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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犜犜犐介质对称轴倾角的可行性

李　磊，郝重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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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假设横向各向同性（ＴＩ）介质的对称轴是垂直的（ＶＴＩ）或者水平的（ＨＴＩ）能给实际资料处理带来便利，然

而实际ＴＩ介质的对称轴往往是倾斜的（ＴＴＩ），忽略对称轴倾角可能给各向异性参数提取和成像带来偏差，因此需

要研究是否能、以及什么条件下能忽略ＴＴＩ介质对称轴倾角．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研究了与ＴＴＩ介质弹

性性质最接近的ＶＴＩ介质（ＯＡＶＴＩ）的弹性常数和各向异性参数与原ＴＴＩ介质的弹性常数和各向异性参数之间的

联系与差别．结果表明：ＯＡＶＴＩ介质各向异性参数与原ＴＴＩ介质各向异性参数之间的差别可统一表示成犉（α０／β０，

ε，δ，γ）ξ
２ 的形式，其中犉（α０／β０，ε，δ，γ）是无量纲各向异性参数（ε，δ，γ）的线性函数，ξ是对称轴倾角；ξ的大小对各

参数的误差起主导作用，一般不建议忽略２０°～２５°以上的对称轴倾角；当ξ较小时，即使是对强各向异性的ＴＴＩ介

质作ＶＴＩ近似，引起的Ｐ波各向异性参数误差也很小，因此在纵波资料处理中忽略ＴＴＩ介质对称轴倾角通常是可

行的；即使在小ξ条件下，倾斜对称轴对ＳＶ波也有显著影响，因此在转换波资料处理中，不建议忽略ＴＴＩ介质的对

称轴倾角．本文的研究为分析忽略ＴＴＩ介质对称轴倾角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简便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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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地震各向异性早在２０世纪初就为人们所了

解［１］，但受其理论复杂性和当时的观测条件所限，在

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将各向异性当作是一种障碍

而非有用的信息．后来，在实际观测中发现了地震波

速度方位各向异性［２］和横波分裂［３］等各向异性介质

中特有的现象以后，人们认识到各向异性在地球介

质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各向异性的效应不容忽视，

同时，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地震各向异性的应用前景．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有关各向异性的理论研究、数

