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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重力勘探中，重力异常分离的目的是消除干扰，有
针对性地突出目标异常．为探讨各种分离方法的理论基础及使
用效果，应用位场分离方法对理论模型产生的重力场进行分离
并做误差分析．试验结果表明：趋势分析法和解析延拓法获得
的区域异常场重力等值线呈长轴为南北向的椭圆状特征，局部
异常在南北向呈“两低夹一高”的特征，与理论模型布格重力
异常图有差别．经剖面线形态比较和误差分析，二阶趋势分析、
向上延拓２２５ ｍ分离出的局部场高值区基本与理论模型相符．
插值切割法和匹配滤波法获得的异常场重力等值线仍呈同心
圆状，与模型重力等值线形态吻合．当切割半径为４ ｍ、切割２
次时，其剖面线整体拟合效果好于解析延拓法，但中心点附近
的曲线拟合效果较差，且切割次数增大时，易产生震荡效应．匹
配滤波法的关键在于合理地选取功率谱曲线的中高、低频段，
通过适宜的滤波器滤波以提取不同波数成分的异常场．为寻找
梅山铁矿接替资源，对该区重力异常进行分离．实践表明：二阶
趋势分析、向上延拓７００ ｍ、切割半径１０ ｍ切割一次、匹配滤波
法的分离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萝卜山—刘家村带、梅山村
南部、黄林库—吴家洼带、主矿区深部及东南部存在幅值较高
的剩余重力异常，揭示了铁矿资源分布的一般特征，为寻找梅
山铁矿接替资源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重力异常；异常场分离；理论模型；梅山铁矿；接替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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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３２（６） 谢磊磊，等：基于位场分离方法寻找梅山铁矿接替资源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０　 引　 言

重力异常是由目标体与围岩在横向上存在密度差异引
起的，包括区域场异常和局部场异常（曾华霖，２００５）．在重力
资料处理过程中，如何从异常场中分离出由目标体引起的局
部异常是长期困扰地球物理学家的难题之一．多年来，人们
陆续提出并应用了一系列位场分离方法，包括趋势分析法
（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９５４；Ｏｌｄｈａｍ ａｎｄ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１９５５）、解析延拓法
（栾文贵，１９８３；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Ｍｏｒ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匹配滤波法
（Ｐａｗｌｏ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０；杨辉等，１９９９）、插值切割法（程
方道等，１９８７；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ｌＡｒａｂｙ，１９９６）、高阶导数法
（Ｃｌａｒｋｅ，１９６９；Ａｇａｒｗ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ｌ，１９７１）及小波分析法（侯遵泽
和杨文采，１９９７；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等．这些方法由于基于不同
的数学原理，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对所有位场异常的分离都
行之有效．因此需要根据目标体的大小、埋深、所处地质环境
等，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位场分离．

坐落于宁芜北段的梅山铁矿区是著名的火山岩铁矿成
矿区，矿床位于次火山岩体及其附近的火山岩围岩中，矿石
类型多样，矿化阶段多期，铁矿物质多源的多种成因的铁矿
床；该区具有矿体集中、形态规整、储量大、品味较高、易于开
采等独特的赋存条件；矿山现已属中度危机矿山（陈小华，
２００３；孙喜华等，２０１４），为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寻找主矿区深
部及外围盲矿体，进一步厘清局部异常与矿体分布之间的对
应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Ｇｒａｎｔ，１９７２；刘东甲和程方道，
１９９７；刘彦等，２０１２；Ｗｏｏｌｒｙ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笔者建立垂向叠
加的长方体理论模型，分别应用趋势分析法、解析延拓法、插
值切割法及匹配滤波法分离区域场和局部场并做误差分析，
探讨各方法的分离效果；对梅山铁矿区重力异常进行分离，
从分离出的局部场中推断该区地下深部及外围盲矿体赋存
的空间形态，为寻找铁矿接替资源提供直接依据和线索．
１　 位场分离的计算方法

１． １　 趋势分析法
趋势分析法的实质是最小二乘意义下的多项式拟合

（Ａｇｏｃｓ，１９５１）．其计算公式为：
ｇｔｒｅ（ｘ，ｙ）＝ ａ０ ＋ ａ１ｘ ＋ ａ２ｙ ＋ ａ３ｘ２ ＋ ａ４ｘｙ ＋ ａ５ｙ２ ＋…＋ ａＮ － １ｙｎ，

