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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重力和重力梯度测量技术的日趋成熟，基于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的反演技术得到了广泛关注．针对反

演多解性严重、计算效率低和内存消耗大等难点问题，本文开展了三维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的联合反演研究，该方

法结合重力和重力梯度两种数据，将Ｌ０范数正则化项加入到目标函数中，并在数据空间下采用改进的共轭梯度算

法求解反演最优化问题．同时，本文摒弃了依赖先验信息的深度加权函数，引入了自适应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用

来克服因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核函数随深度增加而衰减引起的趋肤效应问题．为了提高反演计算效率，本文又推

导出基于规则网格化的重力和重力梯度快速正演计算方法．模拟试算表明，改进的共轭梯度法可以降低反演的迭

代次数，提高反演的收敛速度；自适应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可以有效解决趋肤效应，提高反演纵向分辨能力；数据

空间和改进的共轭梯度算法结合，可以更好地降低反演求解方程的维度，避免存储灵敏度矩阵，有效地降低反演计

算时间和内存消耗量．野外实例表明，该算法可以在普通计算机下快速地获得地下密度分布模型，表现出较强的稳

定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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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重力探勘具有轻便、快捷、成本低等优点，已经

广泛应用于研究地壳内部结构、探明固体矿产和油

气资源分布等领域（ＬａｓｔａｎｄＫｕｂｉｋ，１９８３；Ｇｕｉｌ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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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重力梯度全张量仪（ＦＴＧ）的问世，人们不仅可

以测量重力数据，还可以测量重力梯度数据．重力

数据是通过测量重力位的垂直一阶导数获得，而重

力梯度数据是通过测量重力位在三个方向的二阶导

数获得．重力梯度数据包含多个分量信息，每个梯

度分量包含的信息量不同，综合利用各个分量信息

有助于提高地质解释的准确性（Ｖａｓｃｏ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１；Ｚｈｄａｎ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陈闫 等，２０１４；耿 美 霞 等，２０１６；Ｚｈａｎｇ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１９）．

反演技术是地球物理勘探最为重要的定量解释

手段之一，它是通过地球物理异常场反推地下场源

的空间分布情况，提供目标地质构造的物性和几何

形态等特征信息．在频率域中重力数据包含更多的

低频信息，对反映深层异常体细节方面具有更高的

分辨率，而重力梯度数据包含更多的高频信息，对反

映浅层异常体细节方面具有更高的分辨率．根据两

种数据各自的特点，结合两种数据共同进行反演计

算，势必会降低反演多解性和提高地质解释的可信

性．Ｗｕ等（２０１３）将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结合起来，

通过自适应权值估计物体的质量、方向和距离．

Ｃａｐｒｉｏｔｔｉ和Ｌｉ（２０１４）针对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核

函数随深度衰减速率不同的情况，在模型平滑约束

项中加入权重平衡两种衰减速率，实现了重力和重

力梯度数据的平滑联合反演．秦朋波和黄大年

（２０１６）采用一种空间深度加权函数，用来克服重力

和重力梯度数据的趋肤效应，并通过有限内存

ＢＦＧＳ拟牛顿法求解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的联合反

演．Ｑｉｎ等（２０１６）采用非线性共轭梯度法对重力和

重力梯度数据开展联合反演研究，并将该算法应用

到美国墨西哥湾海岸盐丘调查中．李红蕾等（２０１７）

提出了一种数据加权矩阵，实现了最小二乘迭代法

的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联合反演，并应用到青藏高

原及邻区岩石圈三维密度结构预测中．高秀鹤等

（２０１９）采用阈值约束的协克里金法对重力和重力梯

度数据进行了联合反演研究．根据上述研究发现，目

前重力和重力梯度联合反演算法仍存在以下几点问

题，首先，采用平滑约束模型矩阵得到的反演结果过

于模糊发散，不能很好地恢复出真实模型的尖锐边

界；然后，引入依赖先验信息的深度加权函数，需要

人为经验来确定参数变量的大小，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其次，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迭代法需要计算和

存储灵敏度矩阵，尤其在三维大数据情况下，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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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会占用大量的内存空间，而共轭梯度法会出现

