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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密度模型稀疏表征的重力反演方法

于会臻，王金铎，王千军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山东东营　２５７０００

摘要　重力反演是恢复地下密度空间分布的有效工具，而选择合理的密度模型约束方法是提升重力反演分辨率和

可靠性的关键．常规约束方法大多是从剖分网格空间中的密度模型出发，通过调整光滑或稀疏约束权重来匹配反

演目标，但当地质体类型多样、异常分离不准确及网格剖分方案不合理时，模型约束的合理性与灵活性难以得到有

效保证．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密度模型稀疏表征的重力反演方法．首先假设待反演的密度模型表征为模型特

征矩阵和稀疏分解系数的线性组合，之后重新推导了重力反演目标函数，并给出了分解系数的稀疏求解过程．相比

现有重力反演方法，用于构建模型特征矩阵的特征模型可包含不同类型地质体的先验几何信息，分解系数的稀疏

性保证了待反演目标来自于最典型的地质模式组合．最后，通过模型试验及实际资料验证了基于密度模型稀疏表

征的重力反演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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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重力反演的目的是由地表观测的重力数据恢复

出未知地下空间的密度分布，是矿产资源勘查部署

的重要手段（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ｅｖｅｓ，１９８５；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ｅｔａｌ．，１９９７；管志宁等，１９９８；Ｐｏｒｔｎｉａｇｕｉｎｅａｎｄ

Ｚｈｄａｎｏｖ，１９９９；姚长利等，２００３；孟小红等，２０１２）．

重力反演首先需要对三维地下半空间进行离散化剖

分，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六面体网格方式（Ｌｉａｎｄ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９８）．但与地震、电法等地球物理技术

相比，随着深度的增加，相同大小的密度体所产生的

重力异常幅值及频率衰减更快，导致重力正演核函

数矩阵条件数较大，同时受到观测噪声及异常处理

精度的影响，反演结果分辨率较低、多解性更强．

在保证重力异常数据拟合的前提下，合理地施

加模型约束项是降低重力反演多解性问题、获得可

靠密度反演结果的有效手段．不同的模型约束方法

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假设，以满足不同勘探目标解释

工作的需求．Ｌｉ和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９６）利用深度加权

矩阵和犔２ 范数约束以降低反演结果的趋肤效应；

Ｌａｓｔ和 Ｋｕｂｉｋ（１９８３）引入了基于最小体积约束，

Ｐｏｒｔｎｉａｇｕｉｎｅ和Ｚｈｄａｎｏｖ（１９９９）、Ｚｈｄａｎｏｖ（２００２）、

Ｚｈｄａｎｏｖ等（２００４）引入最小支撑约束来获得具有聚

焦特征的反演结果；ＢｅｒｔｅｔｅＡｇｕｉｒｒｅ等（２００２）引入

了最小梯度支撑和总变差（ＴＶ）约束来保证锐化模

型反演结果的边界梯度；秦朋波和黄大年（２０１６）、高

秀鹤和黄大年（２０１７）利用聚焦反演方法对重力及重

力梯度数据进行联合反演，通过融合多维度观测信

息提高反演结果可靠性；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ｓｏｎ和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１９９８）、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８）、Ｖａｔａｎｋｈａｈ等（２０１７）

利用犔１ 范数来提高反演分辨率；Ｓｕｎ和Ｌｉ（２０１４）、

李泽林等（２０１９）利用犔狆 范数来改善重力反演结

果；彭国民等（２０１８）采用柯西分布约束来保证模型

反演结果的稀疏性．相比来说，具有稀疏特征或稀疏

边界特征的模型约束方法能得到更高的解释分辨

率，在实际勘探应用中更具吸引力．

对于稀疏或聚焦反演方法来说，获得可靠的结

果需具备较强的前提条件：一是网格剖分与地质体

间的匹配性，二是重力剩余异常求取的准确性．在实

际应用中，上述条件很难得到满足，首先地质体发育

模式复杂、形态多样，准确的网格剖分方案难以确

定；其次总的重力异常为地下半空间密度体产生重

力异常的叠加，背景异常难以准确剥离，获得与聚焦

密度体对应的剩余重力异常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些问题都会导致聚焦或稀疏约束反演密度值和空