（１）
ＳＳＲ ＝ ∑

ｎ

－１
（ｇｔｒｅ － ｇ０）２ ＝ ｍｉｎ ， （２）

式中：ａ０、ａ１、…、ａＮ － １为Ｎ个待定系数，Ｎ ＝（ｎ ＋ １）（ｎ ＋ ２）／
２；ｇｔｒｅ为拟合区域重力异常；ｇ０ 为实测区域重力异常；ＳＳＲ为
最小二乘差值．

显然，当ｎ取值不同时，上述多项式代表着不同阶次的
曲面．在实际资料处理过程中需要通过比较不同阶次趋势分
析的效果再确定ｎ值．由于趋势分析法要一次性地利用全测
区中所有测点的异常数据来组成线性方程组求解待定系数
ａ０、ａ１、…、ａＮ － １，大测区情况下线性方程组可能病态无解，只
能运用最小二乘法求取超定方程组的近似解．这就从理论上
解释了其适用于范围小的测区．
１． ２　 解析延拓法

解析延拓是根据观测平面或剖面上的重力异常值计算

高于（或低于）它的平面或剖面上异常值的过程，其理论基
础是诺依曼无限平面外部问题的解，实质是一种位场的转换
（Ｐｅｔｅｒｓ，１９４９）．在某一点重力值已知的情况下，该点任意高
度的重力值的计算方法为

Δｇ ＝ （０，－ ｈ）≈ １
π∑

ｎ

ｉ ＝ －ｎ
Δｇ（ｉｈ，０）∫ ｉ＋( )１２ ｈ

ｉ－( )１２ ｈ

ｈ
ξ２ ＋ ｈ２

ｄξ

＝ １
π∑

ｎ

ｉ ＝ －ｎ
Δｇ（ｉｈ，０）ａｒｃｔａｎ ４

４ｉ２ ＋ ３
， （３）

式中：Δｇ（ｉｈ，０）为横坐标为ｉｈ点上的重力异常值（以取值的
点距为延拓高度ｈ的单位）；Δｇ（ξ，０）为区间［（ｉ － １ ／ ２）ｈ，（ｉ
＋ １ ／ ２）ｈ］上的值，令Δｇ（ξ，０）＝ Δｇ（ｉｈ，０）．
由式（３）可知，延拓后的重力场值与测区面积、测区内

重力值个数ｎ、延拓高度ｈ有关．延拓后计算得到的异常值
的幅值、宽度均发生改变．因此当两个场源体埋深相差较大
时，通过延拓一定高度，其各自异常的幅值、宽度的改变速度
不同，即上延有利于突出深部异常，下延相对突出浅部异常
（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Ｒａｍａｎｉ，１９８０；郝天珧等，２００２）．
１． ３　 插值切割法

插值切割法以当前计算点场值与四点圆周平均值的插
值运算为切割算子，经一次或多次切割得到切割区域场，再
从原始异常中减去切割区域场，从而得到切割局部场（文百
红和程方道，１９９０）．因此，异常体信号的量纲或位置经插值
切割处理后未发生改变．其计算公式为：
Ｇ（ｘ，ｙ）＝ Ｒ（ｘ，ｙ）＋ Ｌ（ｘ，ｙ）， （４）
Ｒ１（ｘ，ｙ）＝ ＡＧ（ｘ，ｙ）；Ｌ１（ｘ，ｙ）＝ Ｇ（ｘ，ｙ）－ Ｒ１（ｘ，ｙ）， （５）
Ｒ２（ｘ，ｙ）＝ ＡＲ１（ｘ，ｙ）；Ｌ２（ｘ，ｙ）＝ Ｒ１（ｘ，ｙ）－ Ｒ２（ｘ，ｙ）， （６）
ｌｉｍ
ｎ→∞

