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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因障显心￡纯争;皮-f 铀资说~~ f1\1地·川tI忌2立于国骨.的开 fr址p\~.其内在也拈资料

的输入处n: 资料的良~I匠、插 fit注FEVl 叹彭:单地宇信息的朋强 .71"解.提取、分完.叠台、

豆 ~I 夺处J'r.. rl- 65盆地为怦区进行了试验tHlf克.手 i!ii 因悍的自忌唱强.企 :r技术研究了试验

区的地质构运环境 z 刊m图像信息的分解.叠ff技术垃忻 (U. Th. Kf~j';J' M棉 ，~.ij 反，It地质

在义 z 通过矿床找矿扣I据的复合.提取进行了n矿靶lζ的初在.采用r;i息的为甏技术进行了

"盆地地K铀资源的母体评价.通过上述计算机r;i.C!处Jl!~技术，对这个耐克在!吏较尚的老矿

区，在某些重安地质问题上，取得j\-~新认识. 1f:经野外检验预测(61'，-.!革矿j显 ·.;2 地段

{E上述研究LE础 L 问:如建 ;/~ I铀责自1 多 _~tl地予[λ巳敦'jq可~三i:fr技事;名统.

美.调多tguι 骂; ~i处.F/1找矿靶L王总体i'l'- (厅

• ';j加 i~ 叫刘; ~f r-.f i·IY.J {l '::川 ')7. ::、心品价 X' ， \.iHi占



DIGITAL IMAG-E INTEGRATION TECHNIQUE

OF MULTIPLE GEO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Lilt Dechang Zou Jingke Sun Maorong Wa:tg Guojuan

(Beijing Uranium G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ABSTRACT

B)- using the computer ima哩c in te !l;ra tion terhniq uc , the multiple ~eoscience

in forma lion su t.: h as geological , remote sensin~， h)"drogeological , r;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information is comprehensively processed. The technique CORsists of

the da t:a inpu t , regis tra tion , in terpolalion , and the en hancement , decomposition ,abstr

action , classification , overlay and combination process procedures. This technique

has been tested on six promising areas and one testing area where the geolo~ic.1

environment had been known.ln the testing area , the distributionpattern ofU ,

Th and K as well as their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were analY5ed. On the basis of

compositing and abstracting the prospecting criteria , the target areas were pre

Iiminarily selected. The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technique was used for the

general evalua tion of uranium resource. Finally , on the tes ted results a multiple

geological information image system for uranium resource evaluation has been

es 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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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营地质工作的军人友!段，将遥远.地质、向他在为i j!:相结合是现代找矿的主斐技本路

线.利而这些n矿77iJJ挺快的?r~地'i:数 ¥.':&i iii' 算机，4ffr研究，是有效煌僻决矿产评价预

测 Lt1各种组禁问题的吉野途径 • r1前，间内外部在~，f项进行这方面试验性研究.

J.J'( 开t7i i~ ,-lj if: (I:铀喷源评价 .7项调jj丽的民用研究， 专题组[!，次选搭桥q丢开蚀，经历

了资料if{ tt;'ql T; 不同喷料的预处J1!~;哇:三计算fl同像文件:空间位置配准 z 网幅化以及信

息的精强.分解、叠f7. 组合.分卖.提取哼工作:阶段，得到一批多~Jti的专题系列田..

~，t65试验区的成矿环境，矿化分布规律 • t~i- 别据， n皮靶[毛佳选.评价茸重要地啧问题，

得出了一些新舌22. 通过上述iiJf究初步·建立了铀资源蚊字用ft综合技术系统.

下丽特分沟处列1万 it.地质r::~用;在军纯理之3 个-/j丽 f" --探讨.

