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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地震资料普遍发育强能量表面多次波，传统表面多次波压制技术（SRME）能够预
测出所有阶次表面多次波，但是各阶次表面多次波相互混叠。为了能够单独利用不同阶次的
表面多次波成像，降低干涉假象对多次波成像的影响，需要将不同阶次的表面多次波分离出
来。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扩展 SRME 的海洋单阶次表面多次波分离方法。首先，应用 SRME 技术
预测出混叠的所有表面多次波；其次，修改常规 SRME 技术的边界输入条件，将上一步求得
的所有多次波进行升阶次处理；再次，预测出混叠的所有表面多次波与其升阶次后的表面多
次波匹配相减求得单阶次多次波。以此类推，能够逐步分离出不同阶次的表面多次波。数值
模型和某深海实际资料测试表明本方法的有效性，不同阶次表面多次波被有效分离，为后期多
次波的利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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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地区域蕴含着大量的油气资源，随着我国老区油气产量增长减缓，面向海洋领域
的石油勘探越来越重要。通过野外采集的地震数据处理是目前获取地下构造成像的重要途
径，海洋多次波成像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项针对海域地震资料处理的新技术，对于
提高海洋地震资料处理精度有着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而单阶次多次波分离技术是海洋多
次波成像技术的前提，也是多次波成像技术中降低干涉假象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单阶
次多次波的分离方法比较匮乏。
多次波处理贯穿着海洋地震资料处理的整个过程，多次波压制方法与多次波预测方法
[1]
是相伴而生。传统多次波衰减需要两个步骤，多次波预测和匹配相减过程。Berkhout 开展
了早期的多次波压制方法研究，提出了反馈模型的概念，是基于迭代法的表面多次波衰
[2]
减技术的基础；Verschuur 等 提出了自由表面多次波衰减技术并给出了该技术的实现
策略，这种方法就是目前工业界应用最为普遍的表面多次波压制技术（surface related
multiples elimination，SRME）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三维的 SRME 也推向了生产
[3]
应用 ；SRME 技术的假设条件是观测系统规则分布，而实际的观测系统经常由于障碍物和
地质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够满足这种假设，导致多次波预测不准确。三维广义表面多次
波预测技术（General surface multiple prediction，GSMP）基于震源与检波点的真实坐
收稿日期：202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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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能够准确地预测出非规则观测系统情况下的表面多次波，包括绕射和散射等多次波能
[4]
[5]
量 ；马继涛等 研究了三维表面多次波压制方法，克服了三维情形下震源和检波器在横测
[6]
线方向分布过于稀疏的弊端；方云峰等 针对三维 SRME 方法的计算效率偏低的问题，通过
[7]
优化多次波贡献道集求和的孔径范围内压制表面多次波方法，节省了计算资源；刘伊克等
对一次波成像既波路径偏移方法压制层间多次波进行了研究。逆散射级数法压制层间多次
[8]
波是由 Weglein 提出的，根据层间多次波具有“低-高-低”的关系，可以模拟出所有层间
多次波反射波，其缺点是计算效率非常低；共聚焦点技术也能够压制表面多次波和层间多
[9]
[10]
次波，前提是需要准确的速度场，是一种基于模型驱动的多次波压制方法 ；Jakubowic
[11]
基于地震干涉理论，通过波场间的褶积与相关运算构建层间多次波，Ikelle 建立了一种
[12]
通过虚同相轴的方式预测层间多次波反射波，避免了每层预测的困难；刘璐等 进一步应
[13]
用虚同相轴方法对实际资料进行了分析处理。Liu 等 提出了可控阶次多次波逆时偏移技
[14-15]
术，在偏移之前通过降阶次的方式分离处单阶次多次波；Li 等
利用聚焦变换和 SRME 进
行不同阶次多次波分离，但是该方法中的多次正反聚焦变换计算相对耗时。
目前多次波预测方法多数是同时预测出混叠在一块的各阶次多次波，为了能够单独利
用不同阶次的表面多次波成像，降低干涉假象对多次波成像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不同阶
次的表面多次波的分离方法，基于地震干涉测量理论，修改 SRME 边界条件，通过扩展的 SRME
技术和多次波降阶次的思路，分离出不同阶次的表面多次波。通过 3 层模型和某探区深海
实际资料测试表明了本方法的有效性，不同阶次表面多次波被合理有效的分离。