Ｒｎ － １（ｘ，ｙ）－ Ｒｎ（ｘ，ｙ） ＝ ０ ， （７）
Ｒ（ｘ，ｙ）＝ Ｒｎ（ｘ，ｙ）；Ｌ（ｘ，ｙ）＝ Ｇ（ｘ，ｙ）－ Ｒ（ｘ，ｙ）， （８）
式中：Ｇ（ｘ，ｙ）为重力异常，（ｘ，ｙ）Ｄ；Ｒ（ｘ，ｙ）为区域场；
Ｌ（ｘ，ｙ）为局部场，（ｘ，ｙ）Ｄ１，Ｄ１Ｄ；Ａ为切割算子，Ａ取决
于切割半径；Ｒ１（ｘ，ｙ）、Ｌ１（ｘ，ｙ）为第一次切割区域场、局部
场；Ｒ２（ｘ，ｙ）、Ｌ２（ｘ，ｙ）为第二次切割区域场、局部场．

插值切割法的关键在于确定切割半径和切割次数．在实
际资料处理过程中，通过设定一系列不同切割半径和切割次
数进行位场分离，并与地质和钻井资料相对比，选择与已有
资料相吻合的那一组参数作为最佳的切割半径和切割次数
（段本春等，１９９８）．
１． ４　 匹配滤波法

从频谱分析来看，区域场以低频成分为主，局部场以高
频成分为主．因此，在应用匹配滤波法时应首先分析实测异
常功率谱曲线，之后取功率谱变化曲线的切线，建造适宜的
低通、带通滤波器，对异常波谱进行滤波，以提取不同波数成
分的异常场（Ｓｐ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１９７０）．其计算方法为：

（Ｖｚｚ）１ ＝ Ｂｅ － Ｈω（１ － ｅ － ｌ１ω）＝ Ｂｅ － Ｈω，ｌ１→∞ ， （９）
（Ｖｚｚ）２ ＝ ｂｅ － ｈω（１ － ｅ － ｌ２ω）， （１０）

式中，（Ｖｚｚ）１、（Ｖｚｚ）２为深部、浅部模型重力异常一阶垂直导
数的波谱；Ｂ ＝ ２πＧρ１，ｂ ＝ ２πＧρ２，ρ１、ρ２ 分别为深部、浅部模
型的剩余密度，Ｈ、ｈ分别为深部、浅部模型的顶面深度；ｌ１、ｌ２
分别为深部、浅部模型的厚度．

当波数较大时，１ － ｅ － ｌ２→１，则两模型重力异常一阶垂向
导数波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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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理论模型
（ａ）模型三维立体图；（ｂ）模型布格重力异常．

Ｆｉｇ． １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ａ）３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ｂ）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ｍａｐ ｏｆ ｍｏｄｅｌ．

图５　 匹配滤波功率谱及匹配滤波效果
（ａ）功率谱曲线；（ｂ）区域异常；（ｃ）局部异常；（ｄ）剖面曲线对比．
Ｆｉｇ． ５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ｄ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ａ）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ｃ）Ｌｏｃ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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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趋势分析及误差分析成果
（ａ）二阶趋势后的区域场；（ｂ）二阶趋势后的局部场；（ｃ）区域场剖面曲线；（ｄ）局部场剖面曲线；（ｅ）相对误差；（ｆ）标准差．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２ ｏｒｄｅｒ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２ ｏｒｄｅｒ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Ｖｚｚ ＝（Ｖｚｚ）１ ＋（Ｖｚｚ）２ ＝ Ｂｅ － Ｈω ＋ ｂｅ － ｈω， （１１）
（Ｖｚｚ）１ ＝ ＶｚｚＷ１；（Ｖｚｚ）２ ＝ ＶｚｚＷ２， （１２）
Δｇ１ ＝ ΔｇＷ１；Δ ｇ１ ＝ ΔｇＷ２， （１３）

