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油科学通报 2018 年 6 月 第 3 卷第 2 期：144-153

基于动态时间规整算法的纵波与转换波时间域匹配

张一琛1, 2，陈双全1, 2*，靳松1, 2，李向阳1, 2, 3

1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2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CNPC物探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49
3 英国联邦地质调查局 (BGS)，爱丁堡 EH14 4AP
* 通信作者, chensq@cup.edu.cn

收稿日期: 2017-11-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4108) 和国家油气重大专项课题(2017ZX05018-005) 联合资助

摘要 纵波与转换波数据由于传播路径和传播时间的不同，来自同一反射界面的地震波的运动学特征和动力学

特征均不同。因此，纵波与转换波数据进行匹配是一个强非线性反演的过程。论文针对多波地震数据中不同时

间域的纵波与转换波匹配问题，基于动态时间规整 (Dynamic time warping, DTW)算法，形成了纵波与转换波数

据时间域匹配方法和实际数据处理技术流程。从经典的动态时间规整算法入手，改进完善了算法流程以适用于

纵波与转换波数据的时间域匹配。在实际数据处理中，首先通过设定初始纵横波速度比，对纵波与转换波数据

的预匹配，使纵波与转换波数据满足应用动态时间规整算法的条件。然后，对转换波数据采用动态时间规整算

法求取时移量，完成将其从转换波时间域匹配到纵波时间域的过程。经实际多波地震数据的应用，文中提出的

纵波与转换波数据时间域匹配方法和技术流程，可以很好地解决纵波与转换波数据匹配过程中的非线性问题，

而且在匹配过程中不需要进行层位的控制或约束，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匹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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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多波地震勘探技术能够采集到更加丰富的地震波

场信息，并能利用多波地震数据的走时、振幅、以及

纵、横波之间的时差、速度比和其他各向异性参数，

对油气藏的岩石物性和流体性质进行更为精确的成像

描述，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单一纵波储层预测的多解

性，提高非构造油气藏探测精度，有助于研究穿透气

云的成像和预测裂缝的发育程度 [1-2]。目前，多波地震

勘探主要是利用转换波数据与纵波数据进行联合反演

与解释，开展油藏的储层描述与油气检测。其中多波

地震勘探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纵波与转换波数据在不同

时间域的匹配处理，这是纵波与转换波资料进行联合

反演与解释的关键一步。纵波与转换波数据匹配效果

的好坏和精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后续多波联合反演与

解释的效果。

早期的纵波与转换波数据的匹配主要是依靠人工

层位标定法。解释人员结合测井资料进行地震剖面的

层位标定，通过对比相似的反射层位来匹配同相轴。

然而该方法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仅能适用于地层反射

特征明显的区域，一旦地层构造复杂，反射波特征不

明显时，匹配结果就会出现较大的随意性和误差。

之后，为了尽量避免在数据匹配过程中的人为因

素的干扰和误差，研究人员提出了利用纵波与转换波

数据的运动学与动力学特征进行基于数据处理的匹配

方法。该类方法的主要思路是先给出初始纵横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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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模型，然后结合相关性来校正模型或者利用最小二