值模拟和实际资料处理方法迅速发展，并成功应用

于提高成像质量、鉴别岩性、裂隙检测等众多方

面［４１４］．如今，地震各向异性已经成为了地震勘探领

域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方向．

目前的各向异性资料处理方法主要针对横向各

向同性（ＴＩ）介质，并且通常假定ＴＩ介质的对称轴

是垂直的（ＶＴＩ）或者水平的（ＨＴＩ），其主要原因是

ＶＴＩ介质和ＨＴＩ介质的理论公式和处理方法相对

简单，而对称轴倾斜的ＴＩ介质（ＴＴＩ，也有人称之为

ＡＴＩ）和低对称系各向异性介质的理论和方法远比

ＶＴＩ介质和 ＨＴＩ介质复杂．地震勘探中常见的

ＶＴＩ介质是水平叠层引起的长波长等效ＶＴＩ介质，

常见的ＨＴＩ介质是定向排列的直立裂隙引起的等

效ＨＴＩ介质，但构造活动和局部应力异常可能导致

地层和裂隙倾斜，因此实际ＴＩ介质的对称轴并不

一定垂直或者水平，ＶＴＩ和ＨＴＩ假设并不足以满足

实际需要，更多的情况属于ＴＴＩ介质
［１４１９］．近年来，

已有一些关于ＴＴＩ介质的研究发表．Ｔｓｖａｎｋｉｎ的研

究小组［１５１９］对ＴＴＩ介质速度分析做了较多的研究．

郝重涛和姚陈［２０２２］研究了ＴＴＩ介质中Ｐ波速度和

四次时差系数随各向异性参数、测线方位以及对称

轴倾角的变化特征．姚陈和蔡明刚
［２３］研究了 ＴＴＩ

介质四阶弹性张量的解析变换公式．蔡晓刚和陈晓

非［２４］研究了倾斜裂隙介质中体波反透射系数的计

算方法．祝贺君等
［２５］利用高阶同位网格有限差分方

法模拟了二维 ＴＴＩ介质中的地震波场．吴国忱

等［２６］和梁锴等［２７］分析了 ＴＴＩ介质中的体波相速

度、偏振以及反透射系数．蔡晓刚等
［２８］推导了震源

区为ＴＴＩ介质的情况下剪切位错源地震矩张量的

解析表达式．

如前所述，ＶＴＩ介质和ＨＴＩ介质的理论公式和

处理方法远比ＴＴＩ介质简单，若能将ＴＴＩ介质当作

ＶＴＩ介质（当对称轴倾角小于４５°时）或 ＨＴＩ介质

（当对称轴倾角大于４５°时）来处理，将给实际生产

带来极大的便利．然而，忽略ＴＴＩ介质的对称轴倾

角可能带来严重的误差，甚至导致错误的结果，因此

有必要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将ＴＴＩ介质作为ＶＴＩ介

质或 ＨＴＩ介质来处理是可行的．本文的研究就是为

分析这种可行性提供理论依据和简单判据．将ＴＴＩ

介质当作 ＶＴＩ介质来处理，物理上相当于将 ＴＴＩ

介质近似为一个弹性性质与之最为接近的 ＶＴＩ介

质（ＯＡＶＴＩ，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ｙ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ｄＶＴＩ），数学

上相当于在张量空间中将ＴＴＩ介质的弹性张量近

似为与之欧氏距离最短的ＶＴＩ介质的弹性张量．本

文将推导ＯＡＶＴＩ介质弹性张量和各向异性参数的

解析表达式，并以此讨论对 ＴＴＩ介质作 ＶＴＩ近似

的可行性．关于 ＨＴＩ近似可行性的讨论与 ＶＴＩ类

似，因此本文不作赘述．

２　弹性张量近似

各向异性介质的弹性常数犆犿狀狆狇 是四阶张量，通

常采用Ｖｏｉｇｔ缩写规则将其缩写为犆犻犼 的形式．在各

向异性介质的主对称轴与坐标轴重合的坐标系（简

称对称轴坐标系）中，弹性常数的独立非零项个数最

少．在各向异性介质对称轴与坐标轴不重合的坐标

系中，弹性常数矩阵表现为更低阶对称系的形式．如

图１所示，坐标系狓１狓２狓３ 的狓２ 轴选取在水平面内，

５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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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坐标旋转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狓３轴与ＴＩ介质的旋转对称轴重合，狓１轴根据右手