其中Ｗ１、Ｗ２为匹配滤波因子，Ｗ１ ＝ １ ＋ ｂＢ ｅ
（Ｈ － ｈ）[ ]ω － １

，Ｗ２ ＝

１ ＋ Ｂｂ ｅ
（ｈ － Ｈ）[ ]ω －１

，Ｖｚｚ ＝ ωΔｇ，（Ｖｚｚ）１ ＝ ωΔ ｇ１，（Ｖｚｚ）２ ＝ ωΔ ｇ２，

Δｇ、Δｇ１、Δｇ２—实际重力异常、区域场、局部场的波谱．
分离区域场的匹配滤波是一种低通滤波器，而提取局部

场则需要一种高通滤波器，当输入滤波器的信号具有某一特
殊波形时，其输出达到最大．因此在分析功率谱时，准确划分
功率谱的低频段和中高频段尤为重要（刘彦等，２０１２；
Ｗｏｏｌｒｙ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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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解析延拓效果
（ａ）上延２２５ ｍ后的区域场；（ｂ）上延２２５ ｍ后的局部场；（ｃ）区域场剖面曲线；（ｄ）局部场剖面曲线；（ｅ）相对误差；（ｆ）标准差．

Ｆｉｇ． 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２２５ ｍ ｕｐｗａｒ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２２５ ｍ ｕｐｗａｒ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２　 模型实验数据分析

为探讨上述四种方法的分离效果，建立了包含两个大小
不同且垂向叠加的长方体模型（图１ａ）．其中：Ｒ１为理论局
部场，长２００ ｍ、宽２００ ｍ、高１６０ ｍ，中心坐标（１５００ ｍ，１５００ ｍ，
１００ ｍ），剩余密度１． ０ ｇ ／ ｃｍ３，重力值区间为０． ０ ～ ２５． ８ ｇ ｕ．；

Ｒ２为理论区域场，长１０００ ｍ、宽１０００ ｍ、高５００ ｍ，中心坐标
（１５００ ｍ，１５００ ｍ，８００ ｍ），剩余密度１． ０ ｇ ／ ｃｍ３，重力值区间
为２． ０ ～ ３９． ９ ｇ ｕ． ．模型所处区域的观测网为３１００ ｍ ×３１００ ｍ，
网格点距、线距均为３１ ｍ．叠加重力场等值线呈同心圆状，
异常值范围为２． ０ ～ ６５． ７ ｇ． ｕ．（图１ｂ）．

对理论异常场进行１ ～ ５阶次趋势分析（图２）．二阶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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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插值切割成果（ｒ为切割半径，ｎ为切割次数，下同）
（ａ）切割半径４、切割２次后的区域场；（ｂ）切割半径４、切割２次后的局部场；
（ｃ）区域场剖面曲线；（ｄ）局部场剖面曲线；（ｅ）相对误差；（ｆ）标准差．

Ｆｉｇ． ４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ｎｇ ｃｕｔ ｍａｐ
（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４ ｍ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ｒａｄｉｕｓ ａｎｄ ２ｔｉｍｅ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４ ｍ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ｒａｄｉｕｓ ａｎｄ ２ｔｉｍｅ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势区域场重力等值线呈长轴为南北向的椭圆状，局部场则呈
两低夹一高的特点（图２ａ和２ｂ）；二阶与三阶（四阶与五阶）
曲线形态相同（图２ｃ和２ｄ）；标准差随着阶次的增大而逐渐
减小；二阶与三阶（四阶与五阶）的标准差基本相同，但均小
于四阶（五阶）趋势（图２ｆ）；局部场Ｒ１高值分布在１２００ ～

１８００ ｍ之间（图２ｄ），二阶、三阶趋势在此区间内相对误差基
本为０（图２ｅ），根据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等（１９９１）采用连续两个阶
次的趋势分析获得的剩余异常做相关，取相关性最好的两个
阶次中的低阶作为最佳阶次，本次试验得到二阶趋势分析效
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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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梅山铁矿原始布格重力异常
Ｆｉｇ． ６　 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ｉｓｈａｎ ｉｒ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图７　 梅山铁矿重力异常趋势分析效果
（ａ）二阶趋势后区域场；（ｂ）二阶趋势后局部场；（ｃ）区域场剖面比较；（ｂ）局部场剖面比较．

Ｆｉｇ． ７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ｅｉｓｈａｎ ｉｒｏｎ
（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ｂ）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ｄ）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图３给出了上延１００ ｍ、２００ ｍ、２２５ ｍ、２５０ ｍ及３７５ ｍ的
成果图．其分离结果与趋势分析法相似（图３ａ和３ｂ）．剖面
线拟合效果较趋势分析法好，且随着延拓高度的增加，区域
场曲线变的平缓，极值减小，局部场曲线形态变化不大（图
３ｃ和３ｄ）；相对误差曲线呈现边界附近高值、中心点附近低
值的特征，在８００ ～ ２２００ ｍ范围内相对误差小于５％（图