乘等迭代方法更新速度比模型，之后再凭借精确的速

度比模型将转换波匹配到纵波时间域。Gaiser(1996)
利用纵横波速度比 (γ0)和最大相关法 [3]进行多波资料

匹配，Chan(1998)对常数 γ0 值多次试验修正后实现时

间对数域纵横波匹配 [4]，该匹配方法只适应于特定目

的层。Van Dok和Gaiser等 (2001)利用最大相似性原

理 [5]，扫描纵波与转换波资料的 γ0 谱，拾取平均 γ0 值

来匹配图像。Garotta等 (2002)通过相关求取纵横波速

度比 [6]，在时间域匹配纵波与转换波。Fomel等 (2003)
利用最小二乘法优化全局最优解来实现纵横波自动匹

配 [7]。Van Dok和Kristiansen(2003)通过手动拾取具有

明显地质特征的层位实现时间域的大致匹配 [8]。Nahm
等 (2003)通过对准主要探区断层瞬时相位时间切片来

进行数据的匹配 [9]。Nickel and Sonneland(2004)采用最

小二乘法经过多次快速迭代实现自动同相轴匹配 [10]。

Xu和Stewart(2005)利用最大相关理论 [11]，在大套地层

对准的原则上实现纵波和转换波的时间匹配。Fomel
等 (2005)利用最小二乘法，振幅和频率平衡匹配法，

剩余 γ0 扫描法，和时间匹配微调的方法 [12]来实现纵横

波的匹配。Fomel和 Jin(2009)介绍了一种基于两种数

据局部相似性的方法进行时移地震数据匹配 [13]。Wang
等 (2009)对比纵波和转换波的同层反射，辅以相似性

最大原理求取 γ0 来实现数据匹配 [14]。Bansal 等 (2009)
在纵波和转换波时间精确匹配的基础上，利用中、远

偏移距地震道信息，拓展转换波由于动校正拉伸或固

有因素导致衰减的高频信息 [15]，提高分辨率，从而

实现二者频带的匹配。陈双全等 (2010)利用纵横波速

度比扫描方法校正数据偏差，并根据构造成像的标志

性层位确定大致时间及速度范围选定计算时窗，进行

速度比扫描得到最佳速度比算子，从而完成匹配 [16]。

Zhou等 (2010)通过控制层位求取 γ0 值匹配苏里格地区

的纵波和转换波剖面，并用全波测井数据进行匹配微

调 [17]。Chen等 (2013)参考VTI介质各向异性特性，实

现了转换波叠前双参数扫描结合纵横波速度比模型 [18]

