０

～１０ｋｍ，高速层出露，低速层缺失，表层速度在２９００ｍ／ｓ，１０

～５０ｋｍ，低速层出现，速度在１２００ｍ／ｓ，层位相对稳定，但

地形切割严重，部分区域高速层出露，５０～１１０ｋｍ，该区在

六盘山上，速度变化剧烈，表层速度３０００ｍ／ｓ，１１０～１５０

ｋｍ，该区低速层稳定，速度在８００ｍ／ｓ．全区表层速度变化剧

烈，地表高差大；最终选取替换速度为３５００ｍ／ｓ，基准面为

２７００ｍ．图３为原始单炮数据和静校正后单炮数据经过自动

增益（５００）和中值滤波处理（４６３０３５）；３Ａ为原始大炮数

据，３Ｂ为应用静校正量的大炮数据．静校正量应用后，初至

波连续性、光滑度有了显著提高．从浅层到深层，有效反射品

质有了显著的改善，尤其深部１５ｓ左右的反射信息，同相轴

连续性、光滑度、信噪比有了显著提高．

２．２　资料净化

深反射地震测线长、炮点（大炮、中炮）间距大、地表起伏

剧烈、地震地质条件差别大导致资料的品质和干扰分布差异

大，故根据初至波层析获得速度结构（图２）结合表层地质，

将资料分成黄土塬、六盘山前、六盘山上３个区去噪，黄土塬

区域主要干扰是面波、高能干扰、随机噪声、５０Ｈｚ工业干

扰；六盘山前面波、线性噪声、随机噪声；六盘山噪音分布和

六盘山前相似，但六盘山干扰强度相对弱．去噪难点主要在

六盘山前数据，山前资料难点是面波和线性干扰压制，，根据

面波速度（１２００ｍ／ｓ）和频率（１４Ｈｚ）对面波进行自适应衰

减，然后进行强能量干扰压制（５０Ｈｚ工业干扰和尖脉冲），

根据速度（２５００ｍ／ｓ）对线形干扰进行压制．最后在ｆｘ域对

随机噪声衰减；如图４Ａ为六盘山山前单炮数据，单炮品质

较差，干扰波发育，压制了１７ｓ左右有效深部反射信息．图

４Ｂ去噪后的单炮，压制干扰波后，资料的品质有了较大的

改观，深部１７ｓ有效反射凸现出来．

２．３　速度提取

研究区深部反射资料的主频频率低（１４Ｈｚ）、对应地层

深度深、采集偏移距大使速度谱对速度变化不敏感，共深度

点面元覆盖次数低、偏移距分布不均匀、深部资料信噪比低、

抗干扰能力弱使速度谱能量不聚焦，易引起地壳深部速度的

错误解释，故本文求取速度思路：先用常速度扫描初步确定

深部地层速度的范围，在确定速度范围内进行速度谱分析，

进一步确定地壳深部反射速度．以该速度为中心，向两边做

微小摆动常速度扫描，对速度二次微调，选取叠加效果最好

的速度．速度计算参数如下：一次常速度扫描范围６～９ｋｍ／

ｓ，速度间隔２００ｍ／ｓ，１００个ＣＤＰ一组，二次速度分析间隔

为１００ｍ／ｓ；三次常速度扫描围绕二次确定的速度左右摆动

（１％、２％、３％、４％、５％）进行扫描，１００个ＣＤＰ一组．

２．４　时差校正和叠加

用求得速度对地壳深部反射信息进行时差校正，消除偏

移距对旅行时影响，对共深度点面元内的地震道叠加，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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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六盘山深地震反射测线位置

（红线表示深地震测线，数字表示公里数）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ｒｏｍ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ａｎ

（Ｒ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ｅｅｐ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ｄｅｎｏｔｅｓ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图２　初至波层析获得浅层速度结构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ａｙｅｒｆｒｏｍ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叠加基于多道统计理论，不考虑振幅随偏移距变化，在覆盖

