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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常规方法不能很好地压制复杂地质条件下的低信噪比地震记录中的随机噪声的问题，提出了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域相关和阈值衰减联合去噪方法（ＣＴＣＴ）。首先，采用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分解地震资料，对得到的尺度

方向分量进行倾角扫描，通过相关叠加压制随机噪声；然后，对相干加强处理后的剩余随机噪声采用非线性阈

值进一步衰减。模型算例及实例结果表明，此方法压制随机干扰的效果要优于传统方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常规滤波方法在压制噪声时对有效波的影响。

关键词：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域；随机噪声；倾角扫描；相关叠加；非线性阈值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３；Ｐ３１５

　　在地震勘探领域，信噪比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

题。提高信噪比的方法很多［１１０］，其中，阈值衰减

是最简单常用的方法，但是在构造复杂、信噪比偏

低的情况下，传统的方法很难得到满意的结果。如

何有效保持低信噪比资料中的有效信息，实现复杂

地震资料的随机噪声压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分析了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多尺度多方向变换应用

于地震资料处理的可行性，讨论了在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域利用相关计算结合阈值衰减的联合去噪方法。

１　方法原理

随机噪声是由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综合作用

形成的，没有统一的规律，随机出现在整幅地震记

录中，大部分能量分布在高频段，理论上不具有相

关性。对于有效反射波信息而言，地质结构的变

化相对于测线来说较为平缓，连续相邻地震道共

深度点的有效信号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并且频率

较低。有效反射波与随机噪声之间存在３处典型

差异：频率差异、相干性差异以及空间位置差异。

传统方法大都单一地根据信号与噪声间的某种差

异实现去噪目的，如果能充分利用信号与噪声的

特征，将能够实现更好的去噪效果。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

变换方法具有多尺度多方向的优点，能够对复杂

地震资料实现最佳逼近。换言之，复杂地震资料

经过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滤波后，可以从频率、空间位置

上将信号与噪声分离，在此基础上利用倾角扫描

相干分析，识别有效信息、压制噪声。

１．１　地震资料犆狅狀狋狅狌狉犾犲狋分解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
［１１１３］的基本思想是首先用一

个类似小波的滤波器作多尺度分解，捕捉边缘奇

异点，再根据方向信息将位置相近的奇异点汇集

成轮廓段。基本框架由两个步骤实现，即多尺度

分解和方向滤波。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变换采用拉普拉斯

金字塔（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ｐｙｒａｍｉｄ，ＬＰ）塔形分解来实现

数据的多尺度分解并捕捉奇异点。ＬＰ分解首先

产生原始数据的一阶逼近及细节，对得到的逼近

部分继续分解，得到下一阶的逼近和细节信息，如

此逐步滤波，最终得到一个逼近分量以及若干个

细节分量，实现数据的多尺度分解。其次，对得到

的细节应用二维方向滤波器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ｔｅｒ

ｂａｎｋｓ，ＤＦＢ）来捕捉方向信息，对ＬＰ分解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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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细节经过ＤＦＢ后产生２犔犼个方向子带（不同

的尺度犼，犔犼 可以取不同的值），从而完成Ｃｏｎｔ

ｏｕｒｌｅｔ各个尺度上的方向分解。

１．２　衰减算法

设犼尺度下共有２
犔
犼个方向分量，方向分别为

θ犼
，犾（犾＝１，２，…，２犔犼），则在 ０，２［ ）π 区间方向间隔

Δθ＝２π／２
犔
犼，称之为方向分辨率，则分量剖面犆犼

，犾

（犖 行犕 列）的第犿 道和其相邻道犿＋１、犿－１

道的倾角扫描相关计算公式为：

ρ
犼，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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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犜
犼

犻＝－犜
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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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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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
犼

犻＝－犜
犼

犆犼
，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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槡
２

（１）

式中，２犜犼为时窗宽度；τ为时间延迟，θ
犼，犾－Δθ≤τ

≤θ犼
，犾＋Δθ，狀＝１，２，…，犖。

根据式（１），可以计算得到ρ
犼，犾
犿，犿－１（狀，τ）。

相关系数ρ
犼，犾
犿，犿＋１（狀，τ）、ρ

犼，犾
犿，犿－１（狀，τ）直接反映

了犿道与相邻道的相似程度。取这些相关系数

中的最大值作为犿道的最终相关系数，即

ρ
犼，犾
犿 （狀）＝ ｍａｘ

θ
犼，犾
－Δθ≤τ≤θ

犼，犾
＋Δθ

（ρ
犼，犾
犿，犿＋１（狀，τ），ρ

犼，犾
犿，犿－１（狀，τ））

（２）

利用式（２）对犿 道加权压制随机噪声，得到处理

后的系数犢犼
，犾
犿 （狀），即

犢犼
，犾
犿 （狀）＝ρ

犼，犾
犿 （狀）犆犼

，犾
犿 （狀） （３）

　　根据式（１）实际计算的随机噪声相关值并不

完全为０，经过式（３）处理后会残留一部分随机噪

声，但剖面中的弱反射信息得到增强，信噪比大大

提高，为采用阈值收缩算法提供了前提条件。

令犢犼
，犾为经过相关加强后的犼尺度犾方向的

系数，设狋为阈值，设计非线性阈值收缩函数为：

珚犢犼
，犾
＝

犢犼
，犾，犢犼

，犾
≥狋

犢犼
，犾·ｓｉｎ（π

（犢犼
，犾
－０．８狋）

０．４狋
），０．８狋≤ 犢犼

，犾
＜狋

０，犢犼
，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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烅