一、处理方法的研究

多词:地 "?(;i 已吐-;-:阿 f最引; ir1j i!; {(.J :i于15;主rv~阳 I. I!! 罔lI~r示，处JlH}jjJ;可分为3个主

要工作阶段 z

1. 蜜"蜻入是噩罩网撞他

在计算机 i二做事源地.'f: I;i巳， r-;~ 合处JIlt.口 Jt遇到的 fiii 阻泣如何把~种多样的地学费 H输

入到计算 ~l系统 11 1 1:: 0 j啦 .'j:资抖的利t 充 iEt 笋，如l各种 l~l I'!: ，各种且在像磁带和1 ;R格敷据呼.不

同失~!资料记录取 f~间的辅飞 U式，攻'J..:{t~;e 解决仔史叫作资料敢于 1也输入的Jll!.tUh 式，

因 i丰资料，分析它的几何形态，呼叫 ~I纳 /J l.~， f~ .IITi (I~J Y边1£二庄通[{) 3.英资料，分叨!

代表不同的地质实体衍，口， Ifli解决不同几何形态资料的柿人注目 n贵科输入的关键.

在散-j7. f!:d: m巾，进入讨算机!在1 f;( t\o:形式足点 J/ 文 fl ，点斤;主{牛只能作为， .种保在国件

资料 ((.J16 式阳 fii 计挥机 {j-贮空间内，均不能在接恢 U闪 FJ I:'.i形态，怪想得到按比例尺的 it观

回]1''; .':j 形态， J还五萝颈{将!上〉迪 }.Ijυi

f口f 且乖和11而而 i充史(衍;占i 巳巳"坚采取不同的[(~恪化步骤 a f丑闷恪化地 PI'. ', i , 各种形式的地惯凹仲按比例

}-(i坚术形成时民 J't拙 UAL的像在汪 1'1:贮 el (r: H' 环 fil [,': 0

2，资料的E准翼擂恤处理

在刘多惊地，、户口，cl. .itt Ii句:fr址flHM ， JJ( f1!资料在空白IJ Fr: i'(上产 fr'f M i1t ， 0.;要做政据限 J

i'f/f r. f:: 0 !'it! ({!i 处 p!(:::r 把质，飞 Iii 拍出IJ f ,
I
,;. ~，l (rjl i'l(j "HI; 关系米确也 fIJi 个问 f'l: 问的恍如变挽关系式，

然 'Ii 将伴配!号 I f'!:点 Jl ..~ (11· l l l )iJi (f .'，'，~ In If. 际， 1:~货主，!Wimr叫作的.~ f,,;~ }:;, 1~IHJ.t待配阁fi:的比

例1己也丰n内地ft 挽 'J~I，n'rq电1:'j:((.J 比例尺。 'A)i~标，坚挽1u~r~iJt形式，多项式的事扣放ih控

制/，i.Mi('J个机枉决屯，例如川~f2个拍 aillli，I..!' ，可!Ii !r~-(大关系式， 3个和14个院;如l 川 Ma，t 取仁

-;c.全{句 :议各项式， 护杭~;刷II阳圳1引刘凡i斗If点E

才才a[古lf; r，民~ilr 多;次欠 l快问电划In 甘罚i*料;斗H甘杭j市i 八'， 'i , -v- rHi (;i. 'I~I: (t~J 俨悄在I~液。

捕的处 PI'. r2 t吁心~'( Hi fi.L~fl.lI1 If .....i. (!'i f!" 毛'.; f lhi u t: Ui主夕IJ:"轩佳的点的。 fiG (~i处 flH I(.j力i if; Jι

e 琦l，fpi';.坝 oj 、 f::. vi t理 )j:. {1:: 肃的乡棚部分 J~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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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于~了['.Ilt.~

-~，，' •
‘蝇- ..." 同-一一---一~
二 t-

"…Z伴同

i 卢Lm丛-h

l叫 I 乡湾地学[J且般宇内{敏t，;~1t处Jll[i.1ri. ;，j;在[号!

Ihi:;ι~均.这IIHf.j作出是，假如同恪汇「i:内 (L0:-点P. 渎，但P付淡的敬的r.:z J..: ;' IP1»问心，

Rl-J 平恒的阴内， i可r'{f己写1数据点的Im~初式。计算公式 !:I，

.V IV

: ~ (QJd ,) /~ (d.)-' 呐均、 O !l·1
f(P)= '.叫 I • I

0 , 叮耽个d， =Oin

饵 '1': Q. (i= I ， 2 ，… ， N)/-J~·J. PJ:jW\1心 • R 1J~I'， i·r~ ~~IIJi L', 111 /,i. ((l ;

d, (i=I ， 2. … ， N)均得U知点和P l.i. ful ii~J ~I; 离.