的叠前匹配方法。然而，上述提出的方法大致都会有

两大问题：(1)相关法中的相关时窗不能适应于变化剧

烈的时移量，且计算效率、精度较低。(2)建立初始速

度比模型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模型若偏差太大，迭代

结果也不会理想。

面对上述问题，学者们转换思路进行了更深入的

探索。Yuan等 (2008)采用模拟退火算法求得纵波和

转换波的最大相似性 [19]，实现二者的时间匹配。之

后，Deng等 (2011)开发出快速模拟退火算法 [20]的相

关应用。Hale(2013)实现了利用动态时间规整方法

进行多维纵波与转换波数据的匹配 [21]，之后Hale和
Compton(2013)改进该方法，利用误差累积进行时移

量的平滑处理，完善了匹配效果 [22]。Chen等 (2014)利
用叠前纵波反演得到的伪横波和转换波扫描估算速度

比 [23]实现匹配。Hyoungsu(2015)采用正则化全变差和

分段线性基函数来构造时间规整最优函数 [24]，该方法

能在厚层计算精确的速度比和避免时差的剧烈变化。

Zhang(2017)凭借P波AVO反演出具有较高相关性的属

性，然后利用DTW小范围匹配 [25]。Wang(2017)提出

范数拟合线性动态规整函数，再在稀疏性约束下匹配

剖面 [26]。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非线性最优化求解的思

路在纵横波匹配中，相较于其他方法，有着更高的精

度和效率，匹配结果更加理想。

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之上，为了提高匹配的精度

和效率，利用具有非线性最优化特性的动态时间规整

算法形成了基于数据驱动的纵波与转换波数据时间域

匹配方法和实际数据处理技术流程。从经典的动态时

间规整算法入手，改进完善了算法流程以适用于纵波

与转换波数据的时间域匹配。在实际数据处理中，首

先通过设定初始纵横波速度比，对纵波与转换波数据

预匹配，使纵波与转换波的主要层位足够接近，满足

应用动态时间规整算法的条件。然后，对转换波数据

采用动态时间规整算法求取时移量，完成从转换波时

间域匹配到纵波时间域的过程。最后，利用文中提出

的纵波与转换波时间域匹配方法与数据处理流程，对

一实际多波地震数据进行了纵波与转换波数据的匹配

处理。

1 纵波与转换波时间域匹配原理

如图 1 所示，对于地下界面同一反射点的纵波与

转换波数据，由于波传播的路径和传播的时间不同，

观测到的同一反射点的地震波信息在纵波数据与转换

波数据中，不仅时间不同，地震波的波形特征也会产

生差异。

S表示激发的地震波的炮点，P为来自同一反射点

C的纵波数据记录点，V为转换波记录点，O点为SP
的中点位置，x表示观测的偏移距，h为反射界面的深

度，VP与VS分别为地层的纵波与横波速度，α 为纵波

入射角度与反射角度，β 为反射的转换波角度。

对于偏移或叠加处理后的叠加剖面，纵波与转换

波数据中来自同一反射界面的反射波时间关系可以表

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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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波的双程旅行时

tP = V
2h

P

, (1)

和转换波的双程旅行时

tC = +
V V
h h

P S

。 (2)

设地层中的纵波与转换波速度比为 γ =V VP S/ ，则有

t tC P=
γ

2
+1

。 (3)

因此，纵波与转换波数据在叠后剖面中进行的时

间域匹配，就是根据公式(3)将转换波数据的旅行时

间域转换到纵波旅行时间域。由于地震数据中地震子

波的存在，使得这一匹配过程成为非线性反演问题，

需要采用非线性方法进行处理。

2 动态时间规整算法

动态时间规整 (Dynamic time warping，简称DTW)
算法是在一定约束下，为两个信号序列寻找对齐的

最优化路径的方法。该方法由Sakoe和Chiba(1978)提
出 [27]，目前此算法在语音识别领域应用广泛 [28]，其中

图 2 是最常见的时间序列信号匹配应用的例子。

而在地震数据处理中，Anderson和Gaby(1983)在
地球物理的时间序列应用中基于动态时间规整算法提

出了动态波形匹配算法 [29]，之后Liner和Clapp(2004)
又提出了动态处理方法来解决地震记录各道之间的匹

配问题 [30]。

接下来，以两个合成地震记录 f i[ ] ， g i[ ] 为例，

简单介绍DTW算法匹配时间域的地震信号的过程。假

设两个地震记录在时间域内存在一个时差 u i[ ] ， f i[ ]

和 g i[ ] 的关系近似为

f i g i u i[ ] [ [ ]]≈ + 。 (4)
在实际地震数据匹配问题中， f i[ ] 和 g i[ ] 是指数

据中的采样点数值。DTW算法用于匹配纵波与转换波

数据，需要完成以下三步处理得到时间域的偏移量。

2.1 对齐误差

纵波与转换波数据存在时移量，对齐误差则可以

定义为：

e i l f i g i l[ , ] ( [ ] [ ])= − + 2 。 (5)
式中， i 是地震道上的某一个采样点数。 l 是记录在

u i[ ] 中的时移量。这样就能建立一个横坐标是转换波

数据的采样点数，纵坐标是时移量的对齐误差二维矩

阵。

2.2 累积

累积就是对各个坐标点上的对齐误差依次迭代累

积求和，得到累积误差 d ，公式如下：

i N

d l e l

d i l e i l d i l

= −

[0, ] [0, ]

[ , ] [ , ] min [ 1, ]

1, 2,..., 1

= + −

=

。







d i l

d i l

[ 1, 1]

[ 1, 1]

− −

− +
 (6)

由此得到各个坐标点上的累积误差。之后在累积

误差的基础上回溯最优化路径，从而找到转换波数据

地震道上每个采样点对应的时移量序列 u i[ ] 。

2.3 回溯

在完成累积处理后，需要遍历 i N= −1 上的所有 l，

C

PS VO

h

x

xo xs xps

P-wave

β

α α
Vp Vs

P-waveSV-wave

图 1 纵波及转换波数据记录示意图

Fig. 1 P-wave and converted-wave (C-wave) seismic data geometry 
chart

图 2 两个时间序列信号的对齐

Fig. 2 The alignment of two time series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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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找到最小的 d N l[ 1, ]− ，即

