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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卷积自编码器重建含噪重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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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卷积自编码器融合了适于处理相同维度数据映射的自编码器神经网络，以及近年来在图像处理领域

取得广泛应用的卷积神经网络。基于深度学习处理重力观测数据图像,利用卷积自编码器从含噪声的重力图

像中重建重力观测图像。首先，随机建模生成大量不同参数的重力异常体，正演其重力异常,将加入噪声的重

力异常和原始重力异常分别作为卷积自编码器的输入和输出进行训练；然后，模拟数据测试表明训练得到的

神经网络重建效果良好；最后，用 Kauring实验场实测重力数据测试该神经网络的泛化性能，并与快速傅里叶

变换 (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滤波、db小波 (Daubechies wavelet)滤波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训练好

的卷积自编码器重建实测重力数据的平均误差小于 FFT滤波方法及 db小波滤波，且能避免重力异常特征过

度滤波而消失，受噪声干扰小于 db小波滤波，综合效果理想。

关键词：深度学习；卷积自编码器；重力滤波；快速傅里叶变换滤波；小波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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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测量数据中的噪声是制约重力解释和

应用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噪声数据中恢复重力观

测值是重力数据处理的重要步骤。针对该问题，

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滤波方法，如快速傅里叶变

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低通滤波器是经

典有效的滤波方法［1］，主要针对高频噪声进行滤

除，但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有用的信息；卡尔曼

（Kalman）滤波方法是处理航空重力的一维重力

及重力梯度数据的有效方法［2］；克里金插值滤波、

广义插值滤波和定向滤波用于处理二维的重力

观测数据，更能体现重力异常的固有特征［3-4］；文

献［5］基于数据本身进行去噪，结合重力和重力

梯度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滤波；文献［6］利用重力

向上延拓进行去噪；利用小波时频分析技术处理

重力数据，相比传统数字滤波更易于构造和调

整［7- 8］；基于改进凸集投影原理可同时进行重力数

据插值与去噪［9］；基于信号处理的重力重建算法，

立足于噪声特性，在一定条件下都有良好的效

果，但往往伴随算法本身的局限性。

人工神经网络作为机器学习的主要技术之

一，具有强大的数据表达和映射能力。其中，自

编码器神经网络结构的输入和输出是维度完全

相同的数据。目前，在地震学领域也提出了一些

运用自编码器解决问题的方法［10-12］。如文献［13］
用叠加自编码器去除一维的地震和测井数据噪

声，说明该方法适用于处理地球物理数据。

本文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利用神经网络处理重

力数据，立足于重力场本身的物理特性，将噪声特性

看作无效数据。以融合了自编码器和卷积神经网

络的卷积自编码器（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
CAE）为神经网络结构，通过学习大量模拟的噪

声数据，训练出可从含噪重力图像数据中重建重

力图像的神经网络，并利用模拟及实测数据测试

了网络的重建性能。

1 方法原理

1.1 卷积自编码器神经网络

文献［14］提出了自编码器的雏形，是一种特

殊结构的神经网络，其输入和输出的张量形状完

全相同，可对机器学习数据进行降维和特征提

取［15-16］。文献［17-19］发现自编码器对数据进行

降噪的效果良好。随着卷积神经网络在图像处

理中取得了优异效果，引入卷积层的卷积自编码

器 在 图 像 去 噪 和 压 缩 编 码 任 务 中 也 效 果 良

好［20-21］。因此，本文选取卷积自编码器处理重力

图像数据，即卷积神经网络结构能在低级几何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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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高级抽象尺度上提取图像特征，自编码器

