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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过往船只的影响，南黄海地震原始资料普遍存在邻船干扰，使地震数据的品质

受到严重影响。在系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邻船干扰在炮集上具有直线型、

双曲线型和不规则近双曲线形态，同时具有传播路径相对简单、相对高振幅、宽频带特征。

利用将邻船干扰拉平后去除及共偏移距域内犳—狓预测滤波方法对南黄海二维地震资料

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２种方法均能较好地去除邻船干扰，其中后者更易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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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黄海为中国和韩国共大陆架海，北以山东

半岛成山角与朝鲜半岛白翎岛之间的连线为界，

南抵长江口启东嘴至济州岛西北角一线。本海域

地处温带，大部分海域水深不足８０ｍ，水深等值

线呈南北走向，由西向东水深逐渐增大。海底宽

广平坦，地势由西向东缓倾，平均坡度为１．５°。

海底地貌类型多样，有倾斜的浅海平原、水下台

地、水下浅滩、水下丘陵，但主要为浅海平原。南

黄海渔业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渔场之一，海域

以西有我国著名的连云港、青岛港和烟台港三大

渔港。同时亦是经济活动活跃的海运航道，中韩

等国的贸易商船频繁来往于该海域。

我国和韩国在南黄海以油气为目的的地球物

理勘探均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近５０年来，两

国在各自管辖海域内均投入了大量的地震勘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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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１］。近年来，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依托相关地调

项目，在南黄海海域开展了以中、古生界为勘探目

标的油气普查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地震资料采集工

作，部分地区测网密度已达４ｋｍ×８ｋｍ。为获取

深部地层的有效反射信息，逐渐形成了使用长排

列、高覆盖次数、较大容量气枪、合适的枪缆沉放深

度的采集策略。然而在采集及后续处理工作中发

现，南黄海地震原始资料普遍存在邻船干扰，这是

由于南黄海海域经济活动频繁，过往渔船、商船密

集，船只的螺旋桨等机械振动成为地震干扰源。加

之采用长电缆施工，海上采集时纵向上可能受干扰

的范围达数十千米，采集时无法完全避让过往船

只，使部分地震道受邻船干扰影响较大。邻船干扰

的存在使地震数据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资

料中深部由于有效反射信号能量弱，邻船干扰的影

响尤为明显，这对于中深部地层的反射成像十分不

利。处理中水平叠加过程能够抵消一部分随机分

布的邻船干扰，但对于在ＣＭＰ道集上相干性较强

的邻船干扰叠加无法消除。同时，若不能在叠前道

集上有效压制，邻船干扰的存在对于表面多次波预

测、叠前偏移及后续的ＡＶＯ 分析等一系列叠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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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的精度均有影响。因此，寻找合适的压制方