，Hj尘 r 稀疏已知川的 il~J !喝 m 运作. IllfR 市平 ttl训l':'!f'f 阳已 jli l.i. (I'l 大少，白日-t写 JH 主拚

hi句 if.J j丘点;而 ((('Ii j); ~

ffl尘 tC tif. 和l捕的址月(仁， 才"拮i止b吐l些T 入 3多~~j说拟4取1咔f，λu.ιι攻引绍i::f什?址}1州If引nr内附I~J可)，1'川.，(作丁非钊i斗i阶矿功「段 φ

3. ..蝠...曲...份..叠舍..舍. ....舍处理

~洲地予的，lAf毛|二连载字化. r\~~反 tdj(a 川 ， fl.): ( 空间像~{f:川哇-;{. I i': ~;I' j拟的~字影像

ι f'n年。在 ji个记「;;仰的唔面 ILl二，除对遇!岳阳像 i !.t: n .tfI ~J! 址J!I' 外， .i£ lIfM'多源地予的息 i!!: h'

分解，香 f7. 但 f「.分节~， t哇;民哼在iifT处1巾，分月II* JIl多 j~ r:起 ~\'Ij il: ， 幌丰:先'\'~ :Ii i): VJ.陡坡糊

• 3 •



自民宇吱与;二，与. "克阿二:二"二.:..二兰;:~f::...毕 f足-在:只 (i 主.~:手注1't fc,"! il~ 二.， i Ii 伊i Ill: ;1:il r:. •

:2. 试验区的地质应用

选H前 i:t~iOJ6玉 ;J J: 抽盆边 • 6~i;·~盆边~~. -I、保罗 f~-(I .， fl己的大 iU-主Let盆地，面R

?:J400k. 1 • 盆地在威主体:二'在 ii.-~武系Jl~人民巾的运I fP. tl~ 顺应;可 Yf体.盆地范隅内已在

建筑个矿u二.矿 lout· .系列异21 点信.向ril(在同-个lJi:哽辘矿四.

民i目前璋的第N. :"~ .;.:~;it r.主 ft技术.{"\i\边!( ~(.J包括毒草.地质.水立..也Il鞠".地

l~{t字?可;~科'.JI些字院饵，纯贺'j-: fι使人.配iltfttt~ fi[.并通过罔， =241系统进口了精强、份

If.叠fk.Qft ‘"'1/ 'f~.提取哇 Pit ;~U( -1l't革列归作.经 fJ;ft地霞分析 i和野外拉证. 1时f
i这E个研究r辑宇电H'逻f宝E较尚 f~的F白H~画丽矿[."[.<ι〈

(-)稠跚.血...叠舍撞来'宽噩矿曲尴踵掏噩环擅

从敷宁~1联技t系统在悍的该I{ 系列用强悍)]1.原同骨.七:rrn/UI\.盆地的吓扶植二像，内

R~幢在1~-R ~j 1t r·!较 I'II~. niH飞特征，

I. 耳模.... :.r...比 6'[ 在I L..; 昂肝强的 P.驭阳律上 ·:i ~~;.I~lil Ii!l l. 盆地 l.r~:{j·-~列的

坏状~悻. ff.~!~:;I3悻 tti'l: 江iT. 叼阔.营lJJ足一个J1~i.~~酷醉(阁。.将jl· ·IHr.~像醇与

[可zPY.f啦!阿干洋的坏iH';;t畏I

I-lf.忧钩;丰 ; Z-.I-.r哼绩 *l!l-说饵fi.