结构可将特征重组成和输入一样维度的输出。

图 1是卷积自编码器的基本结构示意，在图

像输入“2”和输出“2”之间有编码网络 ε和解码网

络 D。在普通自编码器中，编码网络和解码网络

都由全连接的隐层构成。而卷积自编码器中，隐

层由卷积层及反卷积层替代。⊕和
~
⊕分别表示

卷积和反卷积操作，两者代替了普通隐层。利用

n个二维卷积核对较大尺寸的图像进行卷积，得

到 n个较小尺寸的特征图像。卷积操作是指卷积

核在输入图像上滑动，与在卷积核范围内位置对

应的像素相乘并求和，得到位于卷积核中心位置

的输出图像像素值。反卷积层中则对 n个较小的

特征图像卷积并叠加成一个较大尺寸的输出图

像。反卷积操作与卷积操作的差别在于反卷积

在计算前会对较小的特征图进行 0值填充使之扩

大，接续计算与卷积相同，反卷积后小特征图会

变大。

1.2 用卷积自编码器重建重力数据图像

利用卷积自编码器处理数字图像时，神经网

络的输入是 24位彩色位图或 8位灰度位图。在

重力观测中，一般测网中的测点分布均匀，而在

数据处理中，往往还要对测网数据进行格网插

值，使之成为均匀的点阵数据。这些原始测点或

格网插值的点相当于重力图像中的像素。因此，

二维的重力数据可以作为卷积自编码器的输入，

只需要将重力观测值映射到位图像素值空间中

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再映射回重力值空间。

在实际神经网络训练中，通过吞吐大量样本

数据实现神经网络学习，这些重力样本数据是具

有明确物理单位的物理量，而数字图像中的像素

值仅具有视觉观察上的意义，没有实际物理单

位。因此，在训练一个特定的卷积自编码器时，

无论是训练数据、测试数据，还是实际任务将要

处理的数据，都必须在神经网络中具有同一单位

尺度。因此，对于同一个神经网络，存在重力值

上、下边界，分别对应 8位灰度图像素的整型值边

界 0、255。设训练样本、测试样本及处理数据中

的重力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 gmin、gmax，则在输入

网络前重力数据都进行如下映射：

g '= 255
g- gmin
gmax - gmin

（1）

式中，g '、g分别为输入神经网络的重力像素值、实

际重力值。重建的结果也根据式（1）映射回重力

观测值。

首先确立三维坐标系，在地下坐标范围内随

机生成大量的重力正六面体模型，这些六面体模

型具有不同的长、宽、高、中心位置及密度，利用

这些正六面体正演得到重力训练输出样本。正

六面体单元可由位于对角顶点的两个角点坐标

(X 1，Y 1，Z 1)、(X 2，Y 2，Z 2)确定，设测网中的一个

测 点 坐 标 为 ( x '，y '，z ')，正 六 面 体 重 力 正 演 公

式为：

G=-Kρ (G 1 + G 2 + G 3) （2）
式中，K为万有引力常数；ρ为六面体密度；

G 1 =∑
i= 1

2

∑
j= 1

2

∑
k= 1

2

sijk xi ln ( )yj+ x2i + y 2j + z2k （3）

G 2 =∑
i= 1

2

∑
j= 1

2

∑
k= 1

2

sijk yi ln ( )xj+ x2i + y 2j + z2k （4）

G 3 =-∑
i= 1

2

∑
j= 1

2

∑
k= 1

2

sijk zkarctan
xi yj

zk+ x2i + y 2j + z2k
（5）

xi= Xi- x ',yj= Yj- y ',zk= Zk- z ' （6）
sijk=(-1 )i+ j+ k （7）

显然，并非所有形式的像素分布都能代表自然重

力异常分布，只有通过重力公式得到的重力数据

才接近自然重力。在生成重力六面体模型中需

注意以下要点：

1）卷积神经网络结构具有平移不变性的特

征，即同一物体出现在图像内任意位置，对于卷

积神经网络相当于相同的输入。因此，在加入了

卷积层的自编码神经网络结构中，输入对象在输

出后会出现在图像的同一位置。在学习阶段，生

成的重力异常不必出现在图像的不同位置，固定

在一处即可。本文将所有正六面体的水平位置

都固定在测网中心位置。

2）正六面体是地下重力场源体的近似，但由

于重力场的固有叠加特性，不同形态的场源体产

生的重力异常几何特征差异远不如其场源体本

身的几何特征差异大。另外，较复杂的场源体可

近似看作不同大小的正六面体拼接而成，在卷

积神经网络结构中，这种拼接将被泛化，即卷积

神经网络结构对于复杂形态的重力异常将自动

提取其局部异常并在输出中重建。因此，本文

图 1 卷积自编码器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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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不同长宽高的六面体代表自然场源体，能