３ｅ）；标准差整体呈“Ｖ”型，在上延２００ ｍ时极值小于１． ５ ｇ ｕ．
（图３ｆ），因此选取最佳上延高度为２２５ ｍ．

选取切割半径ｒ ＝ ３ ｍ、４ ｍ、５ ｍ，切割次数ｎ ＝ １次、２
次，切割成果见图４．不同于趋势分析和解析延拓，插值切割
获得的区域场和局部场重力等值线图与理论模型基本吻合
（图４ａ和４ｂ）；当切割次数不变、切割半径增大（或切割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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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梅山铁矿重力异常解析延拓效果
（ａ）区域场；（ｂ）局部场；（ｃ）区域场剖面曲线；（ｄ）局部场剖面曲线．

Ｆｉｇ． ８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ｅｉｓｈａｎ ｉｒｏｎ
（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ｂ）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ｃ）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ｄ）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图９　 梅山铁矿切割半径为１０ ｍ、切割１次的插值切割法分离效果
（ａ）区域场；（ｂ）局部场．

Ｆｉｇ． ９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ｃｕｔ ｍａｐ ｏｆ １０ ｍ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ｒａｄｉｕｓ ａｎｄ １ｔｉｍｅ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ｂ）Ｌｏ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不变、切割次数增加）时，区域场重力极大值减小，局部场重
力极大值增大（图４ｃ和４ｄ）．相对误差曲线近似“Ｗ”型，模
型中心点附近的相对误差值随切割次数增多而减小，但出现
明显的震荡（图４ｅ）．标准差曲线呈‘Ｕ’型，当切割半径为
４ ｍ时，标准差最小，其值为０． ７２５ ｇ． ｕ．左右，具有非常小的

离散性（图４ｆ）．整体而言，插值切割最大相对误差小于
１４％，标准差不超过１． ０２５ ｇ． ｕ．，无论是最大相对误差还是
标准差都小于趋势分析法和解析延拓法．

通过分析异常功率谱曲线，选取合适的低频、高频率波
段（图５ａ中切线），建造适宜的滤波器对实测波谱进行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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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功率谱曲线及匹配滤波效果
（ａ）功率谱曲线；（ｂ）背景场；（ｃ）局部异常场．

Ｆｉｇ． １０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ｄ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ａ）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ｃ）Ｌｏｃ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滤波后区域场和局部场重力等值线呈同心圆状分布，与所设
模型吻合，但由于局部异常体埋深浅，使得功率谱曲线高低
频段不明显，导致分离结果与理论场偏差较大．
３　 梅山铁矿重力场分离

梅山铁矿床位于宁芜中生代陆相火山岩断陷盆地北段，
梅山—凤凰山构造岩浆成矿带与滨江构造岩浆带的交叉部
位；区内出露侏罗—白垩系陆相火山岩系、白垩系红层及新
近纪及其以来沉积地层；侵入岩主要有辉长闪长玢岩—次火
山岩体、石英角闪石安山玢岩、辉绿岩；与铁矿有关的梅山短
轴背斜主要分布在陈家凹—大凹山一带，为辉石安山岩组
成；区内断裂以３０２° ～ ３３６°方向的张性断裂和２６° ～ ４８°方向
压性断裂为主，断裂交叉部位控制成矿，北西西向压扭性断
裂为控岩构造．

重力数据取自１９８３年江苏省地质局物探队提交的《江
苏省宁芜地区（北段）铁矿重磁普查工作成果报告》中的重
磁数据．运用ｇｅｏｓｏｆｔ软件绘制了梅山铁矿布格重力异常平面
图（图６），重力异常高值区和重力异常低值区界限明显，测
区内重力值变化范围为４． ４ ～ １５． １ ｍＧａｌ，整体呈西北部低
值、东南部高值分布．重力异常低值区等值线较平缓，异常值
不大于５． ８ ｍＧａｌ，在数值上明显低于其他各处，根据已有区
域资料，西北部分布着数百米厚的低密度值的火山碎屑岩浦
口组砂岩、砂砾岩，密度在２． ４ ｇ ／ ｃｍ３ 左右；布格重力异常低
值区与高值区之间存在一条分界带，延伸范围较大，异常值
为５． ８ ～ ７． ７ ｍＧａｌ，根据区域地质资料，此处为滨江断裂带，