螺旋法则确定．由于ＴＩ介质的旋转对称性，与旋转

对称轴垂直的平面内的任何一个方向也是对称轴方

向，因此狓１ 轴和狓２ 轴方向也是对称轴方向，此时的

坐标系狓１狓２狓３ 就是一个对称轴坐标系．在对称轴坐

标系中，ＴＩ介质的弹性常数矩阵犆犻犼 有５个独立的

非零项．将对称轴坐标系绕狓２轴旋转ξ角（垂向与狓３

轴的夹角），使狓′３轴沿垂向，得地表坐标系狓′１狓′２狓′３．

在地表坐标系中，只有狓′２轴与ＴＩ介质的水平对称

轴重合，狓′１轴和狓′３轴都不沿对称轴方向，此时的弹

性常数矩阵犚犻犼 表现为单斜的形式，这一过程可表

示为

犆犻犼 ＝

犆１１ 犆１２ 犆１３

犆１２ 犆１１ 犆１３

犆１３ 犆１３ 犆３３

犆５５

犆５５

犆

烄

烆

烌

烎６６



　　犚犻犼 ＝

犚１１ 犚１２ 犚１３ 犚１５

犚１２ 犚２２ 犚２３ 犚２５

犚１３ 犚２３ 犚３３ 犚３５

犚４４ 犚４６

犚１５ 犚２５ 犚３５ 犚５５

犚４６ 犚

烄

烆

烌

烎６６

，

其中犆１２＝犆１１－２犆６６．上述变换过程可通过四阶张

量变换公式犚犻犼犽犾 ＝犪犻犿犪犼狀犪犽狅犪犾狊犆犿狀狅狊来实现，也可用

ＴＴＩ弹性张量解析公式
［２３］或Ｂｏｎｄ变换

［２９］来实现．

将ＴＴＩ介质对称轴倾角的三角函数ｃｏｓξ和ｓｉｎξ分

别简写为犮和狊，则坐标变换矩阵犪犻犼 的形式为

犪犻犼 ＝

犮 ０ 狊

０ １ ０

－狊 ０

烄

烆

烌

烎犮

． （１）

犚犻犼 各分量的具体形式由（２）式给出

犚１１ ＝犆１１犮
４
＋２（犆１３＋２犆５５）犮

２狊２＋犆３３狊
４，

犚１２ ＝犆１２犮
２
＋犆１３狊

２，

犚１３ ＝犆１３＋ 犆１１＋犆３３－２（犆１３＋２犆５５［ ］）犮２狊２，

犚１５ ＝ 犆３３狊
２
－犆１１犮

２
＋（犆１３＋２犆５５）（犮

２
－狊

２［ ］）犮狊，

犚２２ ＝犆１１，

犚２３ ＝犆１２狊
２
＋犆１３犮

２，

犚２５ ＝ （犆１３－犆１２）犮狊，

犚３３ ＝犆１１狊
４
＋２（犆１３＋２犆５５）犮

２狊２＋犆３３犮
４，

犚３５ ＝ 犆３３犮
２
－犆１１狊

２
－（犆１３＋２犆５５）（犮

２
－狊

２［ ］）犮狊，

犚４４ ＝犆５５犮
２
＋犆６６狊

２，

犚４６ ＝ （犆５５－犆６６）犮狊，

犚５５ ＝犆５５＋ 犆１１＋犆３３－２（犆１３＋２犆５５［ ］）犮２狊２，

犚６６ ＝犆５５狊
２
＋犆６６犮

２． （２）

由于犆犻犼和犚犻犼是同一介质弹性常数矩阵在不同

坐标系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它们描述的是完全

相同的弹性性质．下面我们利用张量空间理论求取

在地表坐标系中与单斜形式的弹性张量犚最接近

的ＴＩ形式的弹性张量犃．

四阶弹性张量犃和犚 在张量空间中的欧氏距

离［３０］可表示为（注意文献［３０］中的表达式有误，遗

漏了部分项）

‖犃－犚‖
２
＝ ∑

犻，犼，犽，犾

（犃犻犼犽犾－犚犻犼犽犾）槡
２
＝ （犃１１－犚１１）

２

＋（犃１１－犚２２）
２
＋（犃３３－犚３３）

２

＋２（犃１１－２犃６６－犚１２）
２

＋２（犃１３－犚１３）
２
＋２（犃１３－犚２３）

２

＋４（犃５５－犚４４）
２
＋４（犃５５－犚５５）

２

＋４（犃６６－犚６６）
２
＋犉（犚犻犼）， （３）

其中犉（犚犻犼）是只与犚犻犼有关而与犃犻犼无关的项．弹性

张量犃与犚距离最接近的问题等价于求取（３）式极

小值的问题，即要求

 ‖犃－犚‖（ ）２

犃犻犼
＝０． （４）

将式（３）代入式（４），求解关于犃犻犼 的方程组，得

　　犃１１ ＝
３犚１１＋２犚１２＋３犚２２＋４犚６６

８
，

　　犃１３ ＝
犚１３＋犚２３
２

　　犃３３ ＝犚３３，

　　犃５５ ＝
犚４４＋犚５５
２

，

　　犃６６ ＝
犚１１－２犚１２＋犚２２＋４犚６６

８
．

（５）

６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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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各向异性参数近似