D d N l= −min [ 1, ]
l

。 (7)

最小的 d N l[ 1, ]− 中的 l 便是时移序列 u i[ ] 的最后

一个数值 u N[ 1]− 。然后迭代寻找前一个时移量，直

到最后找到第一个时移量 u[0] ，公式如下：

u N d N l

u i d i l

i N N

[ 1] arg min [ 1, ]

[ 1] arg min [ 1, ]

= − −

− = −

− = −

1, 2,...,1
l u i u i u i∈ − +{ [ ] 1, [ ], [ ] 1}

l

。

 (8)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相邻采样点之间的时移

量变化太大，需要添加纵向约束条件：

| [ ] [ 1] | 1u i u i− − ≤ ， (9)
以此保证各采样点的时移量纵向平滑变化。在此

约束下，由后一个时移量迭代求前一个时移量时，就

只需要在 d i l[ 1, 1]− − ， d i l[ 1, ]− ， d i l[ 1, 1]− + 三者中

比较找最小 d ，从而得到相应的时移量。最后，通过

回溯最佳路径就找到了每一个采样点的时移量，依次

记录在序列 u i[ ] 中。

3 实际数据处理流程

本文基于动态时间规整算法，形成了纵波与转换

波数据的时间域匹配方法。针对实际数据处理过程，

建立了如图 3 所示的数据处理流程：

(1)按照层位控制纵波与转换波数据匹配的思路，

通过设定初始纵横波速度比，根据公式(3)将转换波

数据转换到纵波时间域，对转换波数据进行预匹配处

理。

(2)tP表示纵波地震剖面的双程旅行时，tC表示相

应的转换波地震剖面的双程旅行时，tP和 tC之间的关

系可以记为：

t t t u tC ( ) ( )P P P= + 。 (10)

u(tP)表示时移序列。利用预匹配处理后的转换波

数据与纵波数据，采用动态时间规整算法求取纵波与

转换波数据之间的时移量序列u(tP)。
(3)利用计算得到的时移量序列u(tP)，对转换波数

据进行更新匹配，之后，可以计算得到纵横波速度比

模型。

(4)计算纵波数据与转换波数据之间的相关谱，

验证最终的时间域匹配结果。

上述的(2)(3)步骤可以重复处理 1~2 次。

4 实际数据应用研究

在实际数据应用处理中，选用了一条二维陆上多

波地震勘探数据中的纵波与转换波数据，进行该方法

与处理流程的应用研究。该纵波与转换波地震剖面是

经过常规数据处理后的叠后地震剖面，如图 4 所示，

左图 (图 4a)为原始的纵波地震剖面，右图 (图 4b)为
原始的转换波地震剖面。纵波数据的每道采样点数为

1000，时间采样间隔为 4 ms；转换波数据的每道采样

点数为 2000，采样间隔为 2 ms，则原始的纵波与转换

波数据的时间长度均为 4 s。在匹配过程中，要将整个

4 s时间长度的转换波资料匹配到纵波时间域。根据前

面的实际数据匹配处理流程，该实际数据应用研究的

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4.1 转换波数据预匹配处理

由于地下介质的纵横波速度比一般介于 1.5 到 3.5
之间，因此我们可以先设定纵横波速度比 γ为 2，利用

公式 (3)建立起纵波和转换波时间域的射线传播双程旅

行时的对应关系，将转换波转换到纵波时间域。由于

相同地下介质中横波传播速度要小于纵波速度，转换

波剖面的地质层位仅对应纵波剖面的一部分，因而选

取了纵波时间 3 s以内的数据进行匹配。另外，该数据

的纵波与转换波的采样点数、采样间隔等参数存在一

定的差异，因此在预处理中采用地震道内插值和重采

样相结合的方法，使得二者的采样点数、采样间隔等

参数统一。经过预处理，纵波和转换波剖面的采样点

数和采样间隔分别相同，采样点数为 2001，采样间隔

(PP0)

(tf0)

(PS0)

(PS2)

