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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弯曲界面炮集 Ｐ波反射时距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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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三维反射地震，文中将三维弯曲界面视为倾向和倾角变化的三维倾斜界面的包络，并

依据三维倾斜界面反射提出计算三维弯曲界面 Ｐ波反射时距的一种新方法。该方法基于倾角 ＣＤＰ

理论，从界面反射点出发，给出地表 ＣＤＰ网格点，由检波点位置计算炮点位置，得到三维地震的炮点

网格和检波点网格的分布关系，最终计算 Ｐ波的三维反射时距。炮集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该方法有

较高的计算效率，便于分析反射时距随炮点位置的变化，特别能揭示界面反射点位置和时距的关系。

三维弯曲界面和三维倾斜界面的反射时距特征对比表明，仅从同一测线方位的时距难以将这两种类

型的界面反射区分开来，但比较不同方位的时距差异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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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三维地震勘探技术的深入发展，地震勘探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勘探目标和越来越高的

勘探精度的挑战（张中杰，２００２）。目标体的复杂性突出表现在地下发育复杂构造，如倾斜界面
和背斜、向斜等，地层倾角变化大。为了对复杂构造的关键部位进行精确成像，这就要求我们提

高对地震波在复杂构造中传播规律的认识，进而采用一些特殊的、有针对性的勘探方法，比如突

破传统的建立在水平层状介质理论基础上的地震勘探技术的限制（佘德平，２００４）。为了达到
这一目标，需应用地震数值模拟来了解地震波在三维复杂构造中的传播规律。

数值模拟技术是研究各种地震地质条件下构造形态、岩性等各种地质因素与地震波响应特

征之间关系的一门技术，是在假定地下介质构造模型和相应的物理参数已知的情况下，模拟研

究地震波在地下介质中的传播规律，并计算在各观测点所应观测到的数值地震记录的一种地震

模拟方法（裴正林等，２００４；佘德平，２００４）。反射时距模拟是地震波场数值模拟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研究复杂地区地震资料采集、处理和解释的有效辅助手段。在地震资料采集方面，数值模

拟可用于指导观测系统设计，并对野外观测系统进行评估和优化；在地震数据处理方面，数值

模拟可以检验数据处理方法的正确性，为反演提供理论基础（裴正林等，２００４；佘德平，２００４；
刘洋等，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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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震技术兴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基于地下构造本身是一个三维实体，用三维的方法
进行研究，才能得到对地质结构的全面正确认识（Ｆｒｅｎｃｈ，１９７４）。三维地震勘探中的 “三维”包
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三维观测系统，同时布设多条测线，即在地表采用网格面接收，炮点和检波

点按一定规律分布在平面上；二是地质体的空间位置和射线传播路径的描述是三维的。近年

来，三维地震数值模拟方法发展迅速。运动学方面，传统的有打靶法和弯曲法，在此基础上逐渐

发展起来的有基于程函方程、费马原理和惠更斯原理的波前扩展类方法（Ｖｉｄａｌｅ，１９８８；徐癉等，
１９９６；张霖斌等，１９９６），基于图论和费马原理的最短路径法（Ｎａｋａｎｉｓ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６；Ｍｏｓｅｒ，
１９９１；王辉等，２０００；赵爱华等，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张美根等，２００６）。上述方法用网格剖分来模拟地
下构造，当网格稀疏时，计算结果会出现较大偏差；而为了提高计算精度做加密剖分网格等修

正，会显著增加计算量，降低效率。因此受计算机内存和运算速度的影响，这些方法很难应用到

实际工作中；且三维地震中涉及到多个炮点，炮点位置改变，相应的追踪到的反射点分布也发

生变化，不利于后续的叠加处理。

针对界面反射点的精确位置很难确定且计算耗时这一实际问题，为了提高计算效率，本文

中假定已知界面反射点分布，研究各向同性介质中三维弯曲界面的 Ｐ波反射时距特征，以期获
得地震波在三维弯曲界面上的反射规律，同时对如何区分三维弯曲界面和三维倾斜界面从反射

时距上进行初步探讨。

１　方法原理

基于姚陈（２００５，２００９）提出的倾角 ＣＤＰ（ＣｏｍｍｏｎＤｅｐｔｈＰｏｉｎｔ）理论，求取各向同性介质中
三维弯曲界面的炮集 Ｐ波反射时距。首先，用三维弯曲界面拟合界面弯曲的三维复杂构造（如

图 １　三维弯曲界面上的单条射线反射路径面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ｒａｙｐａｔ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ａ３Ｄｃｕｒｖ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背斜、向斜等）；其次，过界面上的反射点作切