间分布与真实情况间存在较大的偏差．为此，通常可

引入测井资料或添加光滑、能量最小等多种约束方

式（刘展等，２０１１；朱自强等，２０１４；Ｕｔｓｕｇｉ，２０１９）来

增强反演结果的可靠性，获得介于光滑与聚焦的密

度反演结果．但往往研究区测井资料有限，而且光滑

与聚焦（稀疏）的联合约束也难以描述复杂的密度空

间分布．可以看出，要想满足高精度重力反演应用需

求，还需开展更深入的模型约束方法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密度模型稀疏表征的

重力反演方法，引入了可描述典型地质体发育模式

及几何特征的特征模型，并介绍了利用特征模型构

建模型特征矩阵的流程，在此基础上，重新推导了重

力反演求解方程，将直接求解密度转换为求解与模

型特征矩阵对应的分解系数稀疏求解问题，以保证

利用最少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模型组合构成期

望反演得到的密度模型，从而获得分辨率更高、可靠

性更强的三维密度反演结果．

１　方法原理

１．１　重力反演方法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重力反演方法．在笛卡尔坐

标系下，将地下半空间剖分为三维离散网格，则重力

正演可表达为如下线性方程：

犃犕 ＝犱， （１）

其中，犕 ∈犚犚
犾×１为待求解地下剖分网格内的密度模

型向量，犃∈犚犚
狀×犾是各个剖分网格在单位密度下的

重力正演核函数矩阵，犱∈犚犚
狀×１为重力异常数据；狀、

犾分别为重力观测数据及反演区域网格剖分的个数．

重力反演是正演的逆过程，为了减少反演多解

性，通常会施加定量的模型约束，可分为线性和非线

性模型约束算子两大类．前者中最为常用的包括用

于保证密度模型能量最小的单位矩阵算子和保证密

度模型光滑的拉普拉斯算子等；后者则在迭代反演

过程中因模型的改变而改变，如最小支撑、最小梯度

支撑等非线性算子．上述两类模型约束可归纳至统

２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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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重力反演目标函数中，形式如下：

ａｒｇｍｉｎ
犕

‖犃犕 －犱‖
２

２＋λ１‖犔犕犕‖
２

２＋λ２（犕）， （２）

其中 ‖·‖
２

２
为犔２ 范数；犔犕 ∈犚犚

犾×犾为关于犕 的线性模

型约束算子，如拉普拉斯梯度矩阵、单位矩阵等，λ１

为犔２ 范数模型约束的权重；（犕）为关于 犕 的非

线性模型约束算子，λ２ 为其权重．在聚焦反演中利于

利用迭代加权法对犕进行求解，直到满足收敛条件．通

常将（犕）定义为（ＰｏｒｔｎｉａｇｕｉｎｅａｎｄＺｈｄａｎｏｖ，１９９９）：

Ｆｏｃｕｓ（犕
犽）＝犠

犽

Ｆｏｃｕｓ＝ｄｉａｇ
犕犽－１

（（犕犽－１）２＋β
２）１／（ ）２ ，

（３）

其中，犕犽 为当前第犽次迭代求解得到的密度模型，

犕犽－１ 为第犽－１次迭代求解得到的密度模型，犠
犽

Ｆｏｃｕｓ∈

犚犚犾×犾为聚焦函数矩阵，β为一个较小的数．

第犽次迭代的密度模型犕犽 满足的目标函数形

式如下：

ａｒｇｍｉｎ
犕
犽

（犃犕犽－犱）
Ｔ（犃犕犽－犱）＋λ１（犔犕犕

犽）Ｔ（犔犕犕
犽）

　　＋λ２（犠
犽

Ｆｏｃｕｓ犕
犽）Ｔ（犠

犽

Ｆｏｃｕｓ犕
犽）， （４）

求解该目标函数的等价形式为：

珟犃

λ槡２犠
犽

Ｆｏｃｕ

熿

燀

燄

燅ｓ
犕犽 ＝

犱^熿

燀

燄

燅ο

， （５）

其中，

珟犃＝
犃

λ槡１犔

熿

燀

燄

燅犕
，珘犱＝

犱［］
ο
，

ο∈犚犚
犾×１为一个零向量．

聚焦反演的目标是将密度反演结果集中在部分

网格中，追求的是利用最少的密度网格模型来拟合

重力数据．但异常分离不准确时，会有一定成分的区

域背景异常干扰，而这部分异常对应的密度体并不

符合聚焦算法的应用前提．即使异常分离结果较为

准确，网格剖分过小或过大，也难以保证反演结果的

可靠性．

１．２　模型特征矩阵构建流程

针对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本文利用模型特征

矩阵和分解系数来对密度模型进行稀疏表征．下面

首先通过一维模型来阐述密度模型稀疏表征的含

义．如图１所示，该一维密度模型可分解为三个特征

模型，一是数值为２ｇ·ｃｍ
－３的区域背景密度模型，

二是数值为０．５ｇ·ｃｍ
－３的密度体犅１ 剩余密度模

型，三是数值为０．２ｇ·ｃｍ
－３的密度体犅２ 剩余密度

模型．

图１　一维密度模型分解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１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该一维密度模型犕 的分解过程可表达为模型

特征矩阵和分解系数向量的矩阵相乘：

犕 ＝

２

２．５

２．５

２

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熿

燀

燄

燅２

＝

　　　　　犇犅
１

烉烇 烋
　　　　　 　　　　犇犅

２

烉烇 烋
　　　　 犇犫

︷
犵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熿

燀

燄

燅１ １ １

０

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２

熿

燀

燄

燅

０

２

＝犇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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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将犇∈犚犚
犾×狇称为模型特征矩阵；Γ∈犚犚