走向北北东；东南区的重力异常变化较大，重力高值带从数
据处理区的最南边开始，经大凹山、胡家山，向西北一直延伸
到大茅曹（梅山铁矿主矿区所在位置）．在高重力带旁侧，伴
随着三个规模较大的二级重力扭曲异常，分别为喻村至梅山
村西南方向重力异常带、大茅曹经萝卜山至刘家村方向重力
异常带以及从陈家洼经黄林库至吴家洼北北东方向的重力
异常带．结合区域综合地质图分析，本区的区域重力高异常
基本反映了区内的辉石闪长玢岩岩体分布情况与赋存状态，
区域重力异常最高处通常对应岩体的出露部位或埋深较浅
部位，外凸处对应岩体顶面埋深较大的部位，区域异常不明
显的地方通常对应岩体消失部位及深部倾伏部位．

对原始重力异常开展１ ～ ４阶次的趋势分析，其成果见
图７．二阶、三阶趋势相关性最好，且异常高点更集中一些
（图７ｃ和７ｄ）．图７ａ和７ｂ分别为二阶趋势分析后得到的背
景场和局部异常场．二阶趋势拟合的趋势面平缓光滑，反映
了地下深部大的区域构造（图７ａ）．局部异常场的重力高值
集中在５个区域（图中黑色虚线框，下文同），其中Ｂ区为梅
山铁矿主矿区，重力异常极值为４． １ ｍＧａｌ，矿体顶板标高由
－３４ ～ － ３２７ ｍ，底板标高由－ １６９． ４ ～ － ５２４ ｍ；前述趋势分
析法不适宜用于大测区，在局部场边界处趋势效果差，并根
据钻井资料知，Ｆ区为假异常区；萝卜山—刘家村带（Ａ
区）、梅山村南部（Ｄ区）、黄林库—吴家洼带（Ｃ区）、主矿
区（Ｂ区）深部及东南部（Ｅ区）存在剩余重力异常，极值在
１． ０ ７ ｍＧａｌ左右，为梅山铁矿外围找矿前景区（图７ｂ）．

接着开展了解析延拓工作，将原始重力异常分别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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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 ｍ、５００ ｍ、６００ ｍ、７００ ｍ、８００ ｍ、１０００ ｍ．布格重力异常上
延至６００ ｍ时，梅山铁矿主异常圈闭等值线与泰山异常等值
线一致，上延至７００ ｍ时，梅山铁矿主异常圈闭消失，高重力
异常趋势反映了密度较高的辉石闪长玢岩从泰山至梅山埋
深由浅入深的变化趋势，因此，选择了上延７００ ｍ的布格重
力异常作为本区的区域重力异常，将原始布格重力异常数据
与其差值作为本区的剩余重力异常（图８）．由于矿体的规
模、埋深、走向和延深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利用上延高度过
大和过小的结果求取的剩余异常将分别给小矿体和大矿体
的推断制造困难．相比于二阶趋势分析，上延７００ ｍ后的区
域场形态更圆滑，局部场没有出现明显的假异常．与趋势分
析相同，萝卜山—刘家村带（Ａ区）、梅山村南部（Ｄ区）、黄
林库—吴家洼带（Ｃ区）、主矿区（Ｂ区）深部及东南部（Ｅ
区）存在剩余重力异常．

为进一步对比异常分离的效果，采用插值切割法对原始
重力异常进行位场分离．通过设置一系列切割半径、连续切
割，并以趋势分析、解析延拓后的局部场为参考，当切割半径
为１０ ｍ、切割１次时，切割效果较好，符合现有地质情况（图
９）．由于少量地质信息残留在区域异常场中，导致区域场重
力等值线严重扭曲，但局部场重力异常刻画的较好，主矿区
和远景成矿区的刻画与趋势分析、解析延拓的局部异常较为
一致．同时，低重力值的滨江断裂带在局部异常图中能清晰
的反映出来．