烄

烆 狋

（４）

　　非线性阈值函数克服了传统硬阈值存在间断

点的现象，同时，也避免了软阈值减去一个阈值大

小的量而引起的重构失真问题［１４］。

本文ＣＴＣＴ去噪算法的计算流程为：① 根据

地质构造复杂程度，选取合适的方向参数对地震

剖面作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分解，一般方向分量能够反映

地震同相轴的变化即可；② 对各尺度、各方向下

的剖面分量计算其方向分辨率，按照式（１）作倾角

扫面相关计算；③ 根据式（２）计算每道最终相关

系数，并利用式（３）对相应道加权，压制随机噪声；

④ 利用非线性阈值函数衰减剩余噪声能量，得到

联合去噪后的结果。

２　模型实验

图１为在合成的理论剖面（采样间隔为２

ｍｓ，中心频率为３０Ｈｚ，幅值为１，包含两条同相

轴的地震剖面）上加入随机噪声所得的地震剖面

（信噪比为ＳＮＲ＝０．２），从图中可以看出，合成的

剖面信噪比低，部分反射波同相轴湮没在噪声背

景之下，很难识别。处理的目的是压制随机噪声，

突出有效反射波，提高信噪比。

图１　含噪声剖面

Ｆｉｇ．１　ＮｏｉｓｙＤａｔａ

图２是采用二维小波分析，利用传统硬阈值

方法分解到二阶得到的噪声压制结果。分析可

知，小波变换受其角度分辨率的限制，不能很好地

刻画二维信号中的曲线变化特征，在利用常规阈

值收缩衰减噪声系数的同时，会压制一部分有效

信息。图３是本文方法结果。从图２、４（ａ）中可

以看出，剖面中的一部分反射波信息被压制，尤其

是大倾角、弯曲同相轴部分。此外，从图４（ｂ）的

傅立叶振幅谱也可以看出，虽然噪声得到一定程

度的压制，有效信号的频谱特征也得到体现，但是

其幅值相对理论值有一定的衰减，并且在相对低

频段以及高频段有一部分噪声没有被去除，去噪

不彻底。这可能是由阈值取得小造成的，但是，大

的阈值则会导致更多的有效信息损失。

图２　小波阈值去噪结果和去除的噪声剖面

Ｆｉｇ．２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ｂｙ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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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本文方法噪声压制结果和去除的噪声剖面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ＴＣＴ

图４　剖面７０道单弹道比较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７０ｔｈＴｒａｃｅ

结合图３、４可以发现，随机噪声得到压制，同

相轴信息明显增强，并且有效信息被压制的程度

也非常小。另外，傅立叶振幅谱和理论谱值比较

相似，处理结果对相对低频及高频的随机干扰都

获得了比较好的压制效果。对比发现，本文方法

在压制随机噪声干扰、突出有效信号的同时，能够

较好地保持复杂地震剖面中的有效波信息。

３　实例应用

图５为大巴山地区某地震探区的一段时间剖

面，受山区植被覆盖等复杂地表地质条件的影响，

该区地震资料受随机噪声干扰严重，信噪比较低，

严重影响了后续处理的质量。

为压制随机干扰，提高信噪比，采用常规小波

阈值方法以及本文方法进行对比处理。图６是利

用 Ｍａｔｌａｂ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ｏｏｌｂｏｘ分解到３阶得到的处

理结果，其中，在大倾角同相轴区域存在有效波被

去除的痕迹。

图７是采用本文方法得到的处理结果，成果

剖面客观地反映出了有效波信息，剖面视觉效果

好，同相轴清晰、连续性好。相对图６小波处理结

图５　实际地震剖面

Ｆｉｇ．５　ＡｎＩｎ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ＮｏｉｓｙＤａｔａｉｎＤａｂａｓｈａｎＡｒｅａ

图６　小波变换处理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ｂｙＣＴＣ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５

果，本文方法对随机噪声压制得更彻底，剖面显得

更“干净”。另外，从去除的噪声剖面上，即使在大

倾角弯曲同相轴区域也看不出有效波被去除的痕

迹，表明该方法处理结果保真度好。

图７　本文处理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ｔ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５

４　结　语

实际数据的处理分析表明，本文方法噪声压

制更彻底，同时，有效信息保持较好，尤其能够保

持低信噪比资料中的大倾角弯曲同相轴信息，改

善了传统滤波方法对有效波的影响，能够给后续

处理提供高质量的原始数据。

９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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