1 SRME 方法基本原理
SRME 方法目前在工业界被普遍应用，尤其是在海洋地震资料处理中是必不可少的去噪
环节。SRME 方法在本质上是基于地震干涉理论的一种表面相关多次波预测方法，干涉理论
认为两个波场的褶积是其传播路径的和，而两个波场的相关运算则是两个波场传播路径的
差。SRME 技术就是通过地震数据间的褶积运算来预测表面相关多次波，是纯数据驱动型多
次波压制方法，不需要已知速度场信息。
一阶次多次反射波的传播如图１所示，波场在地下经过了两次反射后在地表被接收到，
也可以认为是由两个一次反射波的传播路径构成，可以通过这种射线路径关系构建地表和
层间多次波，这也就是 SRME 技术的基本原理。
图 2 所示的是 SRME 原理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一阶表面相关多次波由一个共炮点道集数
据 P 和一个一次反射共检波点道集 X0 的组合构成。其中 xs 是震源，xk 代表一次反射波，xr 是地
下多次反射后的多次波。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多次波的传播路径是从 xk 位置在地表反射后
又在地下传播，最终在地表 xr 处被接收到。也可以认为多次波是由两个地表接收到的波场
组合而成，即 xs 传播至 xk 的波场 P(xk, xs, w) 和 xk 传播至 xr 的波场 X 0 (xr, xk, w) 。对于二维情
况，考虑到所有地表接收信息的可能性，xs 传播至 xr 的表面相关多次波可以表示为下式：
M1 N ( xr , xs , w) 

xr

X

0

( xr , xk , w) P (xk , xs , w) dxk ，

（1）

xs

其中，xr 和 xs 分别是震源和检波点位置；xk 是求和的横向位置坐标。X0 和 P 分别表示波场的传
播路径，沿地表坐标位置 xk 求和就可以得到所有炮点和检波点间产生的多次反射波，也就是求
取了所有震源 xs 位置激发，检波器 xr 处接收到的所有阶次多次反射波 M1N ( xr , xs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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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阶表面相关多次波的构成

图2

Fig.1 First order surface related multiple

141

SRME 方法原理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SRME

对于所有的震源和检波点对，式（1）可以表示为矩阵相乘的形式，即
＝
，
（2）
其中， 代表了所有一次反射波， M1 N 代表了所有阶次多次反射波，其中包含了 1 阶表面
相关多次波 M1 至 N 阶自由表面相关多次波 MN，
（3）
M1N  M1  M2   M N ，
实际地震资料处理过程中，最开始的 X0 和 P 是不知道的，一般是利用包含一次反射波和所
有阶次表面多次波的数据 D = P + M1 N 来替代 X0 和 P，工业生产中的 SRME 表示为式（4）
 M1 N  D  D
，
（4）

 P  D    M1 N
其中，α 是相减运算中的自适应的匹配因子，通过（4）式可以计算出所有阶的自由表面相
关多次波 M1 N 和一次反射波 P，这就是 SRME 方法中的预测相减过程，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的 SRME 技术通过迭代的方式来实现，可以表示为式（5）
：

 M1 N  Di  Di
，
 i+1
 D  D    M1 N

（5）

其中，i 表示迭代计算次数，多次迭代后的 D i+1 就是一次反射波场 P，SRME 技术中的多次波
预测与相减过程可以表示为图 3 所示，每一次的迭代都包含了表面多次波预测与自适应匹
配相减的过程。

（a）表面多次波预测

（b）一次反射波计算

图 3 SRME 实现过程
Fig.3 Implementation of S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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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阶次表面多次波分离技术
通过式（4）的 SRME 技术预测出混叠在一块的所有阶次表面相关多次波 M1 N ，在此基
础上进行不同阶次的多次波分离。本文修改 SRME 技术的边界条件，也就是 SRME 技术的输
入，将预测出的 1 阶至 N 阶表面多次波 M1 N 与一次反射波 P 设定为 SRME 方法第一步的输
入，预测出 2 阶至 N 阶表面相关多次反射波 M 2 N ，再利用 M1 N 与 M 2 N 的匹配相减，求
得第 1 阶的表面相关多次 M1 ，如方程（6）所示：
 M 2 N  M1 N  P
。