目前ＴＩ介质各向异性资料处理中常用的参数

包括Ｔｈｏｍｓｅｎ
［４］提出的各向异性参数α０、β０、ε、δ、γ

和Ｐ波ＮＭＯ速度犞ＮＭＯ，以及Ｔｓｖａｎｋｉｎ等人
［６７］提

出的非椭率参数η，具体定义式如下：

α０＝
犆３３

槡ρ
，　β０＝

犆５５

槡ρ
，　ε＝

犆１１－犆３３
２犆３３

δ＝
（犆１３＋犆５５）

２
－（犆３３－犆５５）

２

２犆３３（犆３３－犆５５）
≈
犆１３＋２犆５５－犆３３

犆３３
，

γ＝
犆６６－犆５５
２犆５５

，犞
２

ＮＭＯ ＝α
２

０
（１＋２δ），η＝

ε－δ
１＋２δ

，

（６）

其中α０和β０分别为Ｐ波和Ｓ波沿ＴＩ对称轴方向的

速度；ε和γ分别反映Ｐ波和ＳＨ波各向异性的强

弱；δ控制Ｐ波在ＴＩ对称轴附近的各向异性强弱，

并与犞ＮＭＯ 有直接联系，是最重要的各向异性参数；

η是实现非双曲校正的重要参数，其大小反映了Ｐ

波慢度面和波前面偏离椭球面的程度．

将式（２）代入式（５），再利用式（６）将弹性常数

犆犻犼 替换为各向异性参数，得到用原ＴＴＩ介质各向

异性参数表示的ＯＡＶＴＩ介质弹性常数表达式：

犃１１ ＝α
２

０ １＋ε２－２狊
２
＋
３

４
狊（ ）４ ＋δ１－３４狊（ ）２狊［ ］２ ，

犃１３ ＝α
２

０ １＋ε（２－狊
２）狊２＋δ１－

３

２
狊２＋狊（ ）［ ］４

－２β
２

０
（１＋γ狊

２），

犃３３ ＝α
２

０
（１＋２δ犮

２狊２＋２ε狊
４），

犃５５ ＝β
２

０
（１＋γ狊

２）＋α
２

０
（ε－δ）犮

２狊２，

犃６６ ＝β
２

０
（１＋２γ犮

２）＋
α
２

０

４
（ε－δ）狊

４． （７）

再用式（７）中的犃犻犼 替换式（６）中的犆犻犼，得ＯＡＶＴＩ

介质各向异性参数表达式：

α′
２

０ ＝α
２

０
（１＋２δ犮

２狊２＋２ε狊
４），

β′
２

０ ＝β
２

０
（１＋γ狊

２）＋α
２

０
（ε－δ）犮

２狊２，

ε′＝
α
２

０

α′
２

０

ε１－狊
２
－
５

８
狊（ ）４ －δ １２－

５

８
狊（ ）２狊［ ］２ ，

δ′＝
α
２

０

α′
２

０

ε４－５狊（ ）２狊２＋δ１－
１１

２
狊２＋５狊（ ）［ ］４ ，

γ′＝
β
２

０

β′
２

０

γ１－
３

２
狊（ ）２ －α

２

０

β
２

０

（ε－δ）
１

２
－
５

８
狊（ ）２狊［ ］２ ，

犞′
２

ＮＭＯ ＝α
２

０ １＋δ（２－狊
２）＋８（ε－δ）犮

２狊［ ］２ ，

η′＝

（ε－δ）１－５狊
２
＋
３５

８
狊（ ）４

１＋δ（２－狊
２）＋８（ε－δ）犮

２狊２
． （８）

可以看出：α′０的表达式与Ｔｈｏｍｓｅｎ
［４］的Ｐ波速度线

性近似公式形式相同，恰好为ＴＴＩ介质沿垂向的速

度；β′０的表达式与Ｔｈｏｍｓｅｎ
［４］的ＳＶ波速度线性近

似公式形式相似，但多了与γ有关的项；ε′和δ′只

与ε和δ有关（α
２

０
／α′

２

０
项可约去α

２

０
）；γ′的表达式中

出现的原ＴＴＩ介质各向异性参数项与β′０表达式中

的各向异性参数项相同；犞′ＮＭＯ的表达式比犞ＮＭＯ 的

表达式多了与ε有关的项；η′仍然只是ε和δ的表

达式；所有新参数都与对称轴倾角ξ有关，都包含了

ξ三角函数的偶数次项．

将式（８）在ξ＝０°附近作级数展开，保留ξ的二

次项以及无量纲各向异性参数ε、δ和γ的一次项，舍

去高次项，得

　　　　