平面和法线，把弯曲界面转换成一系列倾向和

倾角变化的微界面。这样把三维弯曲界面的

反射问题转为倾向、倾角变化的三维倾斜界面

的反射问题。同时为了降低问题的复杂性，集

中考虑弯曲界面形态对反射特征的影响，引入

均方根速度的概念，把弯曲界面的上覆介质等

效为均匀介质。

书书书

图１中给出了单个炮点、反射
点和检波点构成的反射路径面示意图，根据

Ｓｎｅｌｌ定律，反射路径面与该反射点的切平面
正交且与地表斜交。

１１　三维倾斜界面的描述

根据上述思路，在确定反射点的法线和切平面后，研究重点转移到三维倾斜界面上射线的

反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三维倾斜界面的特性进行论述。

为了统一起见，采用 ｚ轴向下的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坐标旋转采用右手顺时针法则，ｘ轴方
向与地理 Ｎ同向，方位角是从 Ｎ开始顺时针转动测量。在已知界面反射点的情况下，确定一个
三维倾斜界面，需要给出界面的倾向 φ（或走向 λ）和倾角 δ。 在地质学中，倾斜地层的走向 λ
是双向的，方位差为１８０°，地球物理中为了定量描述走向和倾向的大小关系，Ａｋｉ等（１９８６）在定

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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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地震学中约定：倾斜地层向走向的右边下倾，因此 φ＝λ＋９０°。 走向、倾向的取值范围 λ∈
［０，２π］，φ∈ ［０，２π］；倾角定义为断层面下盘的下倾面和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变化范围 δ∈
［０，π／２］。 三维倾斜界面的单位法向向量由倾向 φ和倾角 δ表示为（Ａ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６）：

ｎ^＝［－ｓｉｎδｃｏｓφ，－ｓｉｎδｓｉｎφ，ｃｏｓδ］ （１）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界面法线方向指向界面下方，与 Ａｋｉ等定义的断层面法线方向相反。
１２　三维弯曲界面
１２１　三维弯曲界面反射点切平面的倾向、倾角

设曲面方程为 Ｆ（ｘ，ｙ，ｚ）＝０，曲面上的反射点 Ｄ＝（ｘＤ，ｙＤ，ｚＤ），为了保证弯曲界面光滑、连

续和在反射点的法向量存在，要求函数 Ｆ（ｘ，ｙ，ｚ）在 Ｄ点的偏导数连续且 ３个偏导数不同时为
０。过 Ｄ点的单位法向量表示为

ｎ^＝１
Ａ０
（Ｆｘ（Ｄ），Ｆｙ（Ｄ），Ｆｚ（Ｄ）） （２）

其中 Ａ０＝ Ｆ２ｘ（Ｄ）＋Ｆ
２
ｙ（Ｄ）＋Ｆ

２
ｚ（Ｄ槡 ）。 可以看出，公式（１）和（２）是描述三维倾斜界面单位法

向向量的２个等价形式。给定曲面方程和反射点坐标，根据三角函数关系，就可以求出反射点
切平面的倾向 φ和倾角 δ。
１２２　反射点的法向投影点和法向深度

法向投影点是反射点法线方向延长线与地表的交点，把由法向投影点组成的网格称为地表

ＣＤＰ网格点；法向深度为反射点与其法向投影点间的距离。由公式（２）给出的反射点 Ｄ的单
位法向向量，过 Ｄ点的法线方程为

ｘ－ｘ０
Ｆｘ（Ｄ）

＝
ｙ－ｙ０
Ｆｙ（Ｄ）

＝
ｚ－ｚ０
Ｆｚ（Ｄ）

（３）

　　求出反射点在地表的法向投影点 Ｏ（ｘＮＰ，ｙＮＰ，０），与反射点的垂向投影点 Ｏ′＝（ｘＤ，ｙＤ，０）
比较，利用（１）和式（２），化简得：

ｘＮＰ－ｘＤ ＝ｔａｎδｃｏｓφｚＤ
ｙＮＰ－ｙＤ ＝ｔａｎδｓｉｎφｚ

{
Ｄ

（４）

　　从公式（４）中可以看出，反射点的法向投影点与垂向投影点的偏离程度同反射点切平面的
倾角及反射点的垂向深度有关，倾角越大、界面越深，二者的偏离距离越大。两点的偏离方位与