(PS1)

(γ0)①

③

图 3 实际数据处理流程图

Fig. 3 Registration processing flow chart for real field seism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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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原始纵波剖面 (a)和原始转换波剖面 (b)
Fig. 4 The original P-wave seismic section (a) and C-wave seismic secti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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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ms。用 γ=2 进行时间域预转换后的结果如图 5 所

示，图 5a为预处理后的纵波地震剖面，图 5b为预处

理后的转换波地震剖面。

在图 5 中可以发现，转换波剖面经过最初设置的

速度比 γ=2 的线性压缩后，图 5a和图 5b中从上到下

的主要层位依次大致对应，在时间域上有较小的时移

量偏差。所以，从预处理线性压缩后的结果中能够初

步辨识出二者大致对应的地质层位。在预处理中，预

先设定速度比并进行后续的线性压缩，其目的是为了

大体上划定范围，将纵波与转换波剖面初步对应起来，

以便之后应用动态时间规整方法时，避免大范围地扫

描时移量而导致时移变化过大的情况发生。

4.2 应用DTW求取时移量进行时间域匹配

得到了预处理之后的纵波和转换波剖面后，就可

以应用动态时间规整算法计算转换波剖面各道上的时

移序列 u i[ ]了。然后再利用时移序列对转换波剖面进行

时间规整，实现转换波剖面精准匹配到纵波剖面时间域

的结果。图 6a展示的是将动态时间规整算法应用到预

处理后的转换波剖面计算得到的各地震道的时移序列，

在约束条件式 (9)的限制下，纵向上每一道的时移量变

化平缓。图 6b是预处理资料中线性压缩掉的和DTW算

法计算的时移量之和，即是原始数据的总时移量。

应用时移序列校正预处理后的转换波数据，得到

规整后的转换波地震剖面(图 7b)。图 7 对比了匹配后

的转换波地震剖面和纵波地震剖面，图 7a是纵波地震

剖面，图 7b是经过时移量规整到纵波时间域后的转换

波地震剖面。对比图 7a和图 7b，可以看出规整后的

转换波地震剖面完全刻画了PP波成像的主要构造。和

纵波地震剖面层位整体一一对齐，二者主要的地质层

位在时间域位置几乎完全相当，匹配结果一致性很好，

精度较高，具有很好的可比性，完成了PS波传播时间

到PP波传播时间的转化。

4.3 匹配结果分析

为了评估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和数据处理流程处

理后的匹配效果，应用互相关法验证动态时间规整算

法在转换波剖面与纵波剖面匹配中的实际效果。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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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预处理后的纵波剖面 (a)和预处理后的转换波剖面 (b)
Fig. 5 The pre-processing P-wave seismic section (a) and the C-wave seismic secti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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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由动态时间规整算法计算的预处理后资料的时移量 (a)和原始数据的总时移量 (b)
Fig. 6 The time shifts (a) computed by using DTW method for pre-processing sections and the sum of the time shifts (b) for raw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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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8 动态时间规整匹配前后的地震道数据的互相关时延谱比较 .(a)应用动态时间规整匹配前的纵波与转换波数据的互相关时

延谱；(b)应用动态时间规整匹配后的纵波与转换波数据的互相关时延谱

Fig. 8 Comparison of correlation time shift spectrum computed by using the P- and C-wave seismic traces, (a) before using 
DTW method processing, (b) after using DTW metho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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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预处理后的纵波地震剖面和 (b)用DTW算法计算的时移量匹配后的转换波地震剖面对比

Fig. 7 Comparison of the (a) pre-processing P-wave seismic section and  (b)time matching processed C-wave seismic section by 
using DTW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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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文方法匹配前后的地震道数据的互相关时延谱。