连续搜索小步长的现象，增加反演的迭代次数，从而

降低反演的计算效率．最后，在模型空间下求解三维

联合反演时，求解的线性方程组维度较大，势必会增

加大量的计算时间和内存消耗量，并对计算机的性

能提出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数据空间和稀

疏约束的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联合反演算法．首先，

我们从基于几何格架的重力快速正演算法出发，推

导出多分量重力梯度数据的快速正演算法．然后，构

建了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联合反演目标函数，目标

函数中包含了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拟合项、Ｌ０范数

正则化模型约束项，模型约束项中摒弃了依赖先验

信息的深度加权函数，引入了自适应模型积分灵敏

度矩阵来克服趋肤效应．其次，将模型计算从模型空

间通过恒等式转换到数据空间下，采用一种改进的

共轭梯度算法进行反演求解，可以降低反演求解方

程的维度和避免存储大型的灵敏度矩阵．最后，通过

模型试算和实测数据验证本文提出算法的准确性和

有效性．

１　快速正演计算理论

将地下目标空间划分为一系列大小相同的长方

体网格单元，且每个长方体单元的密度均匀，此时

地表重力数据或重力梯度张量数据与地下密度分布

可以表示为如下线性关系：

犱＝犃·犿， （１）

其中：犱为重力或重力梯度数据；犃为重力数据或重

力梯度数据的正演核函数，是一个 犖ｄ×犖ｍ 的矩

阵，其中犖ｄ为观测点个数，犖ｍ 为地下模型网格剖

分个数；犿为网格单元的剩余密度．

重力或重力梯度正演计算需要完成的积分次数

为犖ｄ×犖ｍ，当地下网格剖分过大时，正演计算将面

临巨大的挑战．为了提高正演的计算效率，本文采用

姚长利等（２００３）提出的几何格架的快速计算策略，

通过分析地下模型单元与观测点之间的位置关系，

可以发现同一层各模型单元与观测点之间的相对位

置关系存在等价性，利用这个等价关系，只对每一层

第一个模型单元进行几何格架核函数计算，得到该

单元的核函数矩阵，而该层其他模型单元的核函数

矩阵可以通过几何格架的等效性进行查找获得．通

过上述方法，原本反演过程中需要多次重复进行的正

演计算就变成了物性参数与对应的几何格架之间简单

的乘积运算，每层模型单元只计算第一个模型单元，

从而大大的提高了正演的计算效率．具体思想如下：

地下模型均匀剖分，观测点位于模型单元中心

正上方的地表处，如图１所示．假设地表观测面上任

意一个观测点狆（狌，狏）（狌＝１，２，３，…，犖狓；狏＝１，２，

３，…，犖狔，犖狓 和犖狔 分别为狓轴和狔轴方向上的观

测点个数）与地下第犽犽层模型单元犙犽犽（狌，狏）对应

（犽犽＝１，２，３，…，犔，犔为地下模型的层数）．首先需

要求取第犽犽层第一个模型单元犙犽犽（１，１）在观测点

狆（狌，狏）处的几何格架核矩阵犃犽犽（１，１，狌，狏），然后根据

几何格架的平移等效性、对称互换性可以得到第犽犽层

其他模型单元犙犽犽（犻，犼）（犻＝１，２，３，…，犖狓；犼＝１，２，

３，…，犖狔）在观测点狆（狌，狏）处的几何格架核函数矩

阵犃犽犽（犻，犼，狌，狏）．

狋狋＝狘狌－犻狘＋１，狆狆＝狘狏－犼狘＋１． （２）

犃犽犽（犻，犼，狌，狏）＝犃犽犽（１，１，狋狋，狆狆）． （３）

　　为了简约起见，将公式（３）改写为一维列向量：

犃犽犽（犻，犼，狌，狏）＝犃
１

犽犽
（犖狓×（狆狆－１）＋狋狋，１）． （４）

图１　三维模型网格剖分图

Ｆｉｇ．１　３Ｄｍｏｄｅｌｍｅｓｈｉｎｇ

上述几何格架计算策略仅适用于重力的核函数

计算，而将上述方法应用到重力梯度多分量时，非对

角线重力梯度分量（犞狓狔，犞狕狔，犞狕狓）将得不到正确的

核函数矩阵．通过实验模拟分析，模型单元的位置与

观测点的位置处于特殊关系时，公式（４）将不再成

立．我们将几何格架等效关系式进行修改，重力梯

度非对角线分量的几何格架关系式可表示为：

对于分量犞狕狓：

ｉｆ狌＜犻，

犃犽犽（犻，犼，狌，狏）＝－犃
１

犽犽
（犖狓×（狆狆－１）＋狋狋，１）

ｅｌｓｅ犃犽犽（犻，犼，狌，狏）＝犃
１

犽犽
（犖狓×（狆狆－１）＋狋狋，１）

ｅｎｄ　

对于分量犞狕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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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狏＜犼，