盆地晚(i~ III: 各 j~1'. ["~I ~:;;反而j 火 III-;'!L~\ {'i 系Iff;号也未币. j!吨;f状a;像在J. f-反映 'J' 多次喷发

的火山 ~i !~J 0 在!斗 j6 ;i I;'盆地盹!来罗 fit时.号: J-J. • 火山 i，fj ::lj III 心. l:..{'I' 心式哺发为二1:.过去 117

"ft. ii地中心被l' I '" ft!地ι:商品. ，fri-<， l· .It大 Iii tIl 钩的 '[Ii t I I::: !~l i
'
• i!! 1:m0

2. 蝙椒..... JJ..q'~飞 ~}~t'铭币q川t Jtl强的 .P. J: l.r:H争 j"， "Tn mil. 盆地 {{i阔的~像具

il 也调 filM 师/，i.H~;;是 jlH f!j 缸.'jJ，~inHU不也阴阳树枝状住 ;11'的地 ({I川 ~n~. ~.(~闷，门.阴周被断 m

¥r€刑 .ir; /J'~ '1、易 j且时 f:~Jn~ 休。"解 i f. Ii:JltTr tI~ ('{4 I j 11. AA 'f;' t'U~~刷碗汗. liT 见断盹范附比晚保

罗价火山，瓦 ~t 门Jt坦1/分~ ii'ii \I~ II、 .Iflj'j(l喳纪地V(t:j分布范m制、'i: t'f.何HI!快的断引与晚

{来罗纪地1~; 但切，iN 关注. Ihi 'j(l 喂?~ w! fL~ '，!:日l:!;lj;已采(阿吟。 ~I~怜，斯t!~lfi #J发生在晚眯

罗 ilt:~ i口，柿;\i l! (I' I .,fc Jt!~ ''':(向发 (i 0 !J，、分 Iii .(1:断 tJ~ I.((.j I' I f.:?~地 Gf到 "ffo 分析. ',', (:1 f: fl~R·t

:It那沉积!γCr较小(约200 ~--:I OOm) .Iffil'(i iii; 沉积!'lrfj:)~ (I 000 ~2000m) ，晚 (1:7'; i阶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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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3 断;~钩适EJ地 /:;k系示蓝图

1-.lSl曹篝缸笆.~霄; %-"F:I..lltt~.毒roo J-.te在罗篝火山-鼠_n; ~-~~.

au---R

'
a
E

理

罔4 (11电纪:t.)阴 65号住地斯 H~ 翘!fU:i，r; i力予击阿

反映 ·f(J Jl':纪阴间断块肉作过翘阪式活动(网 4) 0 有'~IJU纪以来，断快维尔 :n晚 t'l 'V~ III; li j- I·j:j

分析，成矿呼分声~两期， III. 闭 J.; 铀-碗咽矿{忆. {f龄 127......136Ma. ¥oJ"iT 晚~罗 lit末一 1，1. j' i

E世例，与自1ft'起的 J~l£栩栩.-， i:"~; 8ft阳启锦-栩~矿饨，低龄9O -100Ma，相 ·1门工甲一腑~I'l

喂{段之间，与断1M乍翘棍式i1i功的倒 rll} 191 何I .i;7.{.

3. 锺旗.... 从itt 被朋贺! (('J -Po原um)'I·.t. 解~f.Il\ !(.jf曳状1J3 tC! .如呢 It lill ;:j ~..， J.; :
NE. NW. EW. SNj~4划，构成. .米.(: 1Ii:~ ((.j t伟 LJ o jZSEfE状~;ft! t吉野外院 ~!15': ‘自沟 t~~}~ 所

裂，将四ft. !:.解 jMI~H比状 ~1靠! ~';r-;规咆质 }j;}; I开贱的断 31构边回晶 [i (附拧. "f l'). 盯 5:'! =

( I) ('.f:纪咆ιH置足以iE 幌坤，所 Jj i);没有ff( /I\的自f~~ 被解 if- Iii 米 I •

(2) 盆地i'l!: H~ 内 ((.JEW}j 向构 ~ryJW. 句 j.ρ个 'li? 组L. tl~III((.JIII·:i ifil(I:II;Citl~ 昕 !'H I 二~'! fJ被

烧11'.. {r!物#巨资料上何有反映. (fli·' ji蛊~O&资料反映 li%';;咒恨仨何 I t 'fo
。) SN fj '1'1 t1Ji量在民u也惯 i咽 !:iJI r·只有蛛钱币迹曾被忽刷. fll. (，;.解 ~H?II·.! tJ王别:γ 11\

. s .