 M1  M1 N    M 2 N

（6）

按照类似的方法，第 2 阶自由表面相关多次反射波的预测表达式如下：
 M3 N  M 2 N  P
，

 M 2  M 2 N    M3 N

（7）

其中， M3 N 为混叠在一块的第 3 阶至第 N 阶的表面相关多次波。第 N - 2 阶表面相关多次
反射波的求取表示为：

 M N 1  M ( N 2) N  P
。

 M N  2  M ( N  2) N    M ( N 1) N

（8）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逐步预测出不同阶次的表面相关多次波，单阶表面相关多次反射波
的预测方法与 SRME 技术类似，不需要已知速度场，并且都是纯数据来驱动，适合于实际地
震资料的处理，如图 4 和图 5 分别是第 1 阶和第 2 阶自由表面相关多次波的分离过程。

（a）第 2 阶至 N 阶表面多次波预测

（b）第 1 阶表面多次波分离

图4

自由表面相关多次波（1 阶)预测方法示意图

Fig.4 Predication of first order surface related multiple

3 平层模型测试
为了验证本方法的有效性，对单个平层数值模型开展了测试处理，该模型共包含两层，第
1 层和第 2 层的速度分别是 1 500 m/s 和 2 500 m/s。
模型横向长度是 4 km，
最大深度是 2.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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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3 阶至 N 阶表面多次波预测

（b）第 2 阶表面多次波分离

图5

自由表面相关多次波（2 阶）预测方法示意图

Fig.5 Predication of second order surface related multiple

（a）有限差分正演模
拟单炮

（d）第 1 阶表面相
关多次波

（b）一次反射波

（e）第 2 阶表面相
关多次波

（c）所有阶次表面相
关多次反射波

（f）第 3 阶表面相
关多次波

图 6 单层模型测试
Fig.6 Single layer model test

共 200 炮，每炮 201 道接收，炮间距和道间距都是 10 m。应用有限差分的正演模拟，正演
出包含一次反射波和所有阶次的多次反射波的单炮数据（图 6（a）
），4 ms 采样，记录时间
为 4 s，一次反射波的零偏移距在 0.8 s 位置处，第 1 阶自由表面相关多次波零偏移距位置
在 1.6 s 的时间，第 2 阶表面相关的多次反射波在 2.4 s 位置处，第 3 阶的表面相关多次反
射波在 3.2 s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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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RME 技术能够分离出一次波（图 6（b））和所有阶次表面相关的多次反射波
（图 6（c））。基于本文方法，分离出第 1 阶、第 2 阶和第 3 阶自由表面相关多次反射波
如图 6（d）～图 6（f）所示，不同阶次的表面相关多次波都得到了准确地分离。

4 三层模型测试
上节两层模型测试处理验证了多次波分离方法的正确性，为了进一步测试其对复杂模
型的适用性，也就是当一次反射波与多次反射波混合的情况。建立了有 3 个层界面的数值
模型，各地层的速度分别为 2 000 m/s，2 200 m/s，2 400 m/s 和 2 800 m/s。

（a）正演模拟单炮记录

（b）所有阶次表面相关
多次反射波

（c）一次波

（d）第 1 阶自由表面相关多次波（e）第 2 阶自由表面相关多次波

图 7 三层模型测试
Fig.7 Three layers model test

有限差分正演模拟得到单炮记录如图 7（a）所示，记录时间是 4.2 s，采样率是 4 ms，
每炮 401 道接收，道间距和炮间距都是 20 m，总共 301 炮。图 7（a）中箭头所指是 3 个反
射界面的一次波，剩余的是直达波和多次反射波，通过 SRME 技术预测出表面多次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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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b）所示，随着传播的距离变远，多次波能量也在减弱。图 7（c）是匹配相减后求得
的一次波，其中仍然有部分多次波残留（图 7（c）箭头所示）
，这也会导致在后期应用 1 阶
次表面多次波时会产生误差，图 7（d）和图 7（e）分别是分离出的第 1 阶次和第 2 阶次表
面相关多次波，该 3 层模型测试表明本文方法也能够较好的分离出复杂模型条件下的单阶
次表面相关多次波。