犃犽犽（犻，犼，狌，狏）＝－犃
１

犽犽
（犖狓×（狆狆－１）＋狋狋，１）

ｅｌｓｅ犃犽犽（犻，犼，狌，狏）＝犃
１

犽犽
（犖狓×（狆狆－１）＋狋狋，１）

ｅｎｄ

对于分量犞狓狔：

ｉｆ狌＜犻‖狏＜犼

ｉｆ狌＜犻牔牔狏＜犼，

犃犽犽（犻，犼，犽，犾）＝犃
１

犽犽
（犖狓×（狆狆－１）＋狋狋，１）

ｅｌｓｅ犃犽犽（犻，犼，狌，狏）＝－犃
１

犽犽
（犖狓×（狆狆－１）＋狋狋，１）

ｅｎｄ

ｅｌｓｅ犃犽犽（犻，犼，狌，狏）＝犃
１

犽犽
（犖狓×（狆狆－１）＋狋狋，１）

ｅｎｄ

２　反演计算理论

２．１　目标函数

为了避免因求解病态反问题所引起的不稳定性和

多解性等问题，本文采用Ｔｉｋｈｏｎｏｖ和Ａｒｓｅｎｉｎ（１９７７）正

则化方法求解反演线性方程．首先，我们构建重力和

重力梯度数据联合反演目标函数，其表达式如下：

Φ（犿）＝Φｄ（犿）＋α·Φｍ（犿）， （５）

其中，Φｄ（犿）为数据拟合项，Φｍ（犿）为稳定器构成

目标函数中的模型约束项，α为正则化因子．

目标函数中数据拟合项包括两部分，

　　Φｄ（犿）＝ ‖犠ｑ１犠ｄ１（犱
ｏｂｓ

１ －犃１犿）‖
２

＋‖犠ｑ２犠ｄ２（犱
ｏｂｓ

２ －犃２犿）‖
２． （６）

将数据拟合项进行简化，

Φｄ（犿）＝ ‖犠ｑ犠ｄ（犱
ｏｂｓ
－犃犿）‖

２， （７）

犃＝
犃１

犃［ ］
２

，犱ｏｂｓ＝
犱
ｏｂｓ

１

犱
ｏｂｓ［ ］
２

，

犠ｄ＝
犠ｄ１

犠［ ］
ｄ２

，犠ｑ＝
犠ｑ１

犠ｑ
［ ］

２

，

（８）

其中，犃１ 和犃２ 分别表示重力和重力梯度的灵敏度

矩阵．犱ｏｂｓ１ 和犱ｏｂｓ２ 分别表示重力和重力梯度观测数

据．犠ｄ１ 和犠ｄ２ 分别表示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噪声

误差对角逆矩阵，没有噪声干扰时，表示单位对角矩

阵．犠ｑ１ 为重力数据加权项，犠ｑ２ 为重力梯度数据加

权项，数据加权项能够改善不同种类数据的拟合问题．

Ｌ０范数正则化模型约束项的表达式如下：

Φｍ（犿）＝
１

２
ｌｎ（犿２＋ε

２）． （９）

　　求解公式（９）可以将Ｌ０范数最小化近似为迭

代重加权Ｌ２范数最小化问题（ＷｏｌｋｅａｎｄＳｃｈｗｅｔｌｉｃｋ，

１９８８）．

Φｍ（犿）＝ ‖犠ｍ犿‖
２， （１０）

犠ｍ ＝
Φｍ（犿）

犿
／（ ）犿

１／２

＝ （犿
２
＋ε

２）（－１／２），

（１１）

其中，ε是很小的常数，该参数决定了反演结果的尖

锐程度．与传统的平滑反演方法相比，基于稀疏约束

的Ｌ０范数反演方法可以获得边界更清晰、对比度

更强的模型．将Ｌ０范数作为模型约束项，目标函数

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Φ（犿）＝ ‖犠ｑ犠ｄ（犱
ｏｂｓ
－犃犿）‖

２

＋α·‖犠ｍ（犿－犿ｒｅｆ）‖
２， （１２）

其中，犿ｒｅｆ为参考模型．利用公式（１２）求解的反演结

果会出现异常体集中在地表的现象，是由于重力和

重力梯度数据的核函数随深度增加而衰减，因此会

引起反演结果的趋肤效应．为了改善趋肤效应的影

响，传统的方法是在模型约束项中加入深度加权函

数（Ｌｉａｎｄ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９６；Ｃｏｍｍｅｒ，２０１１），但是

重力和重力梯度核函数衰减速率不同，采用相同的

深度加权函数势必会得到不准确的反演结果，况且

深度加权函数中存在未知的变量，需要人为经验来

定义变量的大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针对上述问题，Ｚｈｄａｎｏｖ（２００２）提出了模型积分灵

敏度矩阵，它可以消除不同模型参数对观测数据的

贡献是不同的，观测数据对不同模型参数的积分灵

敏度也是不同所带来的影响，使得观测数据对不同

模型参数的积分灵敏度变化一致．目前该方法已经

应用在重力梯度三维反演中（陈闫，２０１４；Ｃａｐｒｉｏｔｔｉ

ａｎｄＬｉ，２０１４；高秀鹤和黄大年，２０１７）．本文也采用

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用来消除因重力和重力梯度

核函数衰减速率不同引起的趋肤效应．因此，仍然是

形成一个权重，平衡重力和重力梯度两个核函数衰

减速率不同的问题．

首先分析模型参数犿犽的微扰对数据的影响．观

测数据与模型参数变化的关系可表示为：

δ犱犻 ＝犃犻犽δ犿犽， （１３）

数据灵敏度对模型参数犿犽 的积分可表示为：

犛犽 ＝
‖δ犱‖
δ犿犽

＝
∑
犻

（δ犱犻）槡
２

δ犿犽
＝ ∑

犻

（犃犻犽）槡
２，（１４）

故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可表示为：

犛＝ｄｉａｇ（∑
犻

（犃犻犽）槡
２）＝ｄｉａｇ（犃Ｔ犃）１／２．（１５）

　　将式（１５）加入到目标函数中，最终得到重力梯

度和重力数据联合反演的目标函数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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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犿）＝ ‖犠ｑ犠ｄ（犱
ｏｂｓ
－犃犿）‖