图 8a是没有应用动态时间规整算法的纵波和转换波的

互相关时延谱，图 8b是动态时间规整算法校正后的转

换波数据与纵波数据的互相关时延谱。

图 8a中较大的相关系数分散在各个时移量的位置

上，说明动态时间规整算法前转换波剖面和纵波剖面

没有达到匹配的效果，平均相关系数为-0.06，相关

性极差。图 8b中，在整个时间段上，最深的红色集中

在零时延处，即零时延处几乎都达到较大的相关系数，

整体相关系数大多分布在 0.68 左右，表明利用动态时

间规整算法匹配后的转换波地震剖面与纵波剖面具有

很好的一致性，匹配效果良好。其他时延位置较大的

相关性的产生是由于地震子波的影响所致。比较动态

规整时间域匹配前后的互相时延谱，可以定量确定，

经过规整后的转换波地震剖面与纵波地震剖面的一致

性得到极大的提升。

5 讨论与结论

本文利用非线性反演的DTW方法，直接从纵波与

转换波数据之间的时移量入手，进行反演求取整个数

据的时移量序列，完成了纵波与转换波数据的时间域

匹配。经实际多波地震数据的应用，结果表明，文中

提出的纵波与转换波数据时间域匹配方法和技术流程，

可以很好地解决纵波与转换波数据匹配过程中的非线

性问题，而且，匹配过程中不需要进行层位的控制或

约束，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匹配效果。众所周知，PP波
与PS波的匹配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程，不仅包括二者

的运动学特征匹配，还包括动力学特征匹配与综合解

释等。本文所展示的是如何在时间域完成匹配，解决

二者的运动学非线性优化问题，还未考虑PP波与PS
波的动力学特征匹配过程，这是本文下一步研究的方

向。

本文取得如下几点认识：

(1)经典的动态时间规整算法需要做小小的改动

引入时移量，便能够利用非线性全局最优化的思想找

到纵波和转换波匹配的最佳路径。

(2)通过设定初始的纵横波速度比对纵波和转换

波资料进行预处理，可以在整体上有效地找到二者对

应的标志性层位，为之后应用动态时间规整算法更精

细地依靠波形相似性计算时移量奠定基础。该方法的

逐步精细化的研究思路具有很好的推广性。

(3)在计算转换波每一道的时移序列时，设定的

时移量变化约束很好地限制了纵向时移量变化范围，

使时移量在纵向上平滑变化。

(4)动态时间规整算法能够在纵横波匹配的应用

中取得良好的效果。该方法跳出了以往利用人工层位

拾取和利用纵横波速度比结合相关法或迭代法匹配的

思路，避免了人为误差，相关窗口不适应时移量剧烈

变化，计算效率较低和初始速度比模型难建立等一系

列问题。转而利用非线性最优化的DTW算法计算的

各个采样点的时移量直接校正转换波地震剖面，直观、

便捷地实现了纵波与转换波数据匹配的目的。同时可

以利用计算的时移序列推导出地层的纵横波速度比，

为之后的地层速度建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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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travel path and time differ between the P-wave and converted-wave (C-wave), the kinematic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waves that from the same reflective subsurface layer will be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event registration 
of P- and C-wave seismic datasets is a nonlinear inversion proces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ynamic time warping (DTW) 
algorithm, we propose a time registration method and real field processing workflow for the time domain matching of P- and 
C-waves. By reviewing the classical DTW algorithm, an improved algorithm is implemented for the seismic data time domain 
matching of P- and C-waves. For the real field data processing, by setting a constant velocity ratio of P- and S-waves, the C-wave 
seismic data is first transferred to the P-wave time domain to meet the conditions of using the DTW algorithm. In the second 
step, the time shifts are inverted via the improved DTW algorithm. Finally, the time domain matching of P-wave and C-waves 
is implemented by using the computed time shif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workflow to a real field multi-
wave seismic dataset indicates that the method is feasible to handle the nonlinear problem in the P- and C-wave seismic data time 
matching. Moreover, we can achieve a value matching result without using the events of P- and C-wave data to constrain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ing.

Keywords converted-wave registration; dynamic time warping (DTW); nonlinear inversion; velocity ratio; joint interpretation

doi: 10.3969/j.issn.2096-1693.2018.02.015

(编辑 付娟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