最大程度地训练出可学习到接近自然重力的神

经网络。

3）为提高六面体模型的代表性，本文将六

面体空间参数及密度参数的精度限制在一定程

度。设置空间参数精度为 1 m，密度参数精度为

0.1 g/cm。

在由正六面体正演生成的重力输出样本中

随机加入噪声形成含噪声重力，作为输入样本加

入重建重力的训练样本集。

将样本集输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在训练过

程中，利用卷积自编码器的实际输出与输出样本

的欧氏距离构建损失函数 E：

E=( d͂- d )T ( d͂- d ) （8）
式中，d͂为训练过程中网络的输出；d为相应的原

始重力。为了最小化损失函数，利用 RMSProp
（root mean square propagation）优化算法［22］进行

迭代优化训练，直至损失函数收敛，得到训练好

的模型，将其用于重建含噪重力数据，可参考文

献［22］。

综上所述，训练用于重建含噪重力数据的卷

积自编码器，流程如图 2所示。

2 神经网络训练及测试

2.1 卷积自编码器建立与训练

重力二维测网中的每个测点相当于重力数

据图中的每个像素。综合考虑神经网络的训练

速度、网络结构的深度以及学习重力数据的精

度，参考用于图像重建的卷积自编码器神经网

络，本文设计了卷积自编码器重建含噪重力数

据，结构如图 3所示。

将 物 理 空 间 坐 标 x、y、z 的 范 围 都 设 置 为

（0，1 000）m。二维重力测网由 26×26个均匀分

布的测点构成，点距为 40 m。这些测点构成卷积

自编码器的输入和输出像素，重力观测值只有大

小这一属性，相当于灰度图，故网络的输入和输

出都是 1×26×26的张量。在输入端，输入张量

首先进入卷积解码网络，解码网络有两层卷积

层，使用的卷积核尺寸都为 3×3像素，步长都为

2×2像素。第一层卷积层设置 32个相互独立的

卷积核，每个卷积核通过卷积操作形成一个输入

的特征图，用于提取重力图像的局部特征，共得

到 32个 13×13的特征图，即 32×13×13的张量。

这些特征图继续进入第二个卷积层，该卷积层有

64个独立的卷积核，通过卷积形成 64×7×7的特

征图集合张量，进一步提取重力数据的高级抽象

特征。然后进入反卷积解码网络，设置两个反卷

积层，通过两次反卷积操作，64×7×7的张量被

还原为 1×26×26的张量，得到输出的重力数

据图。

本文在三维物理空间随机生成了 1 000个不

同的正六面体，由式（2）~（7）正演其原始重力，对

原始重力随机添加平均幅度为重力均值 10%的

高斯噪声生成含噪重力。图 4（a）、4（b）分别为部

分训练集原始重力、含噪重力数据。将这 1 000
对含噪重力数据和原始重力数据输入网络进行

训练，直至损失函数收敛，测试网络性能。

2.2 模型测试

利用两个基本模型的正演重力数据测试本

文卷积自编码器的性能，这两个模型分别为单场

源体正六面体的双体模型以及两个不同大小、深

度场源体的组合模型。

图 5（a）、5（b）、5（c）分别为双体模型的叠加原

始重力图、含噪重力图、重建重力图，噪声水平为

10%。可以看出，所训练的卷积自编码器重建效

图 3 用于重建含噪重力的卷积自编码器结构

Fig.3 Neural Network Structure of CAE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Noisy Gravity Data

图 2 卷积自编码网络训练流程图

Fig.2 Flowchart of CA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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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良好，噪声被有效去除，并且完整恢复了重力的