次数高、偏移距分布均匀条件下较适合，但该区数据的共深

度点面元覆盖次数低，偏移距分布极不均匀，使同一深反射

层面元内地震道的能量差异大，故在叠加中根据振幅随偏移

距关系（ＡＶＯ）进行加权处理．图５Ａ为常规叠加剖面

（ＡＧＣ１０００）．图５Ｂ为ＡＶＯ加权后的原始叠加剖面（ＡＧ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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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图为ＦＦＩＤ２０４的大炮（５００ｋｇ），原始单炮（０～２０ｓ）Ｂ图为应用层析静校正量（０～２０ｓ）

Ｆｉｇ．３　Ｂｉｇｓｈｏｔ（５００ｋｇ），ｒａｗｓｈｏｔ（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

图４　ＦＦＩＤ８５０的共炮点记录Ａ为静校正处理后单炮，Ｂ为去噪处理后单炮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ａｔｉｃ（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ｎｏｉｓｅ（Ｂ）

１０００），ＡＶＯ加权叠加后资料的连续性和信噪比有了显著的

改善．

３　剖面对比

图６Ａ（ＡＧＣ１０００）是常规处理的叠加浅层剖面，６Ｂ

（ＡＧＣ１０００）是大炮和中炮的叠加剖面，６Ｂ在１．２～１．６ｓ

反射连续性差，资料信噪比低，只能隐约看到有效反射的影

子．图６Ａ料的连续性好、信噪比高，１．２～１．６ｓ的有效反射

突出，剖面抗干扰能力强，说明了对浅层地质构造成像小炮

数据远优于大炮和中炮数据．图７Ａ为大炮和中炮的部分叠

加剖面（１２～２０ｓ），７Ｂ是常规处理部分叠加剖面．７Ａ和７

Ｂ均为粗叠加剖面，未做剩余静校正和叠后修饰性处理，图

７Ａ和７Ｂ的深部地质构造形态相似，７Ａ的深部反射在

１５ｓ左右，信噪比高，同相轴连续性好，但分辨率低．图７Ｂ资

料信噪比低，同相轴隐约可见，连续性低，分辨率高．综上所

述，对于研究区地壳深部反射成像，中炮和大炮数据作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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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２９（１）李洪强，等：利用深地震反射大、中炮数据研究地壳深部结构－以六盘山深反射数据为例　（ｗｗｗ．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ｎ）

图５　大炮和中炮叠加剖面 ，Ａ常规叠加方法剖面，Ｂ基于ＡＶＯ技术加权叠加剖面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ｃｋ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ｉｇ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ｈｏ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ｌｓｔａｃｋ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ＳｔａｃｋｐｒｏｆｉｌｅｂｙＡＶＯ（Ｂ）

图６　叠加剖面部分显示（０．５～２．２ｓ）：Ａ图为小炮叠加，Ｂ图为大炮和中炮叠加剖面

Ｆｉｇ．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ｍａｌｌｓｈｏｔａｎ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ｃｋ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ｎｓｅｄｏｎｂｉｇ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ｈｏｔ

优于小炮，小炮对该区地壳深部反射成像作用有限，甚至起

到副作用．对于浅层，大炮和中炮的作用有限．

４　结论与建议

基于大、中炮的叠加剖面与常规处理剖面对比显示，大、

中炮资料对地壳深部反射信息成像作用明显、效果显著，小

炮对深部地壳成像作用有限，甚至起到副作用；小炮数据对

浅层成像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也说明大、中炮数据处理中采

用的基于小折射解释成果约束的初至波层析、分区去噪、多

次迭代速度求取、基于ＡＶＯ的加权叠加技术对深部成像是

有效的．当今所用的反射地震软件及配套技术都是针对石油

地震资料，而深地震勘探的目的和常规的石油勘探有着很大

的不同，进而导致在数据采集、处理思路、方法的不同，深地

震反射资料处理需要根据自身数据特点开发相应的处理方

法和制定相应的处理流程，进而在处理中将大炮、小炮、中炮

有机结合起来获得更好的成像，充分的挖掘利用深地震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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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叠加剖面部分显示（１１．５～２０ｓ）Ａ图大炮和中炮的剖面，Ｂ图为原始数据叠加剖面

Ｆｉｇ．７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ｉｇ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ｈｏｔ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ｃｋ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１１．５～２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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