图１０ａ为实测功率谱曲线，曲线的高频、低频段明显，根
据区域场功率谱以低频为主、局部场以高频为主的原则，通
过选取合适的滤波段（图中切线所示），建立适宜的低通、带
通滤波器来提取不同波数的异常场，图１０ｂ和１０ｃ分别为匹
配滤波后的区域场和局部场．区域场平缓光滑，局部场重力
异常区域比趋势分析、解析延拓及插值切割获得的异常区域
更集中，说明萝卜山—刘家村带（Ａ区）、梅山村南部（Ｃ
区）、主矿区深部（Ｂ区）及东南部（Ｄ区）均处于同一闪长玢
岩的隆起带上，这与已有的物性资料相符．可能是矿体埋藏
浅的缘故，局部异常图中的黄林库—吴家洼带无重力异常．

根据已有物性资料，与重力异常分离结果进行比照．磁
铁矿密度平均值大于４． ４４ ｇ ／ ｃｍ３，一般均在３． ０ ｇ ／ ｃｍ３以上，
它们与区内地层密度差在０． ５区１０３ ｇ ／ ｃｍ３ 以上，有的超过
１． ０ × １０３ ｇ ／ ｃｍ３；与区内次火山岩体间的密度差在０． ３５ ×
１０３ ｇ ／ ｃｍ３ ．闪长岩类（含磁铁矿化）在区内仅次于铁矿石，其
密度平均值一般在２． ７０ ～ ２． ８０ ｇ ／ ｃｍ３，与火山岩的密度差为
０ １ ～ ０． ４ ｇ ／ ｃｍ３ ．第四系及第三系雨花台组地层密度一般在
２． ０ ｇ ／ ｃｍ３左右，由于厚度不大，分布范围有限，不足引起重力
异常．侏罗系—白垩系地层密度一般在２． ４７ ～ ２． ５８ ｇ ／ ｃｍ３ ．说
明铁矿体与围岩存在明显的密度差异，通过位场分离得到的
局部异常应该是由矿体引起的异常．已有资料显示梅山铁矿
主矿区及刘家村附近钻孔见矿．而梅山村南部、黄林库—吴
家洼处，由于没有钻孔资料，所以只能推断其为潜在的找矿
远景区．
４　 结　 论

４ １　 本文从趋势分析法、解析延拓法、插值切割法及匹配滤
波法的数学原理出发，通过模型位场分离试验发现：理论局

部场重力高值主要分布在１２００ ～ １８００ ｍ区间内，二阶趋势
后的局部场与理论局部场剖面线重合，远离此区间时异常场
等值线形态与理论场等值线形态差异较大，说明趋势分析法
适用于小测区；解析延拓法与趋势分析法同属于位场转换，
异常分离结果相似，位场向上延拓２２５ ｍ时，整体拟合度好
于趋势分析法，但延拓高度与目标体埋深并不一一对应；插
值切割法能基本保持重力等值线形态不变，即异常体信号的
量纲或位置未发生改变，当切割次数较大时，易产生震荡效
应；匹配滤波重力等值线呈同心圆状分布，与理论模型吻合，
但分离效果较差，可能与目标体大小、形状、埋深有关．
４ ２　 分别运用趋势分析法、解析延拓法、插值切割法及匹配
滤波法对梅山铁矿重力资料进行位场分离．实践表明：二阶
趋势分析、向上延拓７００ ｍ、插值切割选取切割半径为１０ ｍ
切割一次、匹配滤波法的分离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与
钻孔资料吻合．萝卜山—刘家村带、梅山村南部、黄林库—吴
家洼带、主矿区深部及东南部存在幅值较高的剩余重力异
常，揭示了铁矿资源分布的一般特征．
４ ３　 通过理论模型试验和梅山铁矿重力异常分离实践，进
一步说明了各种位场分离方法都具有一定的优缺点．在实际
资料处理过程中，对研究区的物性资料及各种分离方法的侧
重点和局限性的了解至关重要，有利于选取合适的分离方法
并准确的分离出目标体引起的局部．

致　 谢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编辑部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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