边缘过渡特征。尽管训练卷积自编码器时，所有

样本都是位于图像中心的单场源重力，训练好的

卷积自编码器能够学习重力场的固有特征，自行

学习多场源重力分布及其局部特征，对其进行含

噪重建，重建效果良好。上述结论不仅适用于本

文所提方法，也为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重力异常

数据各种处理提供基本理论支持。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卷积自编码器的有效性，

设置了复杂的组合异常进行测试。图 5（d）、

5（e）、5（f）分别为组合模型的叠加原始重力图、含

噪重力图、重建重力图，包含 5个不同的重力异常

区，噪声水平加大到 20%，超出训练集的噪声水

平。由图 5（f）可知，卷积神经网络恢复出了主要

异常的位置和幅值，但在各重力异常之间的过渡

区存在少量失真，总体效果理想。

此外，依照深度学习中神经网络的测试标

准，本文设置了测试集测试本文卷积自编码器。

测试集每个样本中的重力场源体为 4~10个不

等，空间位置及密度随机变化。在测试集样本中

随机加入 10%~30%的高斯噪声，得到含噪声的

重力数据。共产生了 500个测试样本，图 6为部

分测试样本示意图。

统计测试集重建输出结果的相对误差，计算

如下：

ε= 1
N∑i= 1

N d̂ i- di
di

（9）

式中，d̂ i、di分别为各个测点的重建重力值、原始

重力值；N为重力图像中的像素总数，在本文网络

结构中为 26× 26= 676。
图 7为测试集重建结果的相对误差频率直方

图，可以看出，重建结果中相对误差集中分布在 0
附近，最大不超过 5%。在训练集中，噪声水平仅

为 10%。在测试集中，噪声水平为 10%~30%，

而重建结果相对误差在 5%以下，重建性能良好。

卷积自编码器具有泛化性能，可通过卷积自编码

结构学习重力场本身的特征，而摒除了非重力场

信号的特征。

在训练和测试中，训练样本与测试样本必须

共用同样的物理坐标范围与网格分辨率。利用

卷积自编码器处理不同物理范围和分辨率的重

力数据分为以下 3种情况：（1）如果物理范围不变

而分辨率发生变化，在输入网络前对数据进行重

采样以符合网络的分辨率；（2）如果测试样本的

物理范围小于训练集的物理范围，也可以直接适

用，令没有数据的位置为 0，并按照第一种情况进

行重采样；（3）如果测试样本的物理范围大于测

图 4 训练集样本(部分)示意图

Fig.4 Training Set(Part)

图 5 原始重力图、含噪重力图及重建重力图

Fig.5 Original Gravity, Noisy Gravity and Reconstructed Gravity with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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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集的物理范围，必须重新生成相应的训练集，

重新训练相应的网络。但在实际应用中，只需用

物理范围足够大的样本训练网络，即可适用于所

有小于该范围的数据。

2.3 实测数据测试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卷积自编码器的泛化

性能，采用澳大利亚 Kauring重力试验场的实测

重力数据进行测试。图 8为 Kauring试验场的位

置，所获航空重力数据的点距为 7.5 m，线距约

20 m，测网离地高度约 70 m，海拔高度约 200~
300 m。重力数据精确到 0.01 mGal，测区范围

约为东西 10 km、南北 8 km。选取测区内主要重

力异常，并将原始重力数据重采样为适合卷积

自编码器神经网络输入的格式进行重建，实测

数据测点与神经网络输入数据点分布如图 9所
示。在重采样中，对于输入神经网络的每个点，

取原始数据测点中与之水平距离最短点的重力

值作为其重力值。

由于数据噪声水平较低，本文对原始数据额

外加入了幅度为重力平均值 10%的高斯噪声，并

与航空重力 db小波滤波方法［23］及传统频域 FFT
低通滤波方法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图 10所示。

图 6 测试集样本(部分)示意图

Fig.6 Testing Set(Part)

图 8 Kauring试验场位置

Fig.8 Location of Kauring Testing Ground

图 9 实测数据测点与神经网络输入数据点

Fig.9 Measuring Data Points and Input Data of
Neural Network

图 7 测试集重建结果相对误差频率直方图

Fig.7 Frequency Histogram of Relative Error in Testing
Set Outputs

图 10 重建Kauring实测重力数据

Fig.10 Reconstruction of Measured Gravity Data at
Kauri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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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0可以看出，对于 FFT滤波结果，尽管