法有效地衰减邻船干扰，提高叠前道集信噪比，对

于南黄海地震资料的叠前偏移处理至关重要［２］。

１　邻船干扰特征分析

邻船干扰的形态取决于干扰船只与拖缆的相

对位置。相对位置的不同，邻船干扰在记录上表

现的形态也不同。在炮集记录上邻船干扰随着干

扰船与电缆位置的不同连续变化。当干扰船在拖

缆延长线上时，邻船干扰表现为直线型，具有直达

波性质；当干扰船只在拖缆的垂直方向时，邻船干

扰表现为双曲线型，具有侧面波的性质，其中以双

曲线型居多；当在其他方向时，多表现为偏于一侧

的不规则双曲线形态。邻船干扰的强弱取决于干

扰船只与拖缆的距离远近，能够识别出的邻船干

扰一般都具有高振幅特性。

同时，由于干扰源频带宽、传播路径相对简单，

地震波在水层中又极少衰减，邻船干扰一般具有宽

频特征。图１为受邻船干扰影响的炮集记录频率扫

描结果，可以看出，邻船干扰在１０～１００Ｈｚ的频带

范围内均有分布。从去除前后的炮集记录频谱图上

也可以看出，去除邻船干扰后中高频振幅明显降低，

说明邻船干扰在中高频段的能量较强（图２）。

２　邻船干扰压制方法

根据压制方法的不同，现有的邻船干扰压制

方法大致可分为２类：

图１　含邻船干扰炮集记录频率扫描结果

Ｆｉｇ．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ｖｅｓｓｅｌｎｏｉｓｅ

图２　去除邻船干扰前后频率变化

Ｆｉｇ．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ａｗｄａｔａａｎｄ

ｔｈｅｖｅｓｓｅｌｎｏｉｓｅｒｅｍｏｖｅｄｄａｔａ

　　（１）利用干扰源在水中传播路径相对简单的

特性，根据已知的炮检点坐标来扫描干扰源可能

出现的区域，制作谱图从而预测出邻船干扰在炮

集上出现的位置和轨迹。确定干扰位置后通过自

适应减去法或将呈双曲线分布的邻船干扰波校平

后，利用Ｆ—Ｋ滤波技术将其去除
［３７］。此方法假

设干扰源以水速传播至检波器，具体确定干扰源

位置分为以下３步
［５］：①根据导航获知的精确炮

点和检波点坐标，以炮点为中心犚＝犞×犜 为半

径（犞 为水速，犜为地震记录时间）的区域为可能

的干扰波传播区域，将其进行一定步长的网格划

分（图３）；②将每一个网格点认为是一个干扰源，

计算干扰源到每一道的旅行时；③将各道旅行时

对应的振幅值取出作谱图，根据其能量的分布确

定干扰源位置（图４）。

图３　根据炮点坐标确定扫描范围（据文献［５］）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ｓｈｏｔｐｏｉｎ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５］）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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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使用不同的速度进行扫描获得的干扰源位置谱图（据文献［５］）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５］）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扫描过程依赖于精确的