狇×１称为

模型特征矩阵对应的分解系数向量；狇为分解系数

向量的个数．

矩阵犇包含了三个子矩阵，即

犇＝ 犇犅
１
，犇犅

２
，犇犫［ ］犵 ． （７）

　　根据公式（６）的矩阵形式与图１所示三个特征

模型的对应关系可看出，矩阵犇犅
１
每一列包含了块

体犅１的几何形态特征，矩阵犇犅
２
每一列包含了块体

犅２的几何形态特征，矩阵犇犫犵包含了背景信息．为了

保证利用最少的特征模型来组成密度模型，分解向

量Γ应是稀疏的，其非零点处数值的大小和位置表

示特征模型的密度值大小和空间赋存位置．

模型特征矩阵的构建原则来自于先验地质假

设，为更加清晰的描述模型特征矩阵构建过程，下面

以二维模型（假设待反演区域沿犡、犣方向剖分为

９×７个网格）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１）根据已知资料分析，假设地质体发育模式包

含以下两类矩形块体特征模型，具体参数为：特征模

型Ⅰ（图２ａ）：宽 犠１ｍ、高 犎１ｍ；特征模型Ⅱ（图

２ｂ）：宽犠２ｍ、高犎２ｍ；

（２）首先计算特征模型Ⅰ对应的索引向量

Ｉｎｄｅｘ＿Ｉ．将特征模型Ｉ的中心点坐标置于二维剖分

网格左上角第一个网格（图３ａ），以此为起始点进行

第１次搜索，计算特征模型Ｉ所占反演剖分的索引，

索引Ｉｎｄｅｘ＿Ｉ＿１位置的参数记为整数１，其余为０

（图３ｂ）；向右平移一个网格的距离至左上角第２个

图２　构建模型特征矩阵的特征模型

（ａ）特征模型Ⅰ；（ｂ）特征模型Ⅱ．

Ｆｉｇ．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ｔｒｉｘ

（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Ⅰ；（ｂ）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Ⅱ．

网格，计算特征模型Ｉ所占反演网格的索引，并将其

记录为Ｉｎｄｅｘ＿Ｉ＿２，索引Ｉｎｄｅｘ＿Ｉ＿２位置的参数记为

整数１，其余为０；以此类推，计算完第一层之后，从

第二层的左侧第一个网格点为起始点计算特征模型

Ｉ的所占网格位置，并进行索引标记；之后，逐层计

算，设平移至第２２个网格（犡＝４、犣＝３）（图３ｃ）进

行第２２次搜索，索引Ｉｎｄｅｘ＿Ｉ＿２２标记如图（图３ｄ）

所示；按此步骤直到遍历所有网格；

（３）将步骤（２）得到的索引Ｉｎｄｅｘ＿Ｉ＿犽（犽＝１，…，狀），

狀为剖分网格个数，此次为６３，展开为列向量并进行组

合得到特征模型Ｉ对应的模型特征矩阵犇犅
１
；

（４）特征模型Ⅱ的模型特征矩阵构建．重新执行

第（２）、（３）步，计算特征模型Ⅱ下的索引向量，并将

其进行组合得到特征模型Ⅱ对应的特征矩阵犇犅
２
；

（５）背景模型特征矩阵．类似特征模型Ⅰ、Ⅱ的

图３　特征模型Ⅰ对应的模型特征矩阵构建过程

（ａ）第１次搜索位置；（ｂ）第１次的索引；（ｃ）第２２次搜索位置；（ｄ）第２２次的索引．

Ｆｉｇ．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Ⅰ

（ａ）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ｄｅｘ；（ｃ）Ｔｈｅ２２ｎｄ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ｄ）Ｔｈｅ２２ｎｄ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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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选择具有趋势特征的模型作为特征模型，将其

生成背景模型特征矩阵犇犫犵；

（６）完成上述步骤，便可生成二维反演所需的模

型特征矩阵犇＝ ［犇犅
１
，犇犅

２
，犇犫犵］．

上述构建流程同样适用于反演不等间隔网格剖

分的情况．三维模型特征矩阵的构建流程与二维类

似，在后文三维模型反演实验中将举例说明，在此不

做过多赘述．

模型特征矩阵所采用的特征模型不限于规则的

长方体等几何形态，也适用于倾斜（岩脉）、球体（孤

立火山岩体）等复杂地质模式特征．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可根据研究区的先验地质认识或其他物探资料

