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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面波严重影响地震中深层有效反射，而传统的曲波变换面波压制方法
无法根据数据实现自适应提取曲波基，影响了去噪效果，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经
验曲波变换压制面波的方法。该方法不仅能将地震数据分为多个尺度和方向，而
且不同于传统的曲波变换，能根据数据本身的信息，自适应提取曲波基，区分面
波与有效波的频谱支集。由于一次有效波与面波能量十分接近，导致面波与有效
波曲波系数出现少许重叠，结合奇异值分解的方法，最终在曲波域有效实现了面
波与有效信号的信噪分离。模拟数据及实际资料处理结果表明，该方法比传统的
曲波变换面波压制方法效果更好，自动化程度更高，是一种先进有效的相对保幅
去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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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波变换方法以来，局部化、多尺度分析技术逐步用
于地震资料去噪领域。在面波压制方面，小波变换

面波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规则干扰波，在炮集上

也有着广泛的研究。Deighan 和 Wattes（1997）利

呈线性分布，具有频率低、视速度低、能量强的特

用小波变换的时频分析的特性，对地震道做小波变

点，严重掩盖了地震资料中有效反射信息，大大降

换并对低频区域做滤波处理来压制面波。Welford

低了地震资料的信噪比。去除面波的同时最大程度

和 Zhang（2004）利用物理小波变换的框架理论来

地保护有效信号，是地震勘探去噪的重要课题之一。 消除面波。Chen 等（2009）利用有效信号相邻地
传统的面波压制方法，如高通滤波（Yilmaz, 2001）
、

震道的相关性、小波域能量分布具有相似性，提出

维纳滤波器（Karsli and Bayrak, 2004）、F-K滤波

了一种自适应面波压制方法，取得了一定效果。

（Gelisli and Karsli, 1998; Embree et al., 1963; Treitel

Wang等（2017）把小波变换与径向道变换结合，利

et al., 1967）等方法利用的主要是面波与反射波的单

用面波与有效波中视速度与能量特点上的差异来

一特征差异，在时间域是全局化的，无法适应地震

压制面波。但是由于小波变换基函数是各向同性的，

信号的多方向性、各向异性特性，并且在去噪的同

在处理二维或更高维地震数据时，小波变换以“点”

时会损失较多的有效信号。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小

为单位来捕捉图像特征，而无法表达“沿”边缘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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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无法实现多维噪音有效压制。随着多尺度几何

经验曲波变换继承了传统曲波变换的优点，

分析技术的发展，Candès 和 Donoho（2005）提出

同时做了一定改进。传统曲波变换请参考（Ma and

第二代曲波变换，其曲波基具有方向性，可以同时

Plonka, 2010）
。

优化图像中的曲线和纹理。并且在地震数据中，同

曲波变换是通过径向窗函数和角度窗函数把

相轴有着类似图像纹理的特性，此特点正好与曲波
基相契合，为曲波变换实现地震资料去噪提供了良

曲波域（即多尺度、多方向的 F-K 域）划分成楔
ˆ  k ,   ，  n  1,, N  ，从地球物
形的曲波基 

好基础。Yarham 等（2006）提出了基于曲波变换

理学者的角度考虑，这里 k 指的是波数，  指的

的 1加权模型来分离面波与有效波，并用块坐标松

是频率。其中径向窗函数 W   控制频域中圈的

n

弛的算法求解此模型，寻找最稀疏的面波加权曲波

大小，角度窗函数 Vn  k  ， n  1,, N  ，控制每

系数来压制面波。Herrmann 等（2007）将曲波基

个圈内曲波的方向，其中 n 代表第 n 个方向角度

看作是局部平面波，分析地震数据。Peter 和 Wang

（如图 1a 所示）(Donno et al., 2010)。事实上，一

（2009）先对数据进行带通滤波，然后利用奇异值

个曲波基就是一个固定尺度固定角度的滤波器

分解（SVD）来消除面波，同时保留了反射波的能

（Candès et al., 2006）。因此，曲波基就是径向窗

量。Zheng等（2010）提出利用二代曲波变换，分

函数与角度窗函数的内积，由下面的表达式构成，

析面波所在的尺度与角度，并对此区域阈值处理来

ˆ  k ,    W  V  k 

n
n

(1)

压制面波也保留了有效信号的能量。Oliveira等
（2012）把地震数据分解成不同尺度和方向，小尺
度、大能量的曲波系数对应的主要是面波，以此来
压制面波。上述面波压制方法均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其曲波基是固定的，不是一个自适应的稀疏变换，
难以适应多变的地震数据。Boustani 等（2013）提
出在曲波域上应用SVD分解来进一步压制面波。
Gilles等（2014）提出一种自适应的曲波变换：经验
曲波变换。不同于传统的曲波变换，经验曲波变换
可以根据数据的频谱分布来自适应的建立相应的
滤波器组，把信号分解成不同的成份，在此基础上
实现信噪分离。
本文在自适应的曲波变换的基础上，应用自适
应变化的曲波基，结合奇异值分解（SVD）方法，
在曲波域有效实现了面波与有效信号的信噪分离。
模拟数据及实际资料处理结果表明，该方法比传统
的曲波变换面波去噪方法效果更好，自动化程度更
高，能够在压制面波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有效信
号。