２

＋α·‖犠ｍ犛（犿－犿ｒｅｆ）‖
２． （１６）

２．２　目标函数的优化

通常目标函数最优化方法是采用最小二乘法，

即目标函数对模型参数的求导为零，得到反演模型

结果．但最小二乘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很容易陷入局

部极小，求解不准确，所以一些非线性优化方法经常

被使用，例如，牛顿法、梯度法、高斯牛顿法、共轭梯

度法等．共轭梯度法对初始模型要求较少，具有存储

量小、收敛速度快等优势．传统的共轭梯度法迭代求

解过程是在同一个循环内完成，而本文采用内外双

循环的迭代过程进行目标函数的求解，该方法可以

减少迭代次数，提高计算效率．

２．２．１　传统共轭梯度法反演

对目标函数公式（１６）求梯度，得到第犽次迭代

的梯度表达式：

犵犽 ＝犚犚犽犿犽－（犃
Ｔ犠

２

ｑ犠
２

ｄ犱
ｏｂｓ
＋α犽犠

２
ｍ犽犛

２犿ｒｅｆ）， （１７）

其中，犚犚犽 ＝犃
Ｔ犠

２

ｑ犠
２

ｄ犃＋α犽犠
２

ｍ犽犛
２．

准备观测数据犱ｏｂｓ，数据加权矩阵犠ｄ，初始模

型犿０，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犛和数据加权项犠ｑ，

初始正则化参数α０．

计算目标函数初始梯度犵０ 和犚犚０；

计算初始搜索方向：犱０ ＝犵０；计算初始搜索步

长狋０ ＝
犱
Ｔ

０犵０

犱
Ｔ

０犚犚０犱０
．

Ｗｈｉｌｅ　犽＜犽＿ｍａｘ或ｍｉｓｆｉｔ＜σ

犽＝犽＋１；

更新模型参数：犿犽 ＝犿犽－１－狋犽－１犱犽－１；

计算数据拟合差：

　　ｍｉｓｆｉｔ＝ （犠ｄ（犱
ｏｂｓ
－犃犿犽））

２／ｌｅｎｇｔｈ（犱
ｏｂｓ

槡 ）

计算目标函数对模型犿犽 的梯度犵犽 和犚犚犽；

计算第犽次迭代的搜索方向：犱犽 ＝犵犽＋β犽犱犽－１，

β犽 ＝犵
Ｔ

犽犵犽／犵
Ｔ

犽－１犵犽－１

计算第犽次迭代的搜索步长：狋犽 ＝
犱
Ｔ

犽犵犽

犱
Ｔ

犽犚犚犽犱犽

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输出犿犽．

２．２．２　改进的共轭梯度法反演

对目标函数公式（１６）求极值，得到第犽次迭代

的高斯牛顿法模型改变量表达式：

Δ犿犽 ＝犿犽－犿犽－１ ＝ （犚犽）
－１犫犽， （１８）

其中，犫犽 ＝犃
Ｔ犠

２

ｑ犠
２

ｄ
（犱ｏｂｓ－犃犿犽－１）

－α犽犠
２

ｍ犽犛
２（犿犽－１－犿ｒｅｆ），

犚犽 ＝犃
Ｔ犠２

ｑ犠
２
ｄ犃＋α犽犠

２

ｍ犽犛
２．

准备观测数据犱ｏｂｓ，数据加权矩阵犠ｄ，初始模

型犿０，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犛和数据加权项犠ｑ，

初始正则化参数α０．

Ｗｈｉｌｅ　犽＜犽＿ｍａｘ或 ｍｉｓｆｉｔ＞σ（外部循环）

计算犚犽 和犫犽；

令狓０ ＝０，狉０ ＝犱０ ＝犫犽；

计算初始步长狋０ ＝
犱
Ｔ

０狉０

犱
Ｔ

０犚犽犱０

Ｗｈｉｌｅ　犻＜犻＿ｍａｘ或ｓｑｒｔ（狉
Ｔ

犻狉犻）＞１０
－６（内部循环）

犻＝犻＋１；

更新参数：狓犻 ＝狓犻－１＋狋犻－１犱犻－１；

狉犻 ＝狉犻－１－狋犻－１犚犽犱犻－１；

计算第犻次迭代的搜索方向：犱犻 ＝狉犻＋β犻犱犻－１，

β犻 ＝狉
Ｔ
犻狉犻／狉

Ｔ
犻－１狉犻－１

计算第犻次迭代的搜索步长：狋犻 ＝
犱Ｔ犻狉犻

犱
Ｔ

犻犚犽犱犻

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犽＝犽＋１；

犿犽 ＝犿犽－１＋狓犻；

计算数据拟合差：

ｍｉｓｆｉｔ＝ （犠ｄ（犱
ｏｂｓ
－犃犿犽））

２／ｌｅｎｇｔｈ（犱
ｏｂｓ

槡 ）

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输出犿犽．

２．３　数据空间共轭梯度法

数据空间法（ＳｉｒｉｐｕｎｖａｒａｐｏｒｎａｎｄＥｇｂｅｒｔ，２０００；

Ｓｉｒｉｐｕｎｖａｒａｐｏｒ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是将模型计算从模型空

间通过恒等式转换到数据空间下进行求解．由于模

型个数犖ｍ 远远大于数据个数犖ｄ，反演计算属于欠

定问题，采用模型空间法进行反演计算需要求解一

个犖ｍ×犖ｍ 的方程组，而在数据空间中只需要求解

一个犖ｄ×犖ｄ的方程组，因此可以有效地降低反演

计算的内存占用量和计算时间（Ｐｉｌｋ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９；

李泽林，２０１５；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２０１９；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本文将模型空间下的模型改变量表达式（１８）

转换为数据空间下的模型改变量表达式：

Δ犿犽 ＝ （犠
２

ｍ犽犛
２）－１犃Ｔ［犆犽］

－１犇犽， （１９）

其中，犆犽＝犃（犠
２

ｍ犽犛
２）－１犃Ｔ＋α犽（犠

２

ｑ犠
２

ｄ
）－１，犇犽＝犱

ｏｂｓ
－

犃犿犽－１．为了提高反演计算的收敛性和稳定性，将每

次反演迭代的模型作为下次反演迭代的参考模型．

对高斯牛顿法推导出的模型改变量表达式

（１９）直接求解，虽然可以降低反演计算的维度，但是

需要存储灵敏度矩阵犃，在三维情况下势必也会产

生大量的计算内存和时间．本文采用改进的共轭梯

度反演方法求解数据空间下的模型改变量，令犚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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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犽，犫犽 ＝犇犽．为了获得模型改变量需要对求解的变