来构建模型特征矩阵．在缺少先验地质认识的地区，

也可利用重力异常分析来计算特征模型的水平和垂

向上的尺寸大小及倾角信息．

相比常规反演，本文将模型特征矩阵犇作用于

重力正演核函数犃 的过程具有两大优势，一是相当

于对原始剖分网格按照特征模型的样式进行了重新

组合，在组合后的多套网格中分别进行分解系数的

稀疏求解，更加符合期望的稀疏假设条件；二是特征

模型可以更高效的将期望满足的地质模式的定性假

设定量化，使得重力反演的过程更具倾向性，无论是

块状、层状还是倾斜状等复杂形态的地质体发育特

征都可以被引入进来．

１．３　目标函数及求解算法

将公式（６）代入公式（２），将原重力反演问题的

目标函数写为：

ａｒｇｍｉｎ
Γ

‖犃犇Γ－犱‖
２

２＋λ１‖犔ΓΓ‖
２

２＋λ２（Γ），（８）

其中犔Γ ∈犚犚
狇×狇为关于分解系数Γ 线性模型约束算

子（取单位矩阵）；（Γ）为关于Γ的非线性模型约

束函数．可见，基于重新构建的重力反演目标函数

（８），求解目标变为了分解系数Γ．如前文所述，为保

证分解系数Γ的稀疏性，可对其施加犔１ 范数约束

项．则重力反演目标函数可写为：

ａｒｇｍｉｎ
Γ

‖犃犇Γ－犱‖
２

２＋λ１‖犔ΓΓ‖
２

２＋λ２‖Γ‖１，（９）

其中，‖·‖１代表犔１ 范数稀疏约束．

稀疏求解问题在目前信号处理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求解算法包括基追踪（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交替方向乘子法（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ｓ，ＡＤＭＭ）（Ｂｏｙ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正交匹

配追踪（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ｕｒｓｕｉｔ）（Ｓａｈｏｏａｎｄ

Ｍａｋｕｒ，２０１５）等．为了获得更加高的稀疏度、更加准

确的分解系数，本文采用了 Ｍａｊ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优化最小化，简称 ＭＭ）优化框架来加速稀疏分解

系数Γ的求解过程．ＭＭ 框架（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ＳｅｌｅｓｎｉｃｋａｎｄＢａｙｒａｍ，２０１４；Ｎｇｕｙｅｎ，２０１７）

是用来求解非凸函数的一种性能良好的优化算法框

架．ＭＭ算法通过将原来的复杂优化问题分解为一

系列简单优化问题，对于分解系数进行稀疏求解（具

体推导过程见附录 Ａ），其第犽次迭代的Γ犽 公式

如下：

　　Γ犽 ＝ ［（珟犃犇）Ｔ（珟犃犇）＋犠Γ犽－１
］－１（珟犃犇）Ｔ珘犱， （１０）

其中，珟犃＝
犃

λ槡１犔

熿

燀

燄

燅Γ
，犠Γ犽－１

＝
′（Γ犽－１）

Γ犽－１
；

犠Γ犽－１
为第犽－１次迭代求解结果Γ犽－１对应的对角加

权矩阵；′（Γ犽－１）为模型约束函数（Γ）关于Γ犽－１

的一阶偏导，其计算公式为：

′（Γ犽－１）＝
２λ

２

２

Γ
２

犽－１＋４λ
２

槡 ２＋ Γ犽－

烄

烆

烌

烎１

ｓｉｇｎ（Γ犽－１），

（１１）

ｓｉｇｎ（Γ犽－１）＝
１ Γ犽－１ ＞０

－１ Γ犽－１ ＜
烅
烄

烆 ０
．

　　为避免反演出现严重的趋肤现象，对公式（１０）

中的重力异常正演核函数进行深度加权，则：

珟犃＝
犃犠ｄｅｐｔｈ

λ槡１犔

熿

燀

燄

燅Γ

， （１２）

其中，

犠ｄｅｐｔｈ＝ｄｉａｇ（（犃Ｔ犃）
犖
４），珘犱＝

犱［］
υ
．

犠ｄｅｐｔｈ∈犚犚
犾×犾为深度加权矩阵，犖 为深度加权参数，

υ∈犚犚
狇×１ 为与Γ大小相等的零向量．

由于期望获得Γ是稀疏的，即Γ中必然会出现

一定数量的０值，而犠Γ犽－１
中的Γ犽－１ 位于分母位置，

易出现奇异值，可对公式（１０）中的求逆项进行重新

推导得到如下公式．

［（珟犃犇）Ｔ（珟犃犇）＋犠Γ犽－１
］－１ ＝ ［珟犃Ｔ犇珟犃犇 ＋犠Γ犽－１

］－１

　 ＝犠
－１

Γ犽－１
－犠

－１

Γ犽－１
珟犃
Ｔ

犇
（珟犃犇犠

－１

Γ犽－１
珟犃
Ｔ

犇 ＋Ι）
－１珟犃犇犠

－１

Γ犽－１
，

（１３）

其中，

珟犃犇 ＝珟犃犇，犠
－１

Γ犽－１
＝

Γ

′（Γ犽－１）
．

　　综合前文所述的模型特征矩阵构建及分解系数

求解过程，基于密度模型稀疏表征的重力反演方法

主要包含以下步骤：

（１）根据实际需求剖分原始反演网格，计算重力

正演核函数矩阵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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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工区实际情况、重力异常形态等信息设