水速，水速的不同对于结果影响较大，同时干扰源

的振幅级别要大于有效信号。此种确定干扰源的

扫描方式较适用于三维勘探。

（２）利用邻船干扰在共接收点域或共偏移距

域随机变化的特性，假定在犳—狓域有效波连续

可预测，随机噪音不相干、不可预测，通过犳—狓

域预测滤波技术对其进行衰减［８１４］。１９８９年，

Ｈｕａｉｅｎ
［９］提出了在共接收点域或共偏移距域利

用犳—狓预测滤波的方法来进行邻船干扰的衰

减；在犳—狓域预测滤波技术的基础上，国英九

等［１２］发展了犳—狓，狔域的预测滤波技术，该技术

假设反射波同相轴局部为平面而非线性，同一频

率成分具有可预测性；Ｇｕｌｕｎａｙ等
［１４］提出在数据

的频率切片上进行犳—狓域的预测滤波，这样不

包含噪音的频率切片不进行去噪处理，有利于保

持道集的ＡＶＯ特性。此方式的基础是犳—狓域

预测技术，该技术因理论严密、实际应用效果显著

而被广泛使用。对于一组时差为Δ狋１ 的相邻道，

空间上在某一频率犳处构成一复数序列：

犠１（犳）ｅ
－犻２π犳狋１，犠１（犳）ｅ

－犻２π犳狋１·ｅ－犻２π犳Δ狋１，犠１

（犳）ｅ
－犻２π犳狋１·ｅ－犻２π犳Δ狋１，…

其Ｚ的变化形式为：

犛１（犣）＝∑
∞

狀＝０
＝犠１（犳）ｅ

－犻２π犳狋１·

ｅ－犻２π犳Δ狋１狀·犣狀 ＝
狑１（犳）ｅ

－犻２π犳狋１

１－犣ｅ
－犻２π犳Δ狋１

（１）

可以看出预测因子就是ｅ－犻２π犳Δ狋１，若剖面或道集上

有犕 组反射波叠加在一起，则有：

犛（犣）＝∑
犕

犼＝１
犛犼（犣）＝

∑
犕

犼＝１

狑１（犳）ｅ
－犻２π犳狋１

１－犣犲
－犻２π犳Δ狋１

＝
犘（犣）

犙（犣）
（２）

由上式可知，犙（犣）为关于犣的犕 次多项式，

犘（犣）一般为犣的（犕－１）次多项式，由式（２）有：

犘（犣）＝犛（犣）犙（犣） （３）

可以看出，当犖$犕 时，犛（犣）犙（犣）的犣犖 系

数为０，将犙（犣）视为预测滤波器的犣变换，用它

对犛（犣）的系数作滤波，从输出的第犕 个点开始

全部为０，也就是说可以预测。由于Δ狋犼未知，所以

在犳—狓域应用最小平方原理求解预测滤波因子。

如果地震道集或剖面上有犕 组线性或近线性同

相轴，当预测因子长度 ≥犕 时，可以对这些反射

进行预测，而邻船干扰是不可预测的［８１４］。

３　 南黄海地震资料邻船干扰压制

图５为使用第１种方式对南黄海二维地震资

料进行邻船干扰压制，如图５ａ所示的双曲线型干

扰表明干扰源位于采集电缆的垂线方向，受影响

的炮集是由处理人员挑选出的。该处理过程需要

给定处理的窗口中心时间和窗长度，然后计算静

校正量，通过静校正处理将干扰同相轴拉平（图

５ｂ）。再利用Ｆ—Ｋ滤波技术将近似平行的干扰同

相轴去除（图５ｃ）。最后将静校正量去除得到去除

邻船干扰的炮集资料（图５ｄ），通过以上步骤双曲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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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使用拉平 — 消除方法压制邻船干扰

Ｆｉｇ．５　Ｖｅｓｓｅｌｎｏｉｓ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

ｆｌａｔｔｅｎ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线型邻船干扰得到有效压制。

图６ａ为抽取的每３炮连续出现的地震炮集记

录，干扰同相轴的形态反映了地震采集船与干扰

船从相向行进、相遇到相离的整个过程。采用如上

所述的第２种方法，在共偏移距域进行犳—狓预测

滤波，再将其返回狋—狓 域，邻船干扰得到了有

效的压制，有效反射同相轴得以凸显（图６ｂ）。图

ａ压制前；ｂ压制后；ｃ去除部分

图６　 使用犳—狓域预测滤波压制邻船干扰

Ｆｉｇ．６　Ｖｅｓｓｅｌｎｏｉｓ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犳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

６ｃ为减去的邻船干扰，可以看到有效信号基本未

被削减。

　　图７为南黄海某二维测线邻船干扰压制前后

的局部叠加剖面，剖面上双曲线和直线型干扰得

到较好的压制，叠加剖面品质得到提高，为后续处

理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

虽然２种压制方法都能较好地压制邻船干扰，但

针对本文讨论的南黄海海域普查性质的二维地震

资料，由于很难进行全区域的干扰源扫描搜索工

作，使用第１种方式进行邻船干扰压制时需要人

工去确定存在干扰的炮集记录，同时还需根据干

扰源出现的不同顶点位置给定不同的参数，实现

起来工作量较大。而第２种方法无需这一过程，压

制过程易于实现。

ａ压制前；ｂ压制后；ｃ去除部分

图７　 邻船干扰压制前后叠加剖面及差异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ｖｅｓｓｅｌｎｏｉｓ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４　 结论

邻船干扰是南黄海海域地震资料较常见的干

扰类型，根据相对位置的不同，邻船干扰在炮集上

的形态表现为直线型、双曲线型和不规则近双曲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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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态。利用频率扫描、频谱分析确定了邻船干扰

的频带范围，有助于更好地识别邻船干扰，将其与

有效反射、侧面干扰等信息区分，进而采用针对性

处理方法和参数。邻船干扰具有传播路径相对简

单、相对高振幅、宽频带的特点。在给出２种邻船

干扰压制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实现步骤后，针对南

黄海地震数据进行了压制方法测试，测试结果表

明：２种方法均能有效地压制邻船干扰，压制后地

震道集和叠加剖面品质明显提高。其中基于犳—狓

域预测滤波技术的邻船干扰压制方法在二维地震

资料中更易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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