α′０－α０

α０
≈δξ

２，

犞′ＮＭＯ－犞ＮＭＯ

犞ＮＭＯ

＝ ４ε－
９

２（ ）δξ２，

ε′－ε≈－ ε＋
１

２（ ）δξ２，

δ′－δ≈ ４ε－
１１

２（ ）δξ２，
β′０－β０

β０
≈
１

２
（γ＋κ）ξ

２，

κ′－κ≈－５κξ
２，

γ′－γ≈－
１

２
（３γ＋κ）ξ

２，

η′－η≈－５ηξ
２，

（９）

其中

κ＝
α
２

０

β
２

０

（ε－δ）， （１０）

反映的是ＳＶ波的各向异性强度（从Ｔｈｏｍｓｅｎ
［４］的ＳＶ

波速度线性近似公式可以看出）．注意采用式（９）作

计算时对称轴倾角ξ的单位必须为ｒａｄ．式（９）的形

式远比式（８）简单，能更直观地反映新参数与原参数

之间的差别以及各参数之间的相关性．从式（９）可以

看出：所有ＯＡＶＴＩ参数与对应的原参数之间的差

别都是原无量纲各向异性参数（ε、δ、γ）的一次函数，

是对称轴倾角ξ的二次函数；α′０与α０之间的差别主

要由δ控制，对ε不敏感；β′０与β０、γ′与γ之间的差别

与κ和γ都有关，说明ＳＶ波与ＳＨ波的各向异性相

互耦合（这是因为在 ＴＴＩ介质中除少数特殊方向

外，ＳＨ波的偏振不再水平，ＳＶ波的偏振也不再位

于垂直面内）；其余四对参数之间的差别正比于ε和

δ的简单线性组合，其中ε′与ε的差别受ε的影响更

大，δ′与δ、犞′ＮＭＯ与犞ＮＭＯ、η′与η的差别主要受ε与δ

７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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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影响．

４　数值分析与讨论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忽略对称轴倾角带来的误

差，在本节中我们利用式（８）和式（９）计算了在不同

对称轴倾角和各向异性参数条件下，ＯＡＶＴＩ介质

速度参数与原参数之间的相对误差以及无量纲各向

异性参数与原参数之间的绝对误差．鉴于目前的资料

处理方法主要是针对Ｐ波和ＰＳ波数据
［５８，１０１２，１５１９］，在

下面的数值分析和讨论过程中我们将重心放在与Ｐ

波和ＳＶ波各向异性有关的参数上，数值计算中所

取的参数需要满足对ＴＩ介质各向异性参数的限制

条件［３１］．

首先我们利用精确公式（８）计算了对称轴倾角

ξ＝７°、波速比α０／β０＝２．０、γ＝０时ＯＡＶＴＩ介质各

参数与原参数之间的差别随ε和δ 的变化（见

图２）．从图２ａ可以看出，α０的相对误差对ε不敏

图２　当ＴＴＩ介质对称轴倾角ξ＝７°时，ＯＡＶＴＩ介质各向异性参数与原ＴＴＩ介质各向异性参数之间的误差分布

（ａ）（α０′－α０）／α０；（ｂ）（犞′ＮＭＯ－犞ＮＭＯ）／犞ＮＭＯ；（ｃ）ε′－ε；（ｄ）δ′－δ；（ｅ）（β′０－β０）／β０；（ｆ）κ′－κ；（ｇ）γ′－γ；（ｈ）η′－η．

计算公式采用式（８），ε和δ取值从－０．１到０．５，其他参数固定（α０／β０＝２．０，γ＝０）．

Ｆｉｇ．２　Ｅｒｒｏｒｍａｐｓｏｆ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ＯＡＶＴＩｍｅｄｉｕｍｆｏｒａ７°ｔｉｌｔｅｄ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ａｘｉｓ

ｏｆＴＴＩｍｅｄｉｕｍ（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Ｅｑ．（８））

图３　与图２相同，但对称轴倾角ξ＝１５°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ａｔｉｌｔｏｆ１５°