置特征模型（可包括块体、倾斜状岩脉、球体等各类

典型地质体），根据１．２节介绍的过程构建模型特征

矩阵犇；

（３）设置正则化参数λ１、λ２ 及深度加权参数

犖（一般犖 ＝４），设置最大迭代次数ＩｔｅｒＭａｘ；

（４）根据模型特征矩阵列向量个数设置稀疏分

解系数初始模型向量Γ犽－１ ＝ΓＩｎｉｔ（犽＝１），注意ΓＩｎｉｔ

不要含有０值；

（５）根据公式（１１），计算稀疏约束迭代加权矩阵

犠 －１
Γ犽－１
；

（６）利用公式（１０）和（１３）计算第犽次的分解系

数Γ犽；

（７）利用公式（６）得到第犽次迭代对应的密度模

型犕犽 ＝犠ｄｅｐｔｈ犇Γ犽；

（８）获得公式（９）的计算结果，若满足目标函数

收敛条件则执行步骤（９）；若不满足，重复步骤（５）—

（７），修改反演参数；

（９）评价（８）获得的反演结果，若符合地质认识，

则执行步骤（１０）；若不满足，重复（２）—（８），修改特

征模型，重新构建模型特征矩阵并求取反演结果；

（１０）最终的密度反演结果输出．

２　理论模型实验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重力反演方法的有效性，分

别开展了二维及三维模型实验，并与聚焦反演算法

进行了对比分析．在实验过程中均未加入密度阈值

约束，即不在反演过程中限定密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２．１　二维模型

二维反演包括三个模型实验，分别是无背景模

型干扰的两个地质体、存在背景模型干扰的两个地

质体和存在背景模型干扰的倾斜状地质体．三个模

型实验均采用相同的观测系统，具体参数为：观测点

个数为３０个，间距为２００ｍ，观测点均位于海拔０ｍ．反

演网格采用长方形剖分，犡、犣方向剖分的个数为３０×

２８个，网格大小为２００ｍ×５０ｍ，从海拔０ｍ向下剖

分，观测点位于第一层网格的中心位置．

（１）模型一：无背景模型干扰的两个地质体

该模型包括两个孤立的、不同大小的长方体

（图４ｂ），参数见表１．假设构造背景异常被彻底分

离，即反演区域的背景密度为０ｇ·ｃｍ
－３，模型参数

见表１．观测数据加入了３％的高斯噪声（图４ａ）．

构建模型特征矩阵采用了两类模型特征矩阵构

表１　二维密度模型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２犇犱犲狀狊犻狋狔犿狅犱犲犾

犣最小

（ｍ）
犣最大

（ｍ）
犡最小

（ｍ）
犡最大

（ｍ）

剩余密度

（ｇ·ｃｍ－３）

模型一
块体Ⅰ ４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５

块体Ⅱ １００ ２５０ ３１００ ４７００ ０．３

模型二

块体Ⅲ ２５０ ６５０ 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０．５

块体Ⅳ ６５０ １０５０ ３７００ ４９００ －０．３

块体Ⅴ １１５０ １４００ －１００ ５９００ ０．２

模型三 倾斜体Ⅵ １５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３７００ ０．５

建方式，一类是选择一个特征模型，犡、犣方向尺寸

为６００ｍ×２００ｍ的矩形密度体；另一类是选择三

个几何形态差异较大的特征模型，犡、犣方向尺寸分

别为２００ｍ×２００ｍ，６００ｍ×２００ｍ，１６００ｍ×１００ｍ时．

设置反演参数（λ１ ＝０．１、λ２ ＝２，最大迭代次数

ＩｔｅｒＭａｘ＝１５０）．

从该模型实验可看出，在没有密度阈值约束前

提条件下，常规聚焦反演结果（图４ｃ）虽然可以较好

地反映地质体质心的埋深，但是聚焦程度的控制比

较难以施加，易导致反演结果过于聚焦而出现较大

的密度值．利用本文所提方法进行反演，采用两类模

型特征矩阵构建方式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如图４ｄ

所示．可见，即使采用第二类模型特征矩阵构建方

式，在分解系数稀疏约束的控制下，仍在三个特征模

型中选择了（６００ｍ×２００ｍ）特征模型作为待反演

密度异常体的主要构成单元，与稀疏分解系数进行

组合，共同恢复出了形态与密度值更接近于真实密

度模型的反演结果．

（２）模型二：存在背景模型干扰的两个地质体

该模型包括三个密度体（图５ｂ），其中两个为孤

立的、不同大小、不同埋深的长方形密度体，另外一

个为埋深较大的地质体（密度为０．２ｇ·ｃｍ
－３）作为

背景干扰．与模型一不同的是，两个长方形的剩余密

度体值有正、有负，具体参数见表１．在模型正演数

据中加入了３％的高斯噪声作为观测数据（图５ａ）．

构建模型特征矩阵采用了四个几何形态差异较

大的特征模型，犡、犣方向尺寸分别为２００ｍ×２００ｍ，

６００ｍ×１５０ｍ，１０００ｍ×２５０ｍ，１５０００ｍ×１００ｍ．设置

反演参数（λ１＝０．２、λ２＝２，最大迭代次数ＩｔｅｒＭａｘ＝

１５０）．

从该模型实验可看出，利用公式（５）求解得到的

常规聚焦反演结果（图５ｃ）与原始模型偏差较大，原

因主要是由于深部地质体产生的背景异常起到了干

扰作用，聚焦后左侧的正密度体埋深加大，结果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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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反演结果对比