切平面的倾向方向相同，当 φ＝０时，垂向投影点沿 ｘ方向偏离垂向投影点；φ＝π／２时，垂向投
影点沿 ｙ方向偏离垂向投影点。

反射点的法向深度：

ｈ＝ＤＯ＝
Ａ０
Ｆｚ（Ｄ）

ｚＤ ＝
ｚＤ
ｃｏｓδ

（５）

该式给出了反射点的法向深度ｈ与垂向深度ｚＤ的对应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反射点法向与垂向之
间夹角为真倾角 δ。
１３　测线方位与视倾角

视倾角是测线与其在界面上的投影之间的夹角，视倾角与测线方位有关，当测线方位沿界

面走向（或与之反向）时，视倾角为零；当测线方位垂直走向时，视倾角等于真倾角。只有当测

线方位确定时，视倾角的求取才有意义。视倾角的大小受到界面真倾角δ、倾向φ及测线方位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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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具体表达式为

ｓｉｎδ＝ｓｉｎδｃｏｓ（φ－） （６）
　　需要通过检波点和反射点的地表法向投影点来计算炮点位置。根据 Ｓｎｅｌｌ定律，入射射线、
反射射线和法线在同一平面内，可知炮点 Ｓ、检波点 Ｒ和反射点的法向投影点 Ｏ三点共线。已
知检波点 Ｒ、反射点的地表法向投影点 Ｏ，利用三角函数关系求得测线方位 ，把测线方位角 
带入公式（６）中得到视倾角。

图 ２　射线路径面上的炮距、检波点距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ＳａｎｄｒＲ
ｏｎｔｈｅｒａｙ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ｐｌａｎｅ．

１４　炮点 Ｓ的坐标
为便于分析，把图 １中由入射射线、反射

射线和法线构成射线路径面单独提取出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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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所示，炮距 ｒｓ为从炮点到法向投影点 Ｏ点
的距离，检波点距 ｒＲ为检波点到法向投影点 Ｏ
点的距离，且偏移距 ｘ＝ｒｓ＋ｒＲ。依据倾角 ＣＤＰ
理论，经简单推导得到炮距、检波点距的解析

表达式：

ｒＳ＝
ｈｒＲ

ｈ＋２ｒＲｓｉｎδ
（７）

把公式（５）、（６）代入式（７）中，求出炮距 ｒｓ，然
后得到由炮距 ｒｓ、检波点距 ｒＲ、检波点和反射点法向投影点坐标表示的炮点坐标 Ｓ：

ｘＳ＝ｘＮＰ＋
ｒＳ
ｒＲ
（ｘＮＰ－ｘＲ）

ｙＳ＝ｙＮＰ＋
ｒＳ
ｒＲ
（ｙＮＰ－ｙＲ









 ）

（８）

　　根据炮点坐标，确定射线传播路径，然后由路径长度和介质的速度得到 Ｐ波反射走时。
从上面的原理和方法可以看出，从三维弯曲界面上的反射点出发来研究反射时距，主要基

于以下两点考虑：１）过反射点作曲面的切平面和法线，把弯曲界面用一系列倾向和倾角变化的
三维倾斜界面来描述，也就是把三维弯曲界面上的反射问题转换成倾向、倾角随反射点变化的

三维倾斜界面的反射问题；２）通过界面反射点作地表法向投影，利用炮距与检波点距的解析表
达式确定射线传播路径，最终求得走时。

２　４个网格间的关系

在三维弯曲界面的时距模拟中涉及到４个网格：构成地表观测系统的炮点网格，检波点网
格，界面上的反射点网格以及反射点的地表法向投影网格。假定已知炮点网格和检波点网格，

全局搜索三维空间中反射点的精确位置比较耗时，计算效率低，且求得的反射点的分布情况未

知。若已知炮点网格和界面上反射点网格的分布，求取检波点网格，这样得到的检波点分布不

规则，与实际布设观测系统的流程不一致。根据野外施工需求和计算难易程度，选择固定反射

点网格和检波点网格，计算界面反射点的地表 ＣＤＰ点，再利用炮距、检波点距的关系最终得到
炮点网格。

网格的规则化处理：在确定反射点的地表 ＣＤＰ网格时，在保证计算精度的条件下，从密集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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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炮点分布图及炮点网格近似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ｇｒａｍｏｆｓｈｏｔ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ｇｒｉｄ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的反射点法向投影网格中稀疏出一个规则

