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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重力异常构建壳幔密度结构，是获取地球内部物
性参数、岩石结构的方法之一，可以为研究地球动力学演化过
程提供约束．直接观测到的重力异常是获取壳幔密度结构的重
要资料．重力异常是不同深度物质产生的重力场的叠加，针对
不同的研究区域，需要对重力异常进行必要的分离；在此基础
上，可以通过正演拟合和反演方法等途径获得壳幔密度结构．
正演拟合可以获得精细壳幔密度结构，但需要较强的先验约束
信息，受主观人为的因素影响较大．反演方法计算快，人为因素
影响较小，但获得壳幔密度结构具有平滑的特征，难以得到精
细密度结构．反演结果对初始模型有一定的依赖性，非唯一性
较强．
关键词　 重力；壳幔结构；重力异常分离；重力异常计算；正演
拟合；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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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作为地球物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重力学是研究
地球本体，特别是地壳和上地幔结构与物性特征的主要方法
之一．它主要根据在地表观测的重力异常，通过正演、反演方
法来研究地下物质的结构和构造状态（王谦身等，２００３；滕

吉文等，２００４）．重力异常是不同深度物质产生重力场的叠
加效果，如何从重力异常中提取必要的信息，并反演出地球
内部的密度分布，是重力学的重要研究目标．重力学研究内
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１）确定剩余重力异常，即从布格重力异常中划分出地
质体密度变化或岩性不同而产生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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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确定引起剩余重力异常的地质体的几何参数和密
度（侯遵泽和杨文采，１９９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学者
在重力学方面做出了众多成果．王懋基等（１９９７）展望了重
力勘探的发展．管志宁等（２００２）讨论了２１世纪重磁位场的
发展方向．刘元龙等（１９８７）给出了利用三维重力方法计算
地壳构造的方法，计算了我国一些区域的地壳厚度及莫霍界
面分布．方剑（１９９９）利用卫星重力资料反演了全球的地壳
厚度和岩石圈厚度，得出了全球地壳厚度图．

野外观测得到的重力异常，不仅包含高频的噪声及观测
误差影响，更是从浅到深多种地质体密度差异引起的叠加异
常（王谦身等，２００３）．因此，在应用重力数据推断地下物性
结构时，往往要对重力异常进行分离，提取不同尺度研究对
象的异常．分离重力异常的主要方法是滤波，包括空间域滤
波（王宜昌和杨辉，１９８６；Ｐａｗｌｏｗｓｋｉ，１９９５）和频率域滤波
（Ｐａｗｌｏ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０；杨文采等，２００１）．在得到研
究对象所引起的重力异常后，通常用正演拟合和反演方法来
获得地下的密度结构．

正演拟合方法是通过实测资料建立初始模型，并计算其
异常，根据理论异常与实测异常的差异不断调整初始模型，
使理论异常和实测异常能够很好的拟合，从而获得最终的密
度模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即使对于很复杂的密
度模型也能很快地计算出理论异常．更重要的是，计算机不
仅能进行理论计算，而且能够实时的显示出物性模型和位场
异常的计算结果，及时给解释者提供大量直观信息．通过图
像化的人机交互界面，解释者可以方便的修改物性模型．交
互模拟解释系统给解释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提高了解释者
的工作效率（楼海，２００１）．

密度反演方法是通过建立重力异常与密度模型的对应
关系，并构建偏导数矩阵，通过对比模型的正演异常和实测
异常，使用一定的算法寻找新的模型参数估计，缩小拟合误
差，对密度模型修正并多次迭代，从而获得最终的密度模型．
密度反演方法计算速度比较快，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模型与
异常之间是非线性关系，最优解不是唯一的；另外，数学意义
上的最优解也不一定符合实际地质情况（楼海，２００１）．