量狓犻再乘（犠
２

ｍ犽犛
２）－１犃Ｔ，如公式（１９）所示．该算法中

仅仅需要形成矩阵向量的乘积犚犽狆，狆是任意数据

空间向量，而不是实际形成矩阵犚犽．因此可以避免

形成和存储灵敏度矩阵犃，只需要计算犃狆和犃
Ｔ
狇，

这两个矩阵向量乘积都可以通过一个正演问题求

取．其中，狆和狇分别为犖ｍ 维和犖ｄ 维的列向量．

将数据空间和改进的共轭梯度法有机的结合可以降

低反演计算的维度，避免存储灵敏度矩阵，进一步改

善了反演的计算效率和内存消耗量．

正则化因子的选取与Ｐｏｒｔｎｉａｇｕｉｎｅ和Ｚｈｄａｎｏｖ

（２００２）采用的方法相同，初始正则化因子α０＝０．１．

随着迭代的增加，模型约束项可能会增加，为了确保

目标函数的收敛在全区最小，此时需要修正正则化

因子，表达式如下：

狉＝
‖犠狊犽犛（犿犽－犿ｒｅｆ）‖

２

‖犠狊（犽－１）犛（犿犽－犿ｒｅｆ）‖
２
， （２０）

α犽 ＝
α犽－１，ｉｆ狉≤１，

α犽－１／狉，ｉｆ狉＞１
｛ ．

（２１）

　　为了保障联合反演迭代收敛，我们会在拟合差

增大或拟合差变化缓慢时，按比例减小正则化因子．

α犽＋１ ＝α犽狇， （２２）

其中，狇为缩放因子，设狇＝０．６．

３　模型试算

３．１　单独和联合反演对比

为了证明重力与重力梯度数据联合反演优于单

独重力数据反演，我们设计了一个不同高度相同大

小的双异常体组合模型，如图２所示．异常体的大小都

为２００ｍ×２００ｍ×１５０ｍ，剩余密度为１ｇ·ｃｍ
－３．地

下模型空间尺度狓，狔，狕为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ｍ×６００ｍ，将

地下模型剖分为２０×２０×１２个紧密排列的规则立

方体单元，每个单元大小为５０ｍ×５０ｍ×５０ｍ，背

景剩余密度为０ｇ·ｃｍ
－３．地面观测点个数为２０×２０，

观测点位于网格中心，正演计算的观测重力和重力

梯度数据如图２所示．

分别进行了重力数据单独反演和重力与不同重

力梯度分量数据联合反演计算，初始模型均采用半

空间为０ｇ·ｃｍ
－３的剩余密度模型．第１０次迭代的

反演结果如图３所示，可以发现，重力数据单独反演

结果出现了严重的模糊现象，尤其深部异常体无法

恢复出真实模型的几何形态和物性参数值．然而，重

力与不同重力梯度分量的联合反演均可以获得较好

的反演结果，分辨出深部异常体尖锐的边界，但是不

同重力梯度分量包含的信息量不同，导致反演结果

存在差异．为了更好的定量分析不同分量的反演效

果，我们计算了所有反演模型与理论模型的均方根

误差，如表１所示．均方根误差计算公式为ＲＭＳＥ＝

∑

犖
ｍ

犻＝１

（犿
ｔｒｕｅ

犻 －犿
ｉｎｖ

犻
）／犖槡 ｍ．其中，犿

ｔｒｕｅ

犻
表示理论模型

第犻个单位的密度值，犿
ｉｎｖ

犻
表示反演模型第犻个单位

的密度值．如预期所料，联合反演得到的密度模型均

方根误差均小于单独重力反演得到的密度模型均方

根误差，进一步证明了联合反演的优势，同时重力与

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狔或犞狕狕联合反演得到的密度模型

均方根误差要小于其他重力梯度分量，说明重力梯

度分量犞狕狔和犞狕狕包含了更多的频率信息．最后，我

们计算了重力与重力梯度全张量数据的联合反演，

获得的模型均方根误差值最小，因此也证明了联合

反演包含的重力梯度分量越多，反演结果越精确．

３．２　传统和改进的共轭梯度法反演对比

为了验证改进的共轭梯度法更适合应用于重力

和重力梯度数据的联合反演，我们建立了一个双异

常体组合模型，如图４所示．模型中包含了两个大小相

同的异常体，两个异常体的大小为２００ｍ×２００ｍ×

２００ｍ，剩余密度为１ｇ·ｃｍ
－３，埋深均为１５０ｍ，相

距３００ｍ．地下空间网格剖分和观测方式与模型一

完全相同，正演计算的观测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如

图４所示．

分别对传统和改进共轭梯度算法进行重力和重

力梯度数据联合反演计算，两种方法都选择模型积分

灵敏度矩阵，初始模型均采用半空间为０ｇ·ｃｍ
－３的

剩余密度模型．为了获得更稳定的反演结果，传统共

轭梯度法反演需要在加权模型参数域下求解，反演

经过４８次迭代达到拟合差阈值１以下，耗时２９０ｓ，

获得的反演结果切片如图５（ｂ，ｅ，ｈ）所示．而改进共

轭梯度法反演经过４次迭代达到拟合差阈值１以下，

表１　反演模型和理论模型的均方根误差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狉狅狅狋犿犲犪狀狊狇狌犪狉犲犲狉狉狅狉狅犳犲犪犮犺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犪狀犱狋犺犲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