经验曲波变换及其压制面波的方法
传统曲波变换

经验曲波变换
传统曲波变换的窗函数是固定的，不能根据
信号的信息自适应变化。因此，Gilles 等（2014）
提出构造自适应的曲波变换——经验曲波变换。
总体上讲，实现经验曲波变换分为两步：一是自
适应识别频域分量；二是建立相应的滤波器组，
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1)识别频域分量，获得各个分量的边界。
首先，对输入信号 f  t  进行伪极坐标傅里叶
变换（PPFT），把信号从时空域转换到频率波数
域，得到数据频谱。然后，把频谱分解成不同的
成份。经验曲波变换不同于传统曲波变换固定使
用二进制分割，而是根据所要分析的信号信息，
提出不同的分割频谱分量的方法，例如，识别局
部频谱幅值最大方法等（Gilles et al., 2014）
。经过
频谱分割后得到频域边界，这里边界指的是两个
相邻分割后频率支集的中心点的集合，而且得到
n
尺 度 边 界     , n  1,, N s，和 角 度 边 界

   m  , m  1,, N。

（2）构造相应的滤波器组。
与传统曲波变换相似，经验曲波变换的频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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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中间圆形的低频区域与每个由径向窗函数 Wn

波变换的低频系数，

与角度窗函数 Vm 乘积所形成的楔形曲波的高频区
域组成（如图1所示）
。但是，不同的是，经验曲波
变换的窗函数取决于第一步所得到的边界（  和

Cd 1,1   f  x, t 1dxdt

Cd  m, n    f  x, t nm dxdt

用此方法，我们得到一组自适应的滤波器组
低频区域  nm  x  代表由窗函数乘积所形成的楔形
曲波。其中，经验曲波变换的径向窗函数 Wn 与角
度窗函数 Vm 数学表达式如下：
1 if 1     n    1     n +1

   1
n 1  
cos  2   2 n 1    1       


 


n
1
n
1
if 1        1    
Wn    
   1
n 
sin  2   2 n 1    1       


 
n
n
if 1        1    

0
otherwise

(4)

而信号 f 和  nm 内积就得到高频系数，

 ）
。通过边界来确定窗函数的位置（如图1b所示）
。

  1  x  , nm  x  ，这里 1  x  代表中间圆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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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时，与传统曲波变换相同，把不同分量的
系数通过逆曲波变换，也就是曲波系数与曲波基
的内积，就得到重构后的信号。
综上所述，经验曲波变换与传统曲波变换最
大的不同在于窗函数的划分方式不同。传统曲波
变换是参数固定的二进制式地划分，而经验曲波
变换是自适应的，根据所分析信号的频域成分来
进行划分窗函数。所以，经验曲波变换是在传统
曲波变换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自适应的曲波变
换。

压制面波的流程

(2)

根据F-K滤波原理，面波主要位于曲波域（或

1
if  m       m 1  

cos     1    m 1    
 
  2  2 


m 1
m 1
if         
Vm    
  (3)
   1
m
sin  2   2        

 
if  m       m  

otherwise
0

F-K域）倾角更小的区域，与有效波所在的区域
是分开的。利用经验曲波变换把频域分成不同的
支集，通常能将面波与有效波有效分开。
首先，对地震数据 d  x, t  进行经验曲波变
换，得到不同尺度与方向的曲波系数 Cd （如图2
所示）。图2是含有面波地震数据的二维频谱，根
据面波与有效波性质的差异——面波的频率与
视速度较低，所以面波位于频谱较低，角度较小
的区域，其频谱与有效反射波的频谱分布在不同
的支集，那么利用经验曲波变换可以自适应的识
别频谱中的不同分量，也就是可以区分面波与有
效反射波的频谱，正如图2中红色圆圈标注的位
置分别是面波与有效反射波的频谱，提取其曲波
系数正是相应的面波与有效反射波，从而证明面

图 1 （a）传统曲波变换对频域规则划分的示意图；

波与有效波基本被经验曲波变换有效的分离。但

（b）经验曲波变换对频域自适应划分的示意图

是，由于一次反射波与面波的能量十分接近，有
少许一次反射波与面波出现重叠，曲波系数没有

（3）重构相应的分量。
因此，我们通过信号 f 和 1  x  的内积得到曲

完全分离（如图4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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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面波的特征值。原理如下（Xu, 1998）
：
Cd  i, j   UΛV   j  j u j v j