本文重点介绍重力异常的分离方法，以及利用重力异常
通过正演拟合和反演手段构建密度模型的方法．
１　 重力异常的分离

实测重力异常数据是叠加异常，包含了从地表到深部所
有密度不均匀引起的重力效应．引起重力异常的主要地质因
素有：地球深部莫霍面的起伏；地壳、岩石圈地幔物质密度的
横向变化等；结晶基岩内部的密度变化；结晶基底顶面的起
伏；沉积岩的构造和成分变化和其他密度不均匀因素如高密
度金属矿床等（王谦身等，２００３；曾华霖，２００５）．重力解释通
常把实测重力异常看作由区域异常和局部异常组成，区域异
常是由分布范围广、相对深的地质因素引起的，局部异常是
由比区域范围小的研究对象引起的，二者的概念是相对的，
与研究对象的尺度范围有关（王谦身等，２００３；曾华霖，
２００５）．

大部分异常分离方法的前提是不同异常在空间频率有
差异，一般来说，由深部场源引起的宽缓异常具有低频的性

质；而由浅部场源引起的局部异常具有高频特征；观测误差
和近地表密度不均匀引起的重力效应则表现为高频干扰（王
谦身等，２００３；曾华霖，２００５）．因此，重力异常主要采用滤波
的方法分离，包括平滑、高次导数和解析延拓等空间域滤波
（王宜昌和杨辉，１９８６；Ｐａｗｌｏｗｓｋｉ，１９９５）以及傅里叶变换、
小波分解等频率域滤波（Ｐａｗｌｏ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０；杨文
采等，２００１）．将空间域位场数据变换到频率域进行数据处
理，可以充分发挥位场数据的横向分辨率优势，突出位场异
常横向变化的整体规律和性质．利用频率域的特殊性质，可
以将位场的计算公式在频率域中大幅度的简化，有效地提高
计算速度和效率（陈石和张健，２００６）．

局部异常与区域异常具有相对性，因此，随着研究范围
的不同，研究对象引起的局部异常在布格异常中的比例也会
发生变化，重力异常的分离在不同的研究范围中有不同的
应用．

在重力勘探中，研究对象主要是矿体、油气藏等异常体，
引起重力异常的主要地质因素如莫霍面的起伏、结晶基岩内
部的密度变化、结晶基底顶面的起伏等不在研究范围内；对
盆地进行研究时，深度可到结晶基底，但仍有深部因素未被
考虑．在上述情况下，研究对象引起的局部异常在总异常中
的比例较小，因此滤波用于压制其他地质因素产生的异常，
突出浅层研究对象的异常（刘清泉，１９８６；李盛汉，１９９７；王
勤等，２００４；刘彦等，２０１２）．

在壳幔密度结构研究中，研究对象是地壳和上地幔的密
度结构．绝大部分引起重力异常的主要地质因素在此研究范
围内．在此范围以下，地幔和地核形状规则，密度变化平缓
（曾华霖，２００５），加之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因此其产
生的异常小且变化缓慢．王谦身和杨新社（１９９７）通过中国
大陆三维地震Ｐ波速度分层模型建立了７个密度分层模型，
并计算了各层的重力异常，他们指出：由于“浅层烙印效应”
的存在，综合重力异常主要反映浅层部分特征．可见，在壳幔
结构研究中，局部异常在总异常中所占比例很大，其分布和
数值都与总异常类似（王谦身和杨新社，１９９７），滤波主要用
于消除测量误差和近地表密度不均匀等影响（贺日政等，
２００１）．
２　 利用重力异常构建壳幔密度结构

采用经各项改正后的重力异常资料，研究地壳、上地幔
的密度结构，是重力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王谦身等，２００３）．
利用重力异常构建密度结构分为正演拟合和反演两类方法．
由密度结构计算重力异常，是正演拟合和反演方法的基础工
作．因此，我们首先介绍计算重力异常的基本方法，进而对正
演拟合和反演构建密度结构的方法进行说明．
２． １　 计算重力异常的基本方法

根据模型的不同，正演计算分为三维模型和２． ５维模型
两种情况．

三维模型中各单元的密度和形状在三个维度上均可发
生变化，可以很好的反应真实的密度分布，直角坐标系内重
力异常正演计算的基本公式为

Δｇ（ｐ）＝ Ｖｚ ＝ Ｇ ∫∫∫
ｖ

ρ（ｑ）（ζ － ｚ）
ｒ３ ／ ２ｐｑ

ｄξｄηｄ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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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Ｖ为重力位，Ｇ为万有引力常数，ｐ ＝（ｘ，ｙ，ｚ），ｑ ＝（ξ，η，
ζ）分别为观测点和异常体内点的坐标；ｒｐｑ为ｐ与ｑ点的距
离，表达式为ｒｐｑ ＝［（ξ － ｘ）２ ＋（η － ｙ）２ ＋（ζ － ｚ）２］］１ ／ ２，ρ为
异常体内密度函数．