犵狕 犵狕和犞狓狓 犵狕和犞狓狔 犵狕和犞狕狓 犵狕和犞狕狔 犵狕和犞狕狕 犵狕和（犞狓狓，犞狓狔，犞狕狓，犞狕狔，犞狕狕）

ＲＭＳＥ ０．１１８４ ０．０８６２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７８７ ０．０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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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模型一的理论模型和正演响应等值线图

（ａ）重力犵狕；（ｂ）重力梯度分量犞狓狓；（ｃ）重力梯度分量犞狓狔；（ｄ）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狓；（ｅ）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狔；（ｆ）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狕．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ｏｆｍｏｄｅｌ１

（ａ）Ｇｒａｖｉｔｙ犵狕；（ｂ）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狓狓；（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狓狔；（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狓；

（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狔；（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狕．

耗时７０ｓ，获得的反演结果切片如图５（ｃ，ｆ，ｉ）所示．

可以发现，两种方法都可以恢复出异常体的中心位

置和几何大小，但是传统共轭梯度法反演结果边界

更模糊，而改进的共轭梯度法反演结果聚焦程度更

高，异常体边界更清晰．无论是在计算时间方面，还

是在反演结果分辨率方面，改进的共轭梯度法反演

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更适合于三维重力和重力梯度

联合反演计算．

３．３　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和深度加权矩阵对比

为了验证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相比于深度加权

矩阵，可以更有效的消除因重力和重力梯度核函数衰

减速率不同引起的趋肤效应，我们继续选用模型二进

行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联合反演试算．将公式（１６）中

的犛矩阵选取深度加权矩阵（Ｌｉａｎｄ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１９９６）和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分别进行平滑和稀疏

约束反演．所有反演方法最终的拟合差均收敛到阈

值０．１以下，反演结果如图６所示．图６（ａ，ｅ）和图６

（ｂ，ｆ）分别为加入深度加权矩阵后的平滑和稀疏约

束反演结果切片图，可以发现，反演异常体的中心位

置与真实异常体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趋肤效应，中

心位置有上移的趋势，并且异常体的物性参数值要

远小于真实值．图６（ｃ，ｇ）和图６（ｄ，ｈ）分别为加入模

型积分灵敏度矩阵后的平滑和稀疏约束反演结果切

片图，由于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的加入，反演异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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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观测数据反演结果对比图

（ａ）理论模型；（ｂ）犵狕反演结果；（ｃ）犵狕和犞狓狓联合反演结果；（ｄ）犵狕和犞狓狔联合反演结果；（ｅ）犵狕和犞狕狓联合反演结果；

（ｆ）犵狕和犞狕狔联合反演结果；（ｇ）犵狕和犞狕狕联合反演结果；（ｈ）犵狕和全张量联合反演结果；垂向切片位于狔＝５５０ｍ处．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ｂ）犵狕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犵狕ａｎｄ犞狓狓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ｄ）犵狕ａｎｄ犞狓狔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ｅ）

犵狕ａｎｄ犞狕狓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犵狕ａｎｄ犞狕狔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ｇ）犵狕ａｎｄ犞狕狕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ｈ）犵狕ａｎｄｆｕｌｌｔｅｎｓｏｒ