FFT低通滤波去除了绝大部分噪声，但相对误差

仅从原始的 10.2%降至 8.1%，这是由于低通滤

波对数据过度平滑引起的。原始重力数据中有 3
个主要异常极值点 A、B、C（见图 10（a）），低通滤

波结果恢复出A、C两个较明显的异常极值点，异

常极值点 B由于幅值不明显，且处于 A、C之间的

过渡区，在低通滤波结果中被彻底滤除。同时左

侧的低重力区与高重力区之间的过渡区明显弱

化，重力值分布变得更陡峭。依照文献［23］，将

db小波分解层数设置为 6层。小波滤波结果整体

优于 FFT滤波结果，恢复出 3个主要异常极值

点，相对误差下降至 5.7%，但少量区域受到噪声

影响，滤除不彻底，恢复出的重力异常有一定程

度失真。对比来看，本文卷积自编码器将重建结

果相对误差大幅降至 3.0%，去除了大部分噪声，

同时较完整地保留了重力边缘的过渡层次，不存

在低通滤波的过渡平滑现象，同时受噪声影响很

小，可彻底滤除。2个主要异常极值点均得到恢

复（B异常本身幅值较小，显示不明显），说明卷积

自编码器学习到了重力场的固有分布特征，借助

卷积网络结构能够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区分出

噪声和重力。

3 结 语

本文将深度学习与重力数据处理相结合，用

卷积自编码器神经网络重建含噪重力图像数据。

通过学习大量由正演生成的重力数据及含噪数

据，卷积自编码器在模型实验和实测数据实验中

均取得良好的重建效果，说明自编码器结构的图

像去噪技术可以应用到含噪重力数据重建任务

中。尽管学习的样本是单场源重力，卷积神经网

络结构的存在使得自编码器可以泛化地学习多

场源叠加的重力数据，这一现象不仅对重建含噪

重力数据有意义，还为用卷积神经网络结构进行

其他重力数据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持，如延拓或异

常分离等等，用深度学习处理重力数据是一种崭

新的思路。

在实测数据处理结果中，卷积自编码器重建

重力的误差明显小于传统 FFT低通滤波器，相对

于小波滤波结果失真程度更低，相对于 FFT滤波

能保留重力过度细节。神经网络仅重建出在训

练中学习到的重力场特征，不会像传统滤波类方

法引入算法本身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的卷积自编码器神经网络结构参

数设置较简洁，在深度神经网络的角度上仍属于

简单结构。在重力乃至重力梯度数据重建的任

务上，深层网络的性能仍有巨大潜力可挖掘，更

深的网络、更复杂的结构都将进一步提高重建的

准确度，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限于现有实

测数据噪声水平不足，本文实测数据验证采用了

模拟的噪声，在未来需结合含噪实测数据进一步

验证方法的适用性。同时，可利用卷积自编码器

进行其他一维、二维重力数据处理，如延拓和异

常分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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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y Gravity Data Reconstruction Using the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WANG Yichen 1 LIU Lintao 1 XU Houze 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desy and Earths Dynamics, Institute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7,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CAE (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 combines the autoencoder neural network structure
and the convolutional network structure. This paper processes the gravity data based on the deep learning,
and reconstructs the gravity contour image from the noisy gravity data with the CAE. The autoencoder
structure contains the equal dimensional input and output data, which goes for the gravity data processing.
The convolutional network structure is widely used in image recognition recent years, which can learn and
recognize the specific objects in an image. Methods: To create the training set, we generate 1 000 hexahe‐
drons with the random triaxial length parameters and the random density to simulate the natural gravity
source bodies. The 2D gravity data set for these bodies is fast computed with the gravity forward formula
and the noisy gravity data set is generated by adding Gaussian noise to the computed data. Mean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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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cy of the length parameters and density is limi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training data set. Hence the 2D gravity data and the noisy data will be output and input data of the CAE.
We design 5 layers CAE. The input and output layers both are 26×26. 32 and 64 feature maps are generated
with 3×3 convolution kernels in the inner layers. The training is executed using RMSProp(root mean
square propagation) optimizer.Results: To test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trained CAE, the testing set with
500 samples is generated in the same way with the training set. The relative error histogram on the testing
set shows that the reconstructing error is less than 5% and most of the error is around 0. To test the recogni‐
tion of the gravity features in the 2D gravity, we test the CAE with simulated gravity data which contain 2
and more gravity anomal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E can recognize all gravity anomalies in an noisy
gravity image and reconstruct them and the output image shows fairly fine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gravity
with 10% noise. The measured gravity data of Kauring testing ground are used to test the generalization perfor‐
mance of the CAE.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i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FFT(fast Fourier transform) fil‐
tering and db wavelet filtering results. To increase the reconstruction difficulty, the Kauring data is added
with 10% Gaussian noi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ined CAE performs significantly less error than the
FFT filter and the wavelet filter. Conclusions: In terms of reconstructing performance, the CAE can avoid
over ‐processing that may eliminate the real gravity anomaly, which is often seen in filtering especially for
FFT filtering. The CAE reconstructs all of the 3 gravity anomalies of Kauring while the FFT filtering re‐
constructs 2. And the over‐smoothing artifact is less than filtering methods.The CAE can process 2D gravi‐
ty data and show lower error and generate less artifacts than filtering methods in our tests with testing set,
simulated gravity data and measuring data. Beyond tha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deep learning can learn
gravity image. With the convolution structure in a neural network, the network can learn single gravity
anomaly samples and extensively recognize all gravity anomalies in a gravity image, which signifies that the
gravity can integrate with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Key words：deep learning；convolutional autoencoder；gravity filtering；fast Fourier transform filtering；
wavelet fil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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