三维模型可以较好的反映实际密度分布，可以用于模拟
面状的重力异常数据，但是计算量较大．在实际工作中，测量
面状重力异常的工作量较大，一般会采用布格异常图、卫星
重力异常等数据。实测重力数据多为线状，一般采用２． ５维
模型进行研究，即各单元的密度和形状在两个维度上可发生
变化，而在另一维度上是恒定的，可能为一维尺度远大于另
二维尺度的柱状体或无限延伸的二度体，本文中我们只讨论
二度体的情况．

在具有均一密度的情况下，设二度体的走向与ｙ轴平
行，则直角坐标系内二度体重力异常正演计算的基本公式为

Δｇ（ｐ）＝ Ｖｚ ＝ ２Ｇρ ∫∫
Ｓ

（ζ － ｚ）
ｒ２ｐｑ

ｄξｄζ ， （２）
其中Ｖ为重力位，Ｇ为万有引力常数，ｐ ＝（ｘ，ｚ）为观测点的
坐标；ｒｐｑ为ｐ与ｑ点的距离，表达式为ｒｐｑ ＝［（ξ － ｘ）２ ＋（ζ －
ｚ）２］１ ／ ２，ρ为异常体密度．

对于具有任意形状的异常体ｑ而言，其体积分难以计
算，一般选择将其近似为规则形体进行计算，根据近似方式
的不同，可以分为有限单元法与边界单元法两类．

有限单元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复杂形体进行分割，使之转
化为一系列简单形体的组合，计算简单形体的重力异常再求
和即可得整个复杂形体的异常，常用的有点元法，线元法和
面元法等．

点元法是指将任意形体用三组平行于直角坐标面的截
平面进行分割，使物体分成许多具有规则形状的长方体元．
用解析方法计算出所有这些长方体在计算点产生的异常，并
累加求和，就可以得到整个形体在计算点引起的异常值．点
元法不适用于２． ５维模型．

线元法是指用两组相互垂直的平行面，将复杂形体分割
成一系列棱柱体，每个棱柱体以其中的线元来表示，用解析
法求解线元方向的一重积分，然后在垂直线元的ｘ，ｙ方向分
别作数值积分，即可得出整个地质体的近似异常值．

面元法是以一组互相平行的铅垂面将复杂形体分成若
干个直立薄片，每一片又用适当的多边形来逼近其形状，用
解析法计算每一薄片在计算点的作用值，最后对所有薄片作
用值进行数值积分，即可得到整个复杂形体引起的异常．

在上述三种方法中，点元法除适用于任意测网外，还可
以模拟非均匀物性的情况，但是其计算量比较大．线元法中
线元的划分有较多的限制，只能模拟密度在两个方向上的变
化，精度不如点元法，但计算量比点元法小．面元法计算量最
小，但是只能模拟密度在一个方向上的变化，因此精度最低
（李焓等，２００８）．

边界单元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复杂形体异常的体积分通
过奥－高公式转化为面积分，再由格林公式转为线积分，而
后累加求和得到整个形体的场值．常用的有多边形面多面体
方法和三角形面多面体方法（李焓等，２００８）．

多边形面多面体方法是用一系列多边形来逼近复杂形
体的形状，只要给出角点坐标，就可以计算出该形体的重力

异常值．
三角形面多面体方法是任意形状和大小的三角形构成

的多面体来逼近任意形体，只要知道多面体各角点的坐标，
就能方便地用解析公式计算出多面体引起的重力异常．

有限元法和边界元法都是用规则形体的重力异常来表
示任意形体的重力异常，前人给出了上述方法中涉及到的规
则形体重力异常的计算公式。较简单的形体，如直立长方
体、水平二度体等的计算公式，王谦身等（２００３）和曾华霖
（２００５）给出了详细的计算过程；对于较复杂形体的计算公
式，何昌礼和钟本善（１９８８）对三角形面多面体的计算公式，
Ｏｋａｂｅ（１９７９）对多边形面多面体的计算公式分别进行了推
导，本文不再一一列出．
２． ２　 正演拟合构建密度结构