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狔＝５５０ｍ．

物性参数值得到了明显地改善，并且异常体中心下

移，有效地克服了核函数衰减引起的趋肤效应．模型

积分灵敏度矩阵与稀疏约束反演相结合，反演得到

的结果无论是几何形态还是物性参数值方面，都与

真实模型基本吻合，尤其在纵向分辨率方面得到了

明显地改善．稀疏约束反演相比于平滑反演能有效

地捕捉反演解的小尺度细节，增强稀疏性以保持尖

锐的边界．模拟试算验证了采用模型积分灵敏度矩

阵和稀疏约束算法，可以有效地消除因重力和重力

梯度核函数衰减速率不同引起的趋肤效应，将该方

法应用到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的联合反演中可以提

高纵向分辨率，降低反演多解性，获得更加准确的反

演结果．

３．４　模型空间和数据空间法对比

为了证明本文提出的算法在计算时间和内存占

用量方面的优势，我们首先设计了一个地下网格剖

分数量较大的简单模型，如图７所示．模型中包含了两

个大小不同的异常体，异常体的大小分别为３００ｍ×

２００ｍ×１５０ｍ和３００ｍ×５００ｍ×２００ｍ，剩余密度

均为１ｇ·ｃｍ
－３，顶部埋深分别为１５０ｍ和２００ｍ，

相距３５０ｍ．地下模型空间尺度狓，狔，狕为１５００ｍ×

１５００ｍ×１０００ｍ，将地下模型剖分为３０×３０×２０个

紧密排列的规则立方体单元，每个单元大小为５０ｍ×

５０ｍ×５０ｍ，背景剩余密度为０ｇ·ｃｍ
－３．地面观测点

个数为３０×３０，观测点位于网格中心，正演计算的

观测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如图７所示．

本文在改进的共轭梯度法反演基础上，分别采

用模型空间和数据空间法对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进

行联合反演计算（计算机配置：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

ｉ７８７５０ＨＣＰＵ＠２．２０ＧＨｚ２．２１ＧＨｚ，内存１６ＧＢ）．

所有反演的初始模型均采用均匀半空间剩余密度为

０ｇ·ｃｍ
－３的模型．模型空间法反演经过６次迭代，

最终获得的拟合差为０．９９，反演结果如图８（ｂ，ｅ，ｈ）

所示；数据空间法反演经过６次迭代，最终获得的拟

合差为１．０３，反演结果如图８（ｃ，ｆ，ｉ）所示．可以发

现，两种算法得到的反演结果相似，都可以较好地恢

复出异常体的边界位置、几何大小和物性参数值，从

而证明本文提出的算法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在反演

计算时间方面，模型空间法耗时２０６１．８５ｓ，而数据

空间法耗时５２７．２５ｓ，可以说明改进的共轭梯度法

结合数据空间法有效地提高了计算效率；在内存消

耗方面，模型空间法占用的最大内存约为１２ＧＢ，而

数据空间法占用的最大内存只需要约０．０３ＧＢ．在

这个例子中，数据空间法内存最大占用量相比于传

统模型空间法减小了约百分之几．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算法的准确性、抗噪

性和有效性，我们又设计了一个多异常体组合复杂

模型，如图９所示，由四个不同大小的长方体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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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模型二的理论模型和正演响应等值线图

（ａ）重力犵狕；（ｂ）重力梯度分量犞狓狓；（ｃ）重力梯度分量犞狓狔；（ｄ）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狓；（ｅ）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狔；（ｆ）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狕．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ｏｆｍｏｄｅｌ２

（ａ）Ｇｒａｖｉｔｙ犵狕；（ｂ）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狓狓；（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狓狔；（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狓；

（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狔；（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狕．

镶嵌在剩余密度为０ｇ·ｃｍ
－３的地下均匀半空间

中．地下模型空间大小为２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ｍ×１０００

ｍ，将地下剖分为４０×４０×２０个紧密排列的直立

立方体单元，每个单元大小为５０ｍ×５０ｍ×５０ｍ．

地面观测点个数为４０×４０，观测点位于网格中心，

加入５％高斯随机噪声的理论模型正演响应如图９

所示．异常体的物性值、几何大小和顶部埋深情况如

表２所示．

由于网格剖分个数的增加，采用模型空间法进

行反演计算所需要的内存空间已经超过计算机的承

受 范围，而数据空间法反演经过１７次迭代，最终获

表２　理论模型异常体属性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犪狀狅犿犪犾狔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

单元 剩余密度值 几何大小 顶部埋深

Ａ １ｇ·ｃｍ－３ ２００ｍ×２００ｍ×１５０ｍ １５０ｍ

Ｂ １ｇ·ｃｍ－３ １５０ｍ×１５０ｍ×２００ｍ ２００ｍ

Ｃ １ｇ·ｃｍ－３ ４００ｍ×１５０ｍ×１５０ｍ １５０ｍ

Ｄ １ｇ·ｃｍ－３ １００ｍ×４００ｍ×２００ｍ ２００ｍ

得的拟合差为０．９７，反演结果如图１０所示．可以发

现，加入噪声后本文提出的算法仍然能够准确地恢

复出地下异常体的几何形态和物性参数值大小，与

真实模型基本吻合，表现出一定的准确性和抗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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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传统和改进的共轭梯度法反演结果对比图

（ａ，ｄ，ｇ）理论模型；（ｂ，ｅ，ｈ）传统的共轭梯度法反演结果；（ｃ，ｆ，ｉ）改进的共轭梯度法反演结果；（ａ，ｂ，ｃ）狕＝３００ｍ处的横向切片；

（ｄ，ｅ，ｆ）狔＝５００ｍ处的垂向切片；（ｇ，ｈ，ｉ）狓＝２５０ｍ处的垂向切片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ｄ，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ｅ，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ｆ，ｉ）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ｂ，ｃ）Ｉｎｔｈｅ狕＝３００ｍｄｅｐ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ｎｔｈｅ狔＝５００ｍ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ｇ，ｈ，ｉ）Ｉｎｔｈｅ狓＝２５０ｍ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６　不同犛矩阵的平滑和稀疏约束反演结果的对比图

（ａ，ｂ，ｃ，ｄ）狕＝２５０ｍ处的横向切片；（ｅ，ｆ，ｇ，ｈ）狔＝５００ｍ处的垂向切片；（ａ，ｅ）深度加权平滑反演结果；（ｂ，ｆ）深度加权稀疏

约束反演结果；（ｃ，ｇ）模型积分灵敏度平滑反演结果；（ｄ，ｈ）模型积分灵敏度稀疏约束反演结果．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ｍｏｏｔｈａｎｄｓｐａｒ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犛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ａ，ｂ，ｃ，ｄ）Ｉｎｔｈｅ狕＝２５０ｍｄｅｐ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ｇ，ｈ）Ｉｎｔｈｅ狔＝５００ｍ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ｅ）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ｆ）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ｐａｒｓ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ｇ）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ｈ）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ａｒｓ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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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模型三的理论模型和正演响应等值线图

（ａ）重力犵狕；（ｂ）重力梯度分量犞狓狓；（ｃ）重力梯度分量犞狓狔；（ｄ）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狓；（ｅ）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狔；（ｆ）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狕．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ｏｆｍｏｄｅｌ３

（ａ）Ｇｒａｖｉｔｙ犵狕；（ｂ）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狓狓；（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狓狔；（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狓；

（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狔；（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狕．