(6)

图3 奇异值曲线

这里，U ，V 指的是特征向量，u j ，v j 是 U ，
V 的第 j 列，Λ 代表特征值所在的矩阵，且  j 按
图2 经验曲波变换对含有面波的地震数据的频域进行
分割

从大到小排列（如图3所示）。同时对特征值进行
阈值处理，也就是保留较大的奇异值，其中  指
的是阈值，那么就得到进一步分离后的有效波

为了纠正经验曲波变换识别的误差，将少量
残余的面波与有效波实现完全分离，对面波与有
效波重叠的曲波系数 Cd  n, m  （ n 指的是尺度，

m 指的是角度）进行奇异值分解，得到表征有效

（如图4b所示），

j 
j 

(7)

 k  diag  1，
， k ,0,,0 

(8)

  j
k  
 0

图4 （a）面波与有效波重叠的曲波系数；（b）经过处理后压制面波后的曲波系数

最后，将所有含有有效波的曲波系数求和，
对其做逆经验曲波变换，从曲波域重构到时空
域，得到压制面波后的地震数据。

波面波压制方法的先进性与有效性。试验如下：
图5a为含有面波的模拟数据，图5b为不含面
波的模拟数据，采样率为 2ms ，地震道数为 512
道。图5c、5d分别为本文利用经验曲波变换方法

数值实验

压制面波后得到的信号以及与原数据相减后得
到的面波。图5e、5f分别为通过传统曲波变换加

我们对模拟数据和实际地震数据进行面波

上硬阈值后得到的去噪结果及相减后得到的噪

压制，并与基于传统曲波变换面波压制方法，FK

声。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压制面波都取得了一定

扇形滤波器面波压制方法进行对比，验证经验曲

的结果，但是通过观察相减得到的面波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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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保持有效信号幅度的能

提出的方法在保幅方面有更好的效果。与基于传

力更强。对单道去噪的结果做精细对比，如图6

统曲波变换的去噪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

所示，其中红色实线表示去噪后的结果，蓝色虚

在较好压制面波的同时，能更好的保持有效反射

线表示原始信号，并且在剪头所指的地方，本文

波的能量。

图5 模拟数据
（a）含有面波的原始数据；
（b）不含面波的原始数据；
（c）
（d）本文方法所得到的去噪结果和去除的面波；
（e）
（f）
基于传统曲波变换的硬阈值方法所得到的去噪结果和去除的面波

图6 去噪结果的单道信号分析
（a）基于传统曲波变换去噪结果的第240道信号；（b）本文提出的方法得到去噪结果的第240道信号

图7为从Madagascar网站下载的含有面波的实

加上硬阈值后得到的消除面波后的结果以及相减

际地震数据，可以看到该地震数据中的面波能量

后得到的噪声。图8e、8f为通过传统FK扇形滤波

很强，几乎覆盖了所有反射同相轴。图8a、8b为利

器方法得到的去噪结果以及相减后得到的噪声。

用本文所提出的压制面波方法后的信号以及相减

我们可以观察到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对面波的压制

所得到的面波干扰。图8c、8d为通过传统曲波变换

效果更好，同时保留了有效反射波的能量。但是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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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8b基于传统曲波变换方法的去噪结果中，我
们发现其中在压制面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定的有
效反射波。对比FK扇形滤波器方法，在图8e还残
留少许面波。如图9所示，进一步观察去噪后的F-K
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与传统曲波变换，FK扇形滤
波器方法相比，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面波所在区
域消除得更加精确，更加彻底，但是又没有过多
的去除有效反射波的频谱区域。
图 7 实际地震数据

图 8 实际地震数据压制面波结果
（a）
（b）基于传统曲波变换的压制面波结果和去除的面波（即：图7与图8a的差）；
（c）
（d）本文方法压制面波结果
和去除的面波（即：图7与图8c的差）；（e）（f） FK扇形滤波器压制面波结果和去除的面波（即：图7与图8e的差）

图 9 压制面波后的频率波数谱分析
（a）图8a的频率波数谱；
（b）图8c的频率波数谱；（c）图8e的频率波数谱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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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地震数据面波的去除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
个难题。本文利用经验曲波变换，根据面波与有
效波在频率波数谱上的差异，自动识别面波所在
频谱位置，对其进行分割，提取自适应曲波基，
实现了面波与有效波分离。对残存面波与有效波
重叠的能量，结合奇异值分解（SVD）的方法，
在曲波域有效的实现了面波压制。模拟数据及实
际资料处理结果表明，该方法比传统的曲波变换
面波去噪方法效果更好，自动化程度更高，在压
制面波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有效波，为“两
宽一高”地震勘探提供了一种有效叠前信噪比提
高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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