1/1 , 仁:=]2 r=ZJ 3

[叹:5 G~ ，>~;tk;~~-·:::~!右，ι" 、 ...-=: ,. J'~;;证FJL 巩丁、;尤曰:;在:~ff ';-I ，1电子?;可

1-"':;卒 'Hf!"J线状'哥费; ~一-ιι':~'!j.吁; .:. c' 坑。:rr;:曹i 裂 23-一前两英il'i~捉:"';';trf毛.

特，但，纸:'j~ 1:,1,[七理 J二， ,: ~ .'.!，、所; h. :.. :'i~; 求，三二，，'气""'" i ~"j. li'r! ~:~iir i飞出 Ill! 、 f1-! ni安时间[江东 ~ft{; 听 fL

来. J..J (;lt- ， :viJ.'与:5:\ ij [('1 <斗~~ ~;二t1! i斗 ff:'; 二. : (t g: r，生 P11 ，在在:权的 II，马U'1ftJ. Sl'i ij ';'\

纯a~;;ftl二~~n ,J£ JJ/i 吃得 f'"li!t r;. fl- ~/j ::~? ~ S\ ,i'J ;;-;1 [l)r ir~ <l-L'!.j这 1~'(眈吁i;;- (;:J5:\ ij i;;\ 纱布{f IU!

~iHf:J-r;~但If~' JIl ~
引u二 F耳边. .哥 H!lt 川(1':J !"与 1二陀;';'\斗 泼、f:' ;-:;( ':::P~ ;tri ?i ~).:J'; f巳 ;'(::jn-J!~~h ii~ (['146) 。

[叮叮 fi;) :;. J!f~' ~. ;,'. . 'i: 町 ;~I: :'可

t.t. J也 J，~ll~ ， I: .巳 j，:;;二; 'I'斗:)ti l iU:j ',; ipn .'~ I ;.-"fr: II\:~~ ;~~ ''': j:i {j i, (fi!l识;(; ;f.1k t1~ .i;~ ft'f fiJi Ii

i唤 l内斗'J:在 i占均 ';1心 Ft!!飞( Iii.;:,;!, Miii: :' '1 ，~，汁;.; fl'j r. it ,iii: III 'oIl! f;'J i ，飞 n:; I{P;P张n ~~. U(.Jltli tHI'

cn.



山. jZi !J.~2·; L~!~:~~;~ ;.~j ;;':i _: ..:二 ιt-ui zu- J， -;:J...;二t·; ~ :二二，主;二; (~··!t :"::; ，.~~ fHi;i !h.
['..iii市吕古I ;'~ ;f占; 二二-

(二)稠用售阜曲分篝.叠合益术分新撞.桂.悍§句公布梅属巫翼撞踵章又

过 in与;: ;:-i !::: -;二，二了乞 二-". •• 二.. :-J?.:-:7. JJ:仁 I:~. f~!i !':~J 巳 -j、 ;l)~lj生 i j- ( :J
解([引导.~.~ ;' .~~ .:.J • 二::) .飞咀二... ~ .. .'"….::λ ， ξ~~f /.i.. ~L (:驻 if:lLf:J. ~L &i [

~:在:汁:口za:-Y二→:1: J J→.二?:-;三二. ，工~:吧~:~ i: i~三→ 1 、 d~j~-.'\P~ (;~t:·;、 (j~;

li!it时. ::il ~-:~r 二 1 、 F三 ':t itt→二三 r·; .r 、~~-: ~ ·i:~→二;二、 ;三 γ-.. :-L.. '>F ::-.J fi白 I::' 与( :i::'; .--;; ,r'1) ~'H

位:.-. ~~::;;.;-;~:J:;i:{ 二. ~ :. :.~. .. OJ t :;;'巳- .ι:-a ， JJrJ-f.:飞. .;.. ;:;:.. ~f! :':~1 民 ;:i 巧( J. r:; 斗

巧)~ I飞 {i' ~:ilii :::j '..·.~:·rf /.i.. .~.~.'二;- :?: '.干 f: ~::;. :.~ :~.r. ~ 元，在 '(:11 白白，了:i j.j.. ::·:i .1 7:可 77;