（ａ）重力异常（黑线）及拟合数据（红线）；（ｂ）密度模型；（ｃ）常规聚焦反演结果；（ｄ）本文反演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ｉｔ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ｒｅｄｌｉｎｅ）；（ｂ）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ｃ）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ｃｕ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图５　反演结果对比

（ａ）重力异常（黑线）及拟合数据（红线）；（ｂ）密度模型；（ｃ）常规聚焦反演结果；（ｄ）本文反演结果．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ｉｔ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ｒｅｄｌｉｎｅ）；（ｂ）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ｃ）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ｃｕ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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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层背景地质体与浅层地质体之间，而右侧的负

密度体反演结果较浅；而从本文方法获得反演结果

（图５ｄ）可看出，由于模型特征矩阵构建过程中包含

了水平方向长条形特征模型（１５０００ｍ×１００ｍ）的

引入，在对应的分解系数求解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抵

消了背景异常的干扰，相当于一个异常自动分离的

过程，而其余的部分又由于包含了更接近于原始模

型中块体特征的特征模型（１０００ｍ×２５０ｍ），虽然

结果的密度值较原有模型略大，但反演结果的空间

分布更加逼近于原始模型．

（３）模型三：存在背景模型干扰的倾斜状地质体

该模型包括一个倾斜状的地质体，具体参数见

表１．同时，与模型二类似，模拟剩余异常仍包含一

定的深层信息的情形，在深部（埋深在１１５０～１４００ｍ范

围内的网格）加入一个密度沿着犡 方向变化的横向

非均匀地质体（密度值介于０．２～０．３５ｇ·ｃｍ
－３）．

在模型正演数据中加入了３％的高斯噪声作为观测

数据．

构建模型特征矩阵采用了两种特征模型，一是

倾斜地质体（图６），另外一类是长方形（犡、犣方向尺寸

为５０００ｍ×１００ｍ）．设置反演参数（λ１＝０．２、λ２＝２，

最大迭代次数ＩｔｅｒＭａｘ＝１５０）．

图６　构建模型特征矩阵的二维特征模型

Ｆｉｇ．６　２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ｔｒｉｘ

从该模型实验可看出，利用公式（５）获得的常规

反演结果（图７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倾斜状

地质体的特征，但由于深部地质体产生的背景异常

的干扰，为同时保证异常的拟合以及反演模型的连

续聚焦目标，使得结果埋深较大；而反观利用本文方

法得到的反演结果（图７ｄ），在层状特征模型的模型

特征矩阵的联合控制下，背景密度异常体的位置得

到较好的恢复．同时，具有倾斜形状的特征模型（与

模型大小并不相同）的引入又大大增加了逼近原始

模型的可能性，使得即使没有在反演过程中控制密

度阈值范围，恢复的浅层倾斜状地质体密度值及空

间分布也与原始模型十分接近．

２．２　三维模型

三维模型反演实验中，重力观测系统在犡、犢 方

向的间距为２００ｍ，观测网格犡、犢方向的个数为２０×

２０＝４００个．反演网格采用长方体剖分，剖分网格在

犡、犢、犣方向的大小为２００ｍ×２００ｍ×２００ｍ，反演

网格在犡、犢、犣方向剖分为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０个网

格单元．三维模型形态呈“Ｙ”字型，由２个倾斜状地

质体构成，如图８ａ所示，参数见表２．三维密度模型

正演模拟获得的数据添加了３％的噪声作为观测数

据，如图８ｂ所示．

表２　“犢”字型地质体密度模型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犢狋狔狆犲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犫狅犱狔犱犲狀狊犻狋狔犿狅犱犲犾