正演拟合构建密度结构一般采用人机交互模拟来实现，
其步骤可归纳为：

（１）给出地质体初始模型；
（２）输入给定的物性参数；
（３）初始模型理论异常的计算；
（４）对比理论与实测异常；
（５）根据对比结果修改初始模型，再重复上述步骤，直

至拟合满足解释的要求为止（郑洪伟等，２００６）．
很多学者使用人机交互模拟对地壳密度结构进行了研

究（施小斌等，２００２；刘占坡等，２００３；彭聪，２００５；郑洪伟
和贺日政，２００６；唐新功等，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张季生等，
２００８；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刘一峰等，２０１２；王谦身等，
２０１３；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王秡等，２０１４）．

人机交互模拟使用边界元法建立模型，单元的形状代表
异常体的形状（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因此人机交互重力模
拟需要较强的先验信息约束．

ＩＧＭＡ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是常用的人机交互重力模拟软件之一，用于三维与
２． ５维重力、电磁的交互式正演模拟．该软件的优点是图形
界面，可方便地进行人机对话，模型修改非常方便，实时显示
模拟结果，并可加入钻井等已知的地质及地球物理信息（柯
小平等，２００９）．

ＩＧＭＡＳ的三维模型由一系列互相平行的剖面组成，每
个剖面上有若干多边形，代表异常体在该剖面上的截面．同
一异常体在不同剖面上的截面通过三角形面连接，组成异常
体的三维形态（图１）．通过三角形面多面体的重力异常计算
公式（Ｇｔｚｅ ａｎｄ Ｌａｈｍｅｙｅｒ，１９８８），计算模型在观测面产生的
重力异常，通过人机交互重力模拟得到密度结构．

ＩＧＭＡＳ的２． ５维模型仅有一条剖面，剖面由若干多边形
组成，代表水平二度体在剖面上的截面．通过Ｗｏｎ和Ｂｅｖｉｓ
的水平二度体的重力异常计算公式（１９８７），计算模型在测
线上产生的重力异常，通过人机交互重力模拟得到密度
结构．

Ｓａｎｃｈｅｚ等人利用ＩＧＭＡＳ对加勒比板块和南美板块边
界的岩石圈结构进行了研究（２０１１）（图２）．文中以宽角剖
面、接收函数和地表地质等作为约束条件，建立了初始模型
的几何结构；通过速度－密度经验关系式和岩石的化学组成
得到初始密度值．最终的密度结构显示委内瑞拉东西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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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ＩＧＭＡＳ ３维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３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ＩＧＭＡＳ

不同的结构特征：委内瑞拉西部有较长的加勒比板块出现，
板块向南延伸至哥伦比亚北部（图３ａ），板块的倾角在１００
ｋｍ深度处由１５°增加到３２°；而在委内瑞拉东部，加勒比板
块较短（图３ｂ）；从密度上看，南美北部的下地壳较轻，而加
勒比板块的地壳虽然有异常厚度，但具有典型的洋壳密度．
２． ３　 反演构建密度结构

常用的重力反演主要包括确定物性界面深度及起伏和
确定地质模型参数两种（王谦身等，２００３；曾华霖，２００５）．前
者一般用于计算基底界面或莫霍面起伏等情况，如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根据Ｐａｒｋｅｒ公式，提出了在已知密度差的条件下

图２　 （ａ）南美北部边缘构造纲要图；（ｂ）图２ａ中的红色虚线区域的简化地质图，
其中红色实线为四条剖面的位置（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Ｆｉｇ． ２　 （ａ）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ｍａｐ （ｒｅｄ ｓｔｉｐｐｌｅｄ
ｌｉｎｅ ｉｎ Ｆｉｇ． ２ａ）． 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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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委内瑞拉的岩石圈结构（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ａ）７０°Ｗ剖面的密度结构与拟合情况；（ｂ）６４°Ｗ剖面的密度结构与拟合情况，剖面位置见图２ｂ．