付" [~. l'li :'~ ["1 i汀，三 :LJ;二 JP.: 二 5; 二三"二?;;， ;-;··I 专-: l~ ~..:.: ;<. .: {.- ~':~.:I:刀 1~:， ~~n 丘之》

I. rl. :， :j:1自，:":;.::. f 二 ~5 ~ L "~二-二一二二 二 JLiji‘ ::::-:~t·~-;.··:~·::t~L. ;rl i.~·.:.:: :~Il

EAE:·.吃 77之于.. .• 飞 ~'rl;) 0

, E -: (., :1 f1 ppm) '; '. ";'，'丁\，I:';:::; _. ~. .~;

( :'r f'~~~~~" c ~γ: 品'ft-::' 川江巧 E可 :'ii'~ )

Z. 仰的信f;' ~: ;亏: :.i~'3 ~:.. :. i :

j ,.,.,.,. \

量;、
; 1 1:-,

'"T: :r,. ,i .~_:. ; •." . .I. , t , ." ." !.'于 1, . .... '. '. , .' r·: :
'-霄"'-.I-.'li-. , . .~.二:': ';' ,y._ -t~~ ;!~l ( !吨[8).

川!同 ··i~L·;'·': )号 j I，·~. .弓'川!

-'， c~rf~n' "，C. "':，~ .吨 -T!勺吨川一-! F ;~，\，(.气:~ '/; tl t-啊(t:， 11'. 1:\',
..

• I •



I. fiI'援华f'f:

:t. ~.:{ 'g t·;":}二

4 , rt'J·1 争「i:

2. 达ii~!~~F1'::';古状 ;t;二 t~. 二:S~ 在lEW向街 :1控 ;4. 面伏冥王宫; 1ft王花白古体控斟

{内的 .ifEI全 ••~厨?:是断完 I j (j f:Jn气 ~J支部:foP，校担.

内' 这湾主注;;;场'fJ址:‘轩在叠:!"f~

1-二仨搜晕咛J立 'I'..囔 .it~)组«.费;T--ft笆.JHξ鲤 _1~ 注 E 画画场"筐'‘-

.达二，矿mil; t也 .I!·. 抨击~j'/11in {~同恪甘. fL 民主(:扣'f1也质丘之，特咧兰访日-;1-批货

主‘.~.SN 事iEW向. ，-;:阔的句断~在~;rill. .i! H矿 mr';.主. !t; fi矿 (i 乖唔在王.

{三}稠用..篝舍.量罩撞求量行提矿elil lfJ..量

(of盆地地I{矿Ft:找矿叫岳:进f: ({1 (iIi 提Jfl iiJf'i(&通过 Hi:t[{ 在VrH传 H.nt;: (i "/:斤，民

:i: f'at: 'i 1国If哇，蹄，记在吃.咙fI断， l~ .锐的航班汀，活 . 'tr.t自 itl{{. 铀 £::j 水 fζ 弘?古.地开;~t色宜·t t-!;

i.:; .跑I!. ~~:;E 地.:1: '1;; 8 ·~1号 1.刊号 ~:~I r七 I f:;j"FV飞 Pii平~ jt~!'! {~l ri ';J3 项负l ff 如;嚣，自: ~;f~-~ 革开，白

银标志初尿矿条汗.

65盆地到吧 1< 的n矿问 fit: :
I!~ J~ .{~ l~! I二«~

火.!l i!; 力*心

'/;-tt(j 何?芝: J~d; J)c; Z; C; J~‘; K I ;γ; Kz

'1，而'i: :1号 11'地-J47!呢 2 断 1'!! i"Jf!，在i

吨矿昕 n; S~. EW. NE

:~;i :':~J 岛r'~ .~~~ -;f~ ifl~ ~i币;二.·:!号!~习 ~'j

ThjU<1

;.j如;

FilU也形 li~~ 2宅艺{叫pμ咱乎:λ::'~; 0 ~1 l)川Om: 11)0 ~~()l1 m; :!OO -.泪。 m

~If ;(.~;i~ 只lf:1·.