犣最小

（ｍ）
犣最大

（ｍ）
犡最小

（ｍ）
犡最大

（ｍ）
犢 最小

（ｍ）
犢 最大

（ｍ）

剩余密度

（ｇ·ｃｍ－３）

倾斜体Ⅰ ２００ ８００ ７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０．５

倾斜体Ⅱ 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１００ ２９００ ７００ ２９００ ０．５

　　构建模型特征矩阵采用了两个三维特征模型，

一是沿犡轴正方向的向上右倾的三维特征模型ａ，

如图９ａ所示，另一个是沿犡轴反方向的向上左倾的三

维特征模型ｂ，如图９ｂ所示．设置反演参数（λ１＝１、

λ２＝１，最大迭代次数ＩｔｅｒＭａｘ＝２００）．

从该模型实验可看出，利用公式（５）获得的常规

反演结果（图１０ｃ、图１０ｄ）虽然在中心埋深上与模型

比较接近，且一定程度上体现了“Ｙ”字型特征，但反

演结果分辨率较低，且倾斜体ＩＩ的形态与埋深均得

不到较好的恢复；而观察本文方法得到的反演结果

（图１０ｅ、图１０ｆ），虽然构建模型特征矩阵的两类倾

斜形状特征模型并非与真实模型的倾斜异常体大

小相同，但包含接近的倾斜状发育特征，该约束信

息的引入使得反演过程中更加注重倾斜状密度异

常体的生成，使得反演结果逼近原始模型的可能

性大大增加，即便没有施加密度阈值约束，模型的

分辨率与形态特征都与原始模型保持更高的一

致性．

通过二维及三维模型实验可看出，相比常规反

演方法，利用本文所提方法得到的反演结果在分辨

率和可靠性方面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虽然在进行分解系数求解时，未知数的个数会

有所增加，但是特征模型的引入反而在一定程度减

少了密度模型的求解空间，这是由于期望获得的密

度模型不仅需要考虑正演结果与实测数据的拟合，

还需要满足由尽可能少的特征模型来组合得到；而

且从重力异常解释效率的角度来看，本文所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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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反演结果对比

（ａ）重力异常（黑线）及拟合数据（红线）；（ｂ）密度模型；（ｃ）常规聚焦反演结果；（ｄ）本文反演结果．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ｉｔ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ｒｅｄｌｉｎｅ）；（ｂ）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ｃ）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ｃｕ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图８　三维密度模型及重力异常

（ａ）三维密度模型；（ｂ）重力正演异常（含３％高斯噪声）．

Ｆｉｇ．８　３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３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３％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ｎｏｉｓｅ）．

可更加灵活、快速地施加密度模型约束信息，无需反

复调整网格剖分方案及过多地调整重力异常分离参

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求解分解系数带来的计算

量增加的问题．

３　实际资料应用测试

现将本文方法应用于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圣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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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构建模型特征矩阵的三维特征模型

（ａ）三维特征模型ａ；（ｂ）三维特征模型ｂ．

Ｆｉｇ．９　３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ａｔｒｉｘ

（ａ）３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ａ；（ｂ）３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ｂ．

图１０　反演结果对比

（ａ）理论模型ＡＡ′垂直剖面；（ｂ）理论模型ＢＢ′垂直剖面；（ｃ）聚焦反演ＡＡ′垂直剖面；

（ｄ）聚焦反演ＢＢ′垂直剖面；（ｅ）本文方法ＡＡ′垂直剖面；（ｆ）本文方法ＢＢ′垂直剖面．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Ａ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ＢＢ′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Ａ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ｆｏｃｕ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ＢＢ′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ｆｏｃｕｓ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Ａ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ＢＢ′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古拉斯硫化物铜锌矿区的重力实际资料．研究区的矿

床赋存于镁铁质和长英质火山岩中，根据钻井及岩心

资料可知该硫化物矿床具有高密度、高磁化率、高极化

率和低电阻率的特点（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其中密度

可达３．５ｇ·ｃｍ
－３，较围岩大概有１．１～１．４ｇ·ｃｍ

－３的

密度差，且埋深较浅，便于利用重力勘探技术预测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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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空间分布．工区重力测点数为１９８个，将其利用

克里金插值为均匀网格异常（图１１ａ），犡（东西，

－２７００～－６００ｍ）、犢（南北－１１００～６００ｍ）方向间

距分别为１００ｍ、１００ｍ，观测网格犡、犢 方向的个数

为２２×１８＝３９６个．

利用本文方法开展重力三维反演．首先将地下

半空间沿犡、犢、犣三个方向剖分为２２×１８×１５＝

４０００个网格单元，尺寸为１００ｍ×１００ｍ×１００ｍ．

第一个网格的位置犡、犢、犣 坐标位于（－２７５０ｍ，

－１１５０ｍ，０ｍ）．构建模型特征矩阵采用了三个长

方体特征模型，在犡、犢、犣方向的尺寸分别为３００ｍ×

３００ｍ×３００ｍ、８００ｍ×２００ｍ×４００ｍ和１８００ｍ×

１２００ｍ×２００ｍ，前两个特征模型用于构建局部密

度异常体，第三个特征模型用于拟合均匀的背景剩

余密度．给定的分解系数初始模型为０．１，设置反演

参数（λ１＝１、λ２＝１，最大迭代次数ＩｔｅｒＭａｘ＝２００）．

利用本文方法获得的密度反演三维结果如图

１１ｂ所示，经过矿床的南北 ＡＡ′的垂向剖面如图

１１ｃ所示，东西向垂直剖面ＢＢ′如图１１ｄ所示，密度

反演结果与根据钻井资料获得的硫化物矿床地质认

识（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十分吻合．对比国内外研究

学者在该矿区开展的工作（Ｌｅｌｉｖｅｒｅａｎｄ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２００９；李泽林等，２０１９），反演结果在其他区域也恢复