的地表投影网格，确保地表 ＣＤＰ投影点分
布均匀，有利于后续的抽取 ＣＤＰ道集和速
度谱分析。

根据反射点网格和检波点网格来求炮

点位置。假设有 ｍ个检波点，ｎ个反射点，
通过多对多投影，得到 ｍｎ个炮点位置，
这样对每个反射点来说都是满覆盖的。

书书书

图

３中黑色点代表求得的炮点位置。从图３中
可以看出，炮点呈点簇状分布，原点（曲面顶

点正上方）处炮点分布最集中，然后向周围

逐渐发散。在一定计算精度的限定下，把炮

点相对集中的区域看作是一个炮点（

书书书

图３中
黑色圆圈），由此确定出一个规则的炮点网

格。

３　数值模拟

３１　预设三维弯曲界面模型
为了能够解析地分析三维弯曲界面的反射时距，假定地下弯曲界面为旋转抛物面 Ｆ（ｘ，ｙ，

ｚ）＝ｚ－ａ（ｘ２＋ｙ２）－ｂ＝０，其中 ａ，ｂ分别控制界面的曲率和埋深，模型中初始参数 ａ＝００１，ｂ＝

３２０ｍ，且把弯曲界面的上覆介质等效为均匀介质，ｖｐ＝２０００ｍ／ｓ。初始模型采用 ｚ轴向下的右手
直角坐标系，旋转抛物面的顶点位于坐标原点的正下方（

书书书

图４）。图４中给出了弯曲界面与测线
位置的关系，阴影部分为弯曲界面，黑色小圆点为预设的反射点，黑色三角为测线上的检波点，

三维观测系统布设于 ｚ＝０的平面内。

图 ４　三维弯曲界面模型和地表测线相对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３Ｄｃｕｒｖ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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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波点的分布：

ｘＲ ＝－２００ｍ ～２００ｍ，ｘ方向间隔为 Δｘ＝２０ｍ

ｙＲ ＝－２００ｍ ～２００ｍ，ｙ方向间隔为 Δｙ＝
{ ２０ｍ

　　反射点在地表的法向投影分布：
ｘＮＰ＝－３００ｍ ～３００ｍ，ｘ方向间隔为 Δｘ＝１０ｍ

ｙＮＰ＝－３００ｍ ～３００ｍ，ｙ方向间隔为 Δｙ＝
{ １０ｍ

３２　炮集反射时距
已知检波点网格和反射点法向投影网格，求炮点网格分布及其相应走时，在双核 ＰＣ机（主

频２３３ＧＨｚ）上运行，耗时约为９０ｓ，与射线追踪方法相比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效率，适用于三维
地震勘探的野外实际工作，便于指导和优化观测系统设计。选取炮点网格中位于（－２００，０，０）
的炮点，得到的反射时距曲面如

书书书

图５所示。从图 ５中可以看出，时距曲面近似为双曲面，但从反
射时距曲面上很难区分弯曲界面与倾斜界面，因此着重从单条测线接收的反射时距曲线上深入

分析。

图 ５　三维弯曲界面中炮点 Ｓ位于（－２００，０，０）时检波点网格接收到的反射时距曲面

Ｆｉｇ．５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３Ｄｃｕｒｖ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ｆｒｏｍＳ（－２００，０，０）．

因选定的弯曲界面为旋转抛物面，所以从轴对称角度来分析三维弯曲界面与三维倾斜界面

的差异。首先分析 ｙ＝０测线上接收的反射时距特征，当炮点 Ｓ位于（－２００，０，０）点时，与 ｙ＝０
测线上第１个检波点位置重合，时距曲线如

书书书

图６ｃ所示；同时给出了在相同观测系统下水平界
面和三维倾斜界面的反射时距曲线，分别见

书书书

图６ａ，ｂ。其中水平界面为弯曲界面中 ａ＝０的特殊
情况，界面埋深为３２０ｍ；三维倾斜界面过弯曲界面顶点，倾角１０°、倾向１８０°；ｙ＝０测线方位为
０°，视倾角与真倾角反号。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通过计算只得到了反射地震波的走时，而振幅、
频率等未知。为了便于显示，用振幅恒定的雷克子波模拟波形，其中走时为对应雷克子波的初

动。

图６所示为３类界面的测线反射时距曲线的比较。水平界面的时距曲线为标准双曲线的
单支；倾斜界面的时距曲线为时距顶点偏向于上倾方向的双曲线；弯曲界面的时距曲线可近似

为双曲线。但由于弯曲界面上反射点对应切平面的倾向、倾角逐点变化，使得它与水平界面、倾

斜界面的时距曲线皆不相同。

书书书

图６ｄ，ｅ，ｆ分别为３类界面相应的射线路径图，可以看出，弯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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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炮点 Ｓ（－２００，０，０），ｙ＝０测线接收的 ３类界面反射时距曲线和射线路径对比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ｒａｙｐａｔｈ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３Ｄｄｉｐ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３Ｄｃｕｒｖ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ｆｒｏｍＳ（－２００，０，０），ｌｉｎｅｙ＝０．
ａ，ｄ水平界面；ｂ，ｅ倾斜界面：倾角１０°，倾向１８０°；ｃ，ｆ弯曲界面