Ｆｉｇ． ３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ａ）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７０°Ｗ；（ｂ）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６４°Ｗ，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ｉｎ Ｆｉｇ． ２ｂ．

计算密度界面形状的方法（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７４）；后者则可以确
定密度结构，是利用重力数据推断地下结构的常用方法．

为了适合于起伏地形、测网不规则、密度非均匀分布等
复杂条件和避开异常源形体选择，研究者们发展了一种“密
度线性反演”方法（王谦身等，２００３）．这种方法使用有限元
法建立模型，如三维点元模型（王新胜等，２０１２）或２． ５维线

元模型（于鹏等，２００７），模型边界与异常体边界无关（Ｌ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构建关于拟合误差的目标函数，使用一定算法求
使目标函数取极小值的密度分布．方剑和许厚泽（１９９９）应
用阻尼最小二乘反演得到了中国及邻区岩石层密度结构；杨
辉（１９９８）应用奇异值分解（ＳＶＤ）算法得到了Ｙ盆地的基底
密度分布；王新胜等（２０１２）应用代数重构技术得到了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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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北大西洋地区等深图（Ｗｅｌ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黑色线框范围是
爱尔兰大西洋型大陆边缘，即为三维重力反演范围

Ｆｉｇ． ４　 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ｅｌ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３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图５　 爱尔兰大西洋型大陆边缘岩石圈密度结构剖面与莫霍面形态的栅状图（Ｗｅｌ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Ｆｉｇ． ５　 Ｆｅｎ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ｓｌ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ｏｈｏ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Ｗｅｌ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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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密度结构；于鹏等（２００７）应用快速模拟退火算法
（ＶＦＳＡ）进行了模型实验并对徐闻地区的盖层结进行了反
演． Ｌｉ等（１９９８）提供了一种针对三维点元模型的反演方法，
可以得到同时满足重力异常拟合误差和限制条件的平滑模
型．这种方法因为可以加入限制条件与深度补偿而得到广泛
的应用，张毅等（２０１２）应用这一方法研究了三峡地区中上
地壳的密度结构．

ＧＲＡＶ３Ｄ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物理反演中心
（ＵＢＣＧＩＦ）开发的三维重力正反演计算系统，反演中使用Ｌｉ
等（１９９８）的方法（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ｅｏｓ． ｕｂｃ． ｃａ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ｕｂｃｇｉｆ ／
ｉａｇ ／ ｓｆｔｗｒｄｏｃｓ ／ ｇｒａｖ３ｄ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ｈｔｍ）．

Ｌｉ等（１９９８）建立如下误差函数为
φｄ ＝ Ｗｄ（ｄ － ｄｏｂｓ）２

２， （３）
其中ｄｏｂｓ ＝（ｇ１，ｇ２…ｇｎ）Ｔ为实测异常向量，ｄ为理论异常向
量，Ｗｄ为对角矩阵｛１ ／ σ１，１ ／ σ２…，１ ／ σｎ｝，σｉ 是第ｉ个观测
数据的标准差．密度分布首先要保证φｄ足够小，但符合这一
条件的密度分布很多，因此还需加入通过根据先验信息建立
的参考模型，使密度分布尽量接近参考模型，并使其在三个
方向平滑变化，因此建立如下目标函数为

φｍ（ρ）＝ ａｓ∫Ｖｗｓ｛ｗ（ｚ）［ρ（ｒ）－ ρ０］｝２ ｄｖ ＋
ａｘ∫Ｖｗｘ ｗ（ｚ） ρ（ｒ）－ ρ

[ ]
０

{ }ｘ

２

ｄｖ ＋

ａｙ∫Ｖｗｙ ｗ（ｚ） ρ（ｒ）－ ρ
[ ]

０

{ }ｙ

２

ｄｖ ＋

ａｚ∫Ｖｗｚ ｗ（ｚ） ρ（ｒ）－ ρ
[ ]