反演计算耗时２２０６．２６ｓ，占用的最大内存约为

０．０３９ＧＢ．在这个例子中，数据空间法反演内存最

大占用量相比于传统模型空间法减小了约百分之

几，可以证明改进的共轭梯度法结合数据空间法有

效地降低了计算内存消耗量，表现出一定的有效性，

更适合应用于大数据量的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联合

反演计算．

４　实测数据应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提出算法的有效性和实

用性，我们将反演算法应用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呼中区碧水镇铅锌多金属矿区的重力和重力梯度

数据解释中．在碧水镇铅锌多金属矿区内共采集

了２７条测线，测线间距４０ｍ，每条测线上分布１６

个观测点，测点间距４０ｍ，将实测布格剩余重力异

常数据网格化，网格化后的重力异常数据等值线

如图１１ａ所示．利用傅里叶变换计算得到布格剩余

重力异常的重力梯度数据，网格化后的重力梯度

异常数据如图１１ｂ所示．方便起见，实测数据应用

中只考虑重力和重力梯度犞狕狕分量数据进行联合

反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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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模型空间和数据空间联合反演结果对比图

（ａ，ｄ，ｇ）理论模型；（ｂ，ｅ，ｈ）模型空间法反演结果；（ｃ，ｆ，ｉ）数据空间法反演结果；（ａ，ｂ，ｃ）狕＝３００ｍ处的横向切片；

（ｄ，ｅ，ｆ）狔＝７５０ｍ处的垂向切片；（ｇ，ｈ，ｉ）狓＝１１５０ｍ处的垂向切片图．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ｄａｔａｓｐａｃｅ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ｄ，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ｅ，ｈ）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ｐａｃ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ｆ，ｉ）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ｐａｃ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ｂ，ｃ）Ｉｎｔｈｅ狕＝３００ｍ

ｄｅｐ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ｎｔｈｅ狔＝７５０ｍ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ｇ，ｈ，ｉ）Ｉｎｔｈｅ狓＝１１５０ｍ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观测区域大小为６４０ｍ×１０４０ｍ，将反演目标

区域的地下空间划分为１６×２７×１０个紧密排列的

直立长方体单元，每个单元的大小为４０ｍ×４０ｍ×

４０ｍ．我们对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进行联合反演，

反演初始模型采用剩余密度为０ｇ·ｃｍ
－３的均匀半

空间模型．反演经过５次迭代收敛到拟合差阈值以

下，反演结果沿测线方向的密度分布切片如图１２所

示，不同深度的密度分布切片如图１３所示．我们发

现，本文提出的反演方法可以快速地分辨出地下

不同密度的分布情况，密度异常分布从南到北逐

渐升高，高密度异常区域主要出现在研究区的东

北方向，由于铅锌多金属矿床具有较高的密度，因

此可以通过反演高密度分布情况有效地圈定多金

属矿床的区域位置和划分矿体与围岩的边界．同

时，该反演算法获得最终模型结果耗时约４３４．５ｓ，占

用内存约０．０２８ＧＢ．进一步说明了所提出的算法

适用于实测数据处理，可以在普通计算机下快速

获得地下密度分布模型，为精准矿产勘探提供重

要依据．

５　结论

本文将数据空间法和改进的共轭梯度算法结合

应用到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处理中，开发出计算速

度更快、占用内存更小的高分辨率三维重力和重力

梯度数据联合反演算法．理论模型试算表明相比于

传统的共轭梯度反演算法，改进的算法可以有效地

降低反演的迭代次数，提高反演的收敛速度，获得更

接近于真实模型的反演结果；联合反演采用自适应

模型积分灵敏度矩阵，可以有效地消除因重力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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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模型四的理论模型和正演响应等值线图

（ａ）重力犵狕；（ｂ）重力梯度分量犞狓狓；（ｃ）重力梯度分量犞狓狔；（ｄ）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狓；（ｅ）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狔；（ｆ）重力梯度分量犞狕狕．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ｏｆｍｏｄｅｌ４

（ａ）Ｇｒａｖｉｔｙ犵狕；（ｂ）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狓狓；（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狓狔；（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狓；

（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狔；（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犞狕狕．

力梯度核函数衰减速率不同引起的趋肤效应，相比

于依赖先验信息的深度加权方法，可以自适应调解

矩阵大小，有效提高反演结果的纵向分辨率；稀疏约

束反演方法相比于传统平滑反演方法能有效地捕捉

反演解的小尺度细节，增强稀疏性以保持尖锐的

边界；将数据空间法和改进的共轭梯度算法结合，

可以更好地降低联合反演求解方程的维度，避免

存储灵敏度矩阵，有效地提高了计算效率和大幅

度的降低内存占用空间．野外实例表明，本文提出

的算法可以在普通计算机下快速地获得地下密度

分布模型，有效地圈定多金属矿床的区域位置和

划分矿体与围岩的边界，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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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数据空间共轭梯度法联合反演结果图

（ａ，ｂ，ｃ，ｄ）理论模型；（ｅ，ｆ，ｇ，ｈ）联合反演结果；（ａ，ｅ）狕＝３００ｍ处的横向切片；（ｂ，ｆ）狓＝６００ｍ处的垂向切片；

（ｃ，ｇ）狔＝５５０ｍ处的垂向切片；（ｄ，ｈ）狓＝１６００ｍ处的垂向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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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实测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等值线图

（ａ）重力数据；（ｂ）重力梯度数据犞狕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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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联合反演获得的密度分布垂向切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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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重力和重力梯度数据联合反演获得的密度分布横向切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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