８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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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主要受δ大小的影响，此外，α０ 的相对误差很小，

即使是δ＝０．５的强各向异性，α０ 的相对误差也不到

１％．从图２ｂ可以看出，ＮＭＯ速度的相对误差随ε

与δ差别的增大而增大，且明显高于α０ 的相对误

差，结合式（６）中ＮＭＯ速度的定义，可知 ＮＭＯ速

度的误差主要来源于δ的误差（见图２ｄ）．从图２ｃ—

２ｄ可以看出，ε的误差对ε的敏感程度略高于对δ

的敏感程度，而δ的误差对δ的敏感程度略高于对ε

的敏感程度．α０、ε和δ的误差即使在强各向异性条

件下也很小，说明在小倾角条件下将 ＴＴＩ近似为

ＶＴＩ对Ｐ波各向异性参数的影响不大．从图２ｄ—２ｆ

可以看出，与ＮＭＯ速度类似，δ、κ、γ和η的绝对误

差以及β０ 的相对误差都与ε和δ的差别有关，其中

η的表现略有不同，主要在ε很大且δ很小时误差较

大．当ε与δ的差别较大时，κ的误差较大，而κ反映

的是ＳＶ波的各向异性强弱，说明对于较强的ＳＶ

波各向异性，即使是在小倾角条件下，将 ＴＴＩ近似

为ＶＴＩ也会对ＳＶ波各向异性产生明显的影响，因

此在转换波处理中将ＴＴＩ近似为ＶＴＩ有可能导致

严重的偏差．上述讨论与第３节中根据简化公式（９）

所作的分析相符．

图３—５给出了对称轴倾角ξ分别为１５°、３０°、

图４　与图２相同，但对称轴倾角ξ＝３０°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ａｔｉｌｔｏｆ３０°

图５　与图２相同，但对称轴倾角ξ＝４５°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２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ａｔｉｌｔｏｆ４５°

９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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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时的各参数误差分布图，结果与图２较为相似，

各参数误差对原参数的敏感度分析与上一段讨论基

本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区别．在图２ａ中，α０ 的误差主

要受δ大小的影响而与ε几乎无关；在图３ａ中，α０

的误差仍然主要由δ控制但也能看出与ε的相关

性；在图４ａ中，α０ 的误差与ε之间的相关性变得更

加明显；在图５ａ中，ε与δ的影响力相当．这是因为

在近对称轴方向，速度各向异性主要受δ控制，随着

与对称轴夹角的增大，ε的影响开始增强，δ的影响

逐渐减弱．在图２ｃ中，ε的误差明显受到了δ的影

响，但在图３ｃ—５ｃ中，随着对称轴倾角的增大，δ的

影响越来越小，到ξ＝４５°时，几乎只剩下ε的影响．

这些特点并不能从理论公式（８）和（９）直接看出．比

较图２—５中对应的色标，容易发现各参数误差随对

称轴倾角的增大而急剧上升，反映了对称轴倾角大

小对ＶＴＩ近似可行性的重要性．

在前面的数值分析中，我们将波速比α０／β０ 固

定在２．０．为了考察α０／β０ 对各参数误差分布的影

响，我们改变α０／β０ 的值重新计算了对称轴倾角ξ＝

１５°时的误差分布图．图６是α０／β０＝１．５时的结果，

与图３相比，两者几乎一样．我们还计算了α０／β０＝

２．５时的误差分布，结果仍然一样，说明各参数误差

图６　与图３相同，但波速比α０／β０＝１．５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α０／β０＝１．５

图７　与图３相同，但使用简化公式（９）计算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ｅｘｃｅｐ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Ｅｑ．（９）

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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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与图４相同，但使用简化公式（９）计算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４ｅｘｃｅｐ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Ｅｑ．（９）