协 '¥i:1飞!才" '.~ j1t: i i' r龙何'. f"~U峭的(( c\;.( .'i: ~'1二， f'l,! ~ ~ i" {~ :(i!~!~ In {:!: [!J. 仅 :H ff{l lI i句，耐6矿，仇'(川III内1句4既

IU」 1发t比占现{白i 俗ftH2 ， 说 Ilfj ~h?-I. i,:j :';' (,: !_~快巧 'ι.N 耐i.'. i~i 'N''j刑'!川品二 ':i ，币 ·t~ 嗖号 l~的眨商报条

件. (~Iff;吃 'I;'; lfi(.JIf.民!是同叫， I川'占!.':占t'，;'; II'，括 i'!' il~J ~I! 门. Ij,(: -:;Ct.:~ fJ it!l iη7;f 魁 Jf此 • jI: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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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舌是 ~ifi富集标志，川有 15富集条件与高架标志充分fT拍时，才可能j巳成铀矿尿。但是，

形成的铀矿床能得以保ι，还 Wi;~t考虑保矿条f'i:。只r:- :'J 成矿条件和保旷条件都有利的地

段，万足/tiff 品'望捉到矿j祀的地段。

ι边的自柴条件.画集杯，ι 、 i呆矿条 (11按(占总说分，分别属于地所知l缸，物也拆判掘和l

地形地组判挝，它们的iifT反映(找旷判虹的~JJJ， ferι且厅。

找矿如j据 il~组合过程如因 [OE斤站.

回(
冉
)

闺 I川o J战立U矿.川 i拟H 妥

伯j得守强调!的i内甘~J址注L, t盯I先￥哽f将 j皿画过地顶分忻确〉也江的t投戈{旷d矿r哩"'f;扣刑II陆a扣拟'斗川it凶号址引jυj斤邢fβ豆纠{化江ι， 矿亦'J;让汛咄啕H问ω\1旧lJ )邸巳归j成戊、'Ii干'li'l气勺'I闹II丽iiI叫王;~Io j.为({
,

实 1现见f信主占.息的 1垣二王i台，有的手而因 hlis另 t~i处川成适合 ~l~fl草化的因内.如线状断71. 环状构造因[.~';

苟安预处理成军峦度戎骂:频皮因芋，然 fii才能进行hi 而阳市，的处jll[。

先后采用{地质观点加仅叠加如主成分付析 tJ}j种不问:/i il: 的u 仔 (ilf亢.分到lj 得到 1m 权叠

加组合影像因(因[l.A) 和l二1:成分分析'组合j~像因( I引 12.A) 。经监督捉i且. nr] Ii)己知矿
床为标准，以彭~四灰阶分叶 j l11i 因为参照进行捉 l且. FH~f :i;11 上述两种方 iji阳矶的提取因

(因 I l. B和困 12.8)0 m取回!听反映的异常地段为与己 )11矿山有充似找矿声 fl !f，J l 条 {'i; (('J地段，

认为这些地段是该区陆有前 21找到矿床的成矿有利地段。

(all) 剌用髓.的份提技术遭行盆地抽费霸且体评价

对上边找矿声IJM1JI1权叠 )JI1豆台影像因，在用阔的作为确 }[:X别的 J占 I~II 上. kJ 千.~ I司充圳分

别眠 f不同的颜色，址后 1守主II一张65 ~ift地地 i孟铀资源总体评价。 ~JA1; 也合成 J~像因(国 13) 。

通过上述多掘地节倍，也数字因像j' ;:J t;~ {j- 6)[冗，有针对快地过th' y ~f外地质调肃，特别 J止

对找矿判据主if" tft取的初选靶l<'。从扣J 1& t足矿靶区训 II~ fl(J ~r' i '1~ *右. II171' 为两种 fJi 况: 一

|电111 ftMIIJ~， I: JJIII过，仔:JJll 马 (d~-I (A) f:l IJ:ur~ ;':;fj!1父I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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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倒 E习 t m 2 !Z~l3 巳J4

[匀 13 6G 江山j~1 < I"((i';;. 扩1" .J'; 山「电 I (~:~， f-1::~':; 川军 ['!.IU;h:j)

1-1川、ki ;i-f lJJt!l I"1; 2一一在自 (i ft~;-j.; 3-H飞 in~~ 、 ({f'~ _~-~~ h~二; 4一-r;~liJ"J.;r'JJ也 C~