０

{ }ｚ

２

ｄｖ ， （４）
ｗｓ，ｗｘ，ｗｙ和ｗｚ为权重函数，而ａｓ，ａｘ，ａｙ和ａｚ为影响不同分
量在目标函数中相对重要性的系数，ｗ（ｚ）为深度权重函数，
ρ０为参考模型．权重函数可以加强或抑制某一分量的影响，
参考模型可以代表先验信息，这些因素使得反演可以在限制
条件下进行．

上述函数随深度衰减，会导致反演的密度分布集中于浅
部，而深部的密度经常为０，为消除这一影响，Ｌｉ等（１９９８）引
入了深度权重函数为

ｗ（ｚ）＝ １
（ｚ ＋ ｚ０）β ／ ２ ， （５）

其中β一般取２，而ｚ０ 与单元尺度有关．深度权重函数使深
部和浅部的单元获得非０值的机会相同．

使用有限差分逼近，式（４）可以写为
φｍ（ρ）＝ Ｗ～ ρ（ρ － ρ０）２

２， （６）
其中ρ和ρ０为长度ｍ的向量，模型权重矩阵Ｗ～ ρ 包含了式
（４）中的权重函数与系数．

为解决反演问题，需要寻找一个密度模型ρ，使φｍ有最
小值且数据误差在要求范围内，可以通过寻找函数φ（ρ）＝
φｍ ＋ λ

－ １（φｄ － φｄ ）的最小值得到，式中φｄ 是要求的精度范
围，λ是拉格朗日乘子．最小值解通过广义子空间法迭代求
出，避免了大型矩阵运算．如果想获得非负或非正密度模型，
可以将正负性加入子空间算法中．

Ｗｅｌｆｏｒｄ等（２０１０）利用ＧＲＡＶ３Ｄ软件对爱尔兰大西洋
型大陆边缘的岩石圈密度结构进行了研究（图４）．文中使用

ＤＮＳＣ０８重力异常数据，以海洋测量、沉积层厚度和地震资料
作为限制建立层状参考模型，反演得到了区域密度结构．反
演结果显示了与地震资料一致的莫霍面分布（图５）；一些地
区地壳中上地壳部分减薄主要由下地壳组成，这些地区的位
置与蛇纹石化地幔上涌位置有关，因此缺少深源地震；通过
沉积层厚度与均衡地壳理论厚度的对比，发现厚度有差异的
地区可能继承了加里东基底的结构特征．反演结果提供了对
爱尔兰大西洋型大陆边缘的独特理解，是前人地球物理研究
的补充，可以为重建北大西洋裂谷演化史提供进一步的约
束，并指导将来的地球物理研究工作．
３　 结　 论

３． １　 重力异常的分离是利用重力资料构建密度结构的前
提，主要是通过空间域和频率域滤波，不同的研究范围有不
同的重力异常分离要求，在构建壳幔密度结构时，主要用于
消除测量误差和近地表密度不均匀等影响．
３． ２　 正演拟合和反演都包含重力异常的计算，任意形状异
常体建模困难，且重力异常难以计算，通常采用规则形体的
异常来近似，常用的建模方法包括有限元法和边界元法等．
３． ３　 以人机交互重力模拟方法为代表的正演拟合使用边界
元法建立初始模型，通过不断调整初始模型计算重力异常，
最终获得与观测异常拟合较好的模型．正演拟合可以得到精
细的壳幔间断面等复杂结构，拟合过程中有大量的人为参
与，受人为影响较大，为了得到合理的模型，需要很强的先验
信息约束．
３． ４　 以线性反演方法为代表的重力反演使用有限元法建立
初始模型，建立关于拟合误差和初始模型的目标函数，使用
一定的算法获得使目标函数取极小值的密度分布．重力反演
计算速度快，反演过程无人为参与．得到的密度结构具有平
滑的特征，对精细结构反映较差．重力反演的非唯一性较强，
反演结果强烈依赖初始模型．

致　 谢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张忠杰研究员．感谢王谦身研究员的建议和帮助；在论文写
作过程中，与梁晓峰副研究员、赵彬彬博士进行了有益的讨
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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