分布对速度比α０／β０ 不敏感．

我们采用简化公式（９）分别计算了ξ＝１５°（图

７）和ξ＝３０°（图８）时各参数的误差分布．比较图７

与图３，两者几乎一致，说明简化公式有很好的精

度．比较图８和图４，发现两者整体上较为接近，部

分参数的误差对不同各向异性参数的敏感度有所差

别，这种差别通常在ε或δ极大时较大（尤其是对

η），但一般来说实际地层的各向异性并没有那么强，

因此我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式（９）都较为精确．

式（９）中各参数误差都是无量纲各向异性参数

（ε，δ，γ）的一次函数，对称轴倾角ξ的二次函数，可

以统一写成犉（α０／β０，ε，δ，γ）ξ
２ 的形式，其中犉（α０／

β０，ε，δ，γ）表示无量纲各向异性参数的线性组合．图

９给出了ξ从０°到４５°，犉（α０／β０，ε，δ，γ）从－０．５到

０．５时的误差分布．从图９可以看出，忽略５°以下的

倾角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忽略１０°～１５°以下的倾角

引起的误差也很小，对１５°～２０°的倾角，当犉的值不

是很大时（相当于要求ＴＴＩ介质的各向异性强度不

是极强）误差仍能接受，但是对于２０°～２５°以上的倾

角，只有在犉趋于０时（相当于要求ＴＴＩ介质的各

向异性强度极弱）误差才很小，因此不建议忽略２０°～

２５°以上的倾角．

５　结　论

本文推导了ＯＡＶＴＩ介质的弹性常数和各向异

性参数与原ＴＴＩ介质弹性常数和各向异性参数之

图９　根据简化公式（９）计算的各向异性参数误差

横轴为ＴＴＩ介质对称轴倾角，纵轴为式（９）

各等式右边的系数项（即除去ξ
２）．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ｔｉｌｔｏ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ａｘｉｓｏｆＴＴＩ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ｇｉｖｅｎｂｙＥｑ．（９）

间的解析关系式，并系统地讨论了两者的差别与联

系．理论研究表明，速度参数的相对误差和无量纲各

向异性参数的绝对误差是无量纲各向异性参数的一

次函数和对称轴倾角的二次函数；α０ 的相对误差主

要受δ大小的影响；Ｐ波近对称轴各向异性参数δ、

ＳＶ波各向异性参数κ、ＳＨ波各向异性参数γ和非

椭率参数η的绝对误差，以及Ｐ波ＮＭＯ速度的相

对误差，主要受ε与δ差别大小的影响．ＴＴＩ介质能

否近似为ＶＴＩ介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对称轴倾

角的大小．根据本文数值分析的结果，忽略对称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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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对转换波影响很大，一般不建议忽略；对１０°～２０°

以下的对称轴倾角，忽略倾角引起的Ｐ波的各向异

性参数误差很小，因此在纵波资料处理中忽略ＴＴＩ

介质对称轴倾角通常是有可行的，但是不建议忽略

２０°～２５°以上的对称轴倾角．

需要强调，本文的研究只能为 ＴＩ介质中弹性

波的运动学特征（走时）提供依据，尚不足以作为依

据来判断忽略对称轴倾角对动力学特征（振幅）的影

响．ＴＴＩ介质与 ＶＴＩ／ＨＴＩ介质的弹性波动力学特

征有显著的差异，例如，在ＶＴＩ介质中只有Ｐ波到

ＳＶ波的转换，而在ＴＴＩ介质中既有Ｐ波到ＳＶ波

的转换，又有Ｐ波到ＳＨ波的转换．在ＨＴＩ介质中，

Ｐ波的偏振偏离以π为周期随方位变化
［３２］，然而在

ＴＴＩ介质中，除了有以π为周期的分量外，还有以

２π为周期的分量．本文虽然系统研究了忽略 ＴＴＩ

介质对称轴倾角对各向异性参数的影响，但尚属于

较为初步的研究，还需要更具体地研究对速度、走时

以及偏振的影响．如今的各向异性资料处理方

法［５８，１０１２，１５１９］层出不穷，即使是对同样的地震数据，

不同方法的处理结果也会有所差异［３３］，需要进一步

研究忽略对称轴倾角对一些特定的、常用的资料处

理方法的影响．此外，本文只是单一地考虑了倾斜对

称轴的影响，并没有考虑更复杂介质的情况，这些问

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致　谢　本项研究源于中国地质大学 牛滨华 教授

的建议，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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