面的反射点分布集中，这使得弯曲界面反射时距曲线斜率较大。

单从一条测线的反射时距特征很难确定地下界面形态，为了区分二者，同时对炮点位于（０，
－２００，０），正交测线 ｘ＝０上的反射时距曲线进行分析，如

书书书

图７所示。水平界面的时距曲线形态
保持不变；倾斜界面中，由于测线方位垂直于倾向，该测线的视倾角为０°，因此得到的时距曲线
也为标准双曲线的单支。所用的弯曲界面为旋转抛物面，图７ｃ中的时距曲线与图 ６ｃ中完全相
同。倾斜界面时距曲线随着测线方位变化有很大变化；而弯曲界面的时距曲线形态不变。三

维弯曲界面和三维倾斜界面的反射时距特征对比表明，仅从同一测线方位的时距难以将这 ２种
类型的界面反射区分开来，但比较不同方位的时距差异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通过比较过曲

面顶点的２条正交测线的时距特征来区分三维倾斜界面和三维弯曲界面。
以上从３类界面反射时距特征的对比中讨论了如何区分弯曲界面和倾斜界面，下面分析弯

曲界面曲率变化对反射时距的影响。已知在旋转抛物面方程中，ａ控制界面的曲率。为了分析
界面曲率变化对时距曲线的影响，分别取 ａ＝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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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炮点 Ｓ（０，－２００，０），ｘ＝０测线接收的 ３类界面反射时距曲线

Ｆｉｇ．７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３Ｄｄｉｐｐ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３Ｄｃｕｒｖ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ｆｒｏｍＳ（０，－２００，０），ｌｉｎｅｘ＝０．
ａ水平界面；ｂ倾斜界面：倾角１０°，倾向１８０°；ｃ弯曲界面

图 ８　三维弯曲界面曲率变化对反射时距曲线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３Ｄｃｕｒｖ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ｓ．
ａ－ｆ分别对应旋转抛物面中 ａ为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５的时距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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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固定，反射时距曲线如

书书书

图８所示。图 ８ａ中 ａ＝０，即反射界面为平面，时距曲线为标准双曲
线的单支，时距曲线顶点位于自激自收的检波点处（用黑色椭圆圈出，下同）；图 ８ｂ中 ａ＝
００００１，经计算 ｙ＝０测线所对应的反射点切平面的最大倾角为 ２１３°，时距曲线顶点位于 ｘ＝
－１８０ｍ处；同理当 ａ分别取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５时，相应的切平面的最大倾角逐渐
增大，分别为３９８°，８５３°，１３５°，２５６４°。从图８ｃ，ｄ，ｅ，ｆ中可看出时距曲线的顶点逐渐向曲
面顶点方向移动。同时从反射点的分布情况中可以得出，在炮点和检波点固定的情况下，随着

弯曲界面曲率的增大，界面反射点的分布越集中，体现了弯曲凸界面的发散特性。

４　结论

在三维复杂构造模型的反射时距模拟中，界面反射点的精确位置很难确定且计算耗时。为

了提高对地震波在三维弯曲界面上反射规律的定性认识，本文给出了一种快速求解三维弯曲界

面 Ｐ波反射时距的新方法，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该方法有较高的计算效率，在三维地震勘探的观
测系统设计方面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三维弯曲界面的炮集 Ｐ波反射时距与水平界面、三维倾斜界面的反射
时距不同。本文对如何区分三维弯曲界面和三维倾斜界面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比较 ２条过曲
面顶点的正交测线上的时距特征，获得了三维倾斜界面的反射时距随测线方位变化大，而旋转

抛物面的反射时距保持不变的定性认识。同时分析了弯曲界面曲率变化对反射时距的影响，在

炮点和检波点固定的情况下，随着弯曲界面曲率的增大，界面反射点的分布越来越集中，且时距

曲线的顶点向曲面顶点方向移动。

本文采用有解析解的三维弯曲界面，是一种特殊的情况，用给定离散的网格点进行空间曲

面拟合，如采用 Ｂ样条曲面或三角形面片描述三维弯曲界面（徐涛等，２００４；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这将在后续工作中深入研究。

致谢　两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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