种是图像上jZ 供的户.!J ' :i 'J1 j~外训 I'(~~飞机 ill 门; -y川J ← 川 I ;i~_ [时奸刑f陀f位，λ" J川!2; 口川飞!的'j:j山川川川i，ι;; ,U,':i glf'可夕纠外i←、训 d市i:f么幻灿J山!i 吁叭H

相仔!~虽L布不f仨;7立4仨扪门. ~Il时 1'&~ U).I ilJ~I; i:~:;!，; j;~ iif' ]'IJ L,: (niL也{~~ I f! r:~: W(yl、 !jJ7iii ， 怔放 I~';j j 结/) ({'

'，£11佳引起，所有;地J，:::又); I'，怵 1岁 fJU火 ill )I'i '/;. i':.可 ';:1 I',;,',Ji:'1 (( (I ,] i; liiJ ，;~川Jini !il i 士. 11;l l!t

形成了假"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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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两个 II级h~二 r<fil 寸、 I II i)~i~ I'i: I<.。

三、铀资源处字 l冬!你综合技术系统的建立

jiJ1 jJ: J',ill 心 it 千111 ，;i. Ji Jjijf 冗， i')j?L 也:': ,IJl till 斗可以 Vi.' j-: I'(,Ifr，~ ;;;: : il':( 仁♂流 (I￥114 ) 。 扫 !!(1j主

个后统研亢·个J也[.{. i'l丁fi;!山二 μrii~~ ， Illi J也 1rJ.~ 1!: i生 1 { (i~J~~: ih;( L'j ,U. rr;'[ 仆，Ii JI~(千克 l先1 ('1二， iU像

f氓'!17 和 I (j-和 11 1.~ f的。 ((It Il: jl,': f r 乃 :I~J川 I旦 ill. i ;'jli[;l:II;I , ;!}::!，刊;;八 ~In:t~ II.j 形成[吁悦之{'\: J年

u化 ζi'; ， ~~) 0 .i咀 1 士，;川 ~rL (I叫做 !i11/j. ♂;二:/c) !Ik.i哇 i:H: (υ!μ;: [''-I ,j'; Nt:) kj I'(-I 件:;1.1: fj 附山If~ ,
4741,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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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台分析及切步斤计.预测， /tUN 凹 ~l; ::i f ';L: iii 虫. (j 'ilkH'U也逊 r'r野外非 It检验·放 !n将验

诞结果通过显示在 l照像， lF:: :戊宇<; :," .~}( t'(tJ rr" ; 二i~( t7" J平;二 J;:凶手纯形成 J豆豆 c: I刽 fll 多色图.

L~…丝e-?.镰命暴健 E

---锣-一疆'偏 1 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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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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蛐
一
，
蝇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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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一
*
置
'

嘈惕#tW. ••.

»~. .a. 篝合

l刽 14 tlil. ::it许泊 JI!!cj: r:; .n 放了f. ~l像在i， id1水系统

该系统 it;Hl.t,'- J止纺币， Hll .i-l'1 也\. JJ' 肝、民I仅.分类. :1l: j i. 1,£ (i '.1;万 ;'j~ (('.1弘;fr他fl!!

手n地回.遥感.物比如资料的立iifT分析。 JajtifJi汗， l![I/i川机 ljj咀川机的flifT，因悔分析与

野外检验((.Hii 仆。系统的最'.wn·J :J N·r才~.. -个地II ~{f(I~ ~种H~节日n，通过计算机和国像

显不系统的iL述综合址.PI!川，J1f;: J. /" 'I: %fr fl'0 ;J; )'1川钊忡，这 J'.'~ff' f'I:能够 1M 川大!才过.t耘的涉及

的新的眼生的，白，记 i也地质人 vi Jl~ U21J,;'1 tt巳 ?fh ，从 Ifij~fj立新的地质概念的形成及完菁，以

朋友现新矿床。

11. 野1. 岛、L勺.用 Ihi 吁;f..休如 ~j!~ j1~ 1):1 I'.乡州地'f: C'; .C! ;'1~J tI· rniL?,;, (i 昕冗 j止今Ji'i J也质工作及

民的新 [;1) Ii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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