出了具有较高分辨率且更易解释的密度分布，有效

验证了本文方法的适用性．分析原因，模型特征矩阵

中引入的背景特征模型使得在三维反演结果中产生

了较为合理的背景密度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区域异常分离不准确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分解系数

的稀疏求解过程中，不同尺寸的特征模型得到优选，

并用来逼近目标密度体，使得反演的可靠性得到了

保证．进一步的，在实际资料应用中，针对不断细化

的勘探工作需求，可尝试构建更精细的特征模型及

模型特征矩阵，从而不断提升重力反演分辨率，逐步

恢复出更符合真实情况的地质体密度空间分布．

图１１　实际资料反演结果

（ａ）剩余重力异常；（ｂ）密度三维反演结果；（ｃ）ＡＡ′垂直剖面反演结果；

（ｄ）ＢＢ′垂直剖面反演结果．（ｃ）—（ｄ）中黑色多边形代表硫化物矿床的位置．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ｄａｔａ

（ａ）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３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Ｂ′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ｓｕｌｐｈｉｄ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ｎ（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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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密度模型稀疏表征的重力

反演方法．首先，将密度模型表征为模型特征矩阵和

分解系数的乘积，其次，给出了由特征模型构建模型

特征矩阵的技术流程，再次，重新构建重力反演目标

函数，将直接求解密度模型问题转换为求解分解系

数，最后，给出了分解系数的稀疏求解方法，实现了

可有效融合地质模式信息、提高重力反演分辨率和

可靠性的目的．理论模型实验和实际资料应用测试

表明，相比常规聚焦反演算法，在反演目标包含多个

地质体或剩余异常无法准确求取时，本文方法都可

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此外，本文所提出的模型约束

方法并不仅限于重力反演，也为磁力、电法、地震等

其他地球物理反演方法提供了一种灵活添加地质约

束信息的有效途径．

致谢　感谢三位匿名评审专家和期刊编辑对本文提

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附录犃　基于 犕犪犼狅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犕犻狀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优

化框架的分解系数稀疏求解

根据正文１．３节中公式（８），原重力反演问题的

目标函数写为关于分解系数Γ的最优化目标函数：

ａｒｇｍｉｎ
Γ

‖珟犃犇Γ－犱‖
２

２＋λ２（Γ）， （Ａ１）

其中，珟犃＝
犃

λ槡１犔

熿

燀

燄

燅Γ
．

由于在稀疏求解时，（Γ）通常为一不可微的

凸函数，现定义函数犌（Γ）形式为：

犌（Γ）＝犪·Γ
２
＋犫， （Ａ２）

其中，犪、犫为常数．

可知函数犌（Γ）是关于Γ的严格凸函数．

根据 ＭＭ框架理论，可知在待求的Γ＝Γ狏 处，

犌（Γ狏）应满足如下假设：

犌（Γ狏）＝（Γ狏）

犌′（Γ狏）＝′（Γ狏
｛ ）

（Ａ３）

其中，Γ狏 表示第狏次迭代所对应的Γ值．

将公式（Ａ３）代入公式（Ａ２），则

（Γ狏）＝犪·Γ
２
狏＋犫，

′（Γ狏）＝２犪·Γ狏
｛ ，

（Ａ４）

其中，犪和犫为常数项．

求解方程组（Ａ４），可得犪和犫．

犪＝
′（Γ狏）

２Γ狏
，

犫＝（Γ狏）－
Γ狏
２
′（Γ狏）

烅

烄

烆
．

（Ａ５）

将公式（Ａ５）代入公式（Ａ２），犌（Γ）可写为：

　　犌（Γ）＝
′（Γ狏）

２Γ狏
Γ
２
＋（Γ狏）－

Γ狏
２
′（Γ狏）．（Ａ６）

若Γ、Γ狏 都为大小为狇×１的向量，则根据ＭＭ思想：

∑
狇

犌（Γ，Γ狏）≥∑
狇
（Γ狏）． （Ａ７）

　　设

犠Γ狏 ＝ｄｉａｇ
′（Γ狏）

Γ（ ）
狏

，

犮＝∑
狇
（Γ狏）－

Γ狏
２
′（Γ狏

烅

烄

烆
），

（Ａ８）

其中，犠Γ狏
为与第狏次迭代求解结果对应的对角加

权矩阵，犮为与Γ狏 有关的数值．

∑
狇

犌（Γ，Γ狏）＝
１

２
Γ
Ｔ犠Γ狏Γ＋犮． （Ａ９）

因此，原目标函数（Ａ１）可表示为：

　ａｒｇｍｉｎ
Γ

‖珟犃犇Γ－犱‖
２

２＋λ２（Γ
Ｔ犠Γ狏Γ＋犮），（Ａ１０）

对其求最小二乘解，可得：

Γ＝ ［（珟犃犇）Ｔ（珟犃犇）＋ λ槡２犠Γ狏
）］－１（珟犃犇）Ｔ犱．（Ａ１１）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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