5 深海实际资料处理
模型测试验证了本文单阶次表面相关多次反射波分离方法的正确性，而对于实际地震
资料的处理来说，由于受到
实际构造情况和采集因素等
影响，情况更为复杂，为了
进一步测试实际处理效果，
对某深海探区的实际数据进
行了试处理。
该工区位于我国的深海
水域，区域油气资源丰富，
是我国海域油气勘探的重要
区域。处理过程中，选取海
底较为稳定的反射段试处
理，该局部范围内海洋多次
波能量较强，近距离强反射
层之间产生多路径的层间多
（a）一次波和所有阶
（b）一次反射波 （c）所有阶次表面相关
次多次波
的多次反射波
次反射波，该海域地震资料
存在强海底反射的长周期表
面相关多次反射波，适用于
本方法。该区海底深度大约
1 km 左右。
图 8（a）是压制涌浪与
异常振幅后的单炮记录，其
中既含有一次反射波 P，也
包含第 1 阶、第 2 阶和第 3
阶表面相关的多次反射
波，如图 8（a）中的 M1，
M2 和 M3 所示。图 8（b）和
图 8（c）是利用 SRME 方法
预测得到的一次反射波和
所有阶次的多次反射波，与
图 8（a）中的原始单炮对
比可以看出，预测出的第１

（d）分离出的 1 阶表面
相关多次反射波

（e）分离出的 2 阶表面
相关多次反射波

（f）分离出的 3 阶表面
相关多次反射波

图 8 海洋地震资料处理测试
Fig.8 Marine seismic data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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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多次波 M1，二阶多次波 M2 和三阶多次波 M3 是一致的。图 8（d）～图 8（f）分别是
利用本文方法分离得到的 1 阶、2 阶和 3 阶表面相关的多次反射波，各单阶次表面多次
波都能够被准确地从原始炮集数据中分离，该实际资料测试处理也表明了该方法对于实
际资料的适用性。

6 结论
多次波广泛的存在于海域地震资料中，利用好多次波所携带的反射信息对于提高海洋
地震资料处理品质有着巨大的潜在价值。单阶次表面多次波分离技术是多次波应用的前提，
合理有效的多次波分离技术为多次波的利用奠定基础，尤其是支撑了分阶次多次波成像方
法的应用，降低了多次波成像技术中的假象影响。
本文通过修改传统 SRME 技术的边界条件，利用扩展 SRME 方法，从原始单炮中逐级
分离出了不同阶次的表面多次波。在模型和某探区深海实际资料处理中都能够准确地将
单阶次多次波分离，与 SRME 技术类似，属于纯数据驱动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实用
性，对于海域地震资料处理有着间接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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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 of Single Order Marine
Surface-related Multiples
YE Yueming1, REN Haoran2, XU Zhicheng1,
LI Lisheng1, WANG Libao1, YANG Cun1
1.PetroChina Hangzh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Ge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School of Earth Scienc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High energy surface multiples are commonly developed in marine seismic data. Traditional surface
multiples suppression (SRME) can predict all order surface multiples, but surface multiples were stack together. In
order to utilize different order surface multiple independently to image subsurface structure and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interference, it is necessary to separate different order surface multipl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
way of separating single order surface related multiple based on extended SRME. First, all order surface related
multiples were predicted by SRME. Seco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conventional SRME were modified, and
the predicted surface multiples from the first step were updated. Third, single order surface multiple can be
obtained by the adaptive subtraction between multiples from the first step and the second step by which surface
multiples of different orders can be separated gradually. Numerical model and a deep-sea real data test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thod. Different order multiples were separated effectively, which supports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s imaging technology.
Keywords: single order multiple; multiples separation; SRME; multiples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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