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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航放为主的多源地学信息

数字图像综合技术及应用

刘德长 孙茂荣 朱德龄

张静波 何建国 董秀珍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摘要

利用以航放为主的多源地学信息数字图像综合技术，对连山关

地区铀成矿地质构造环境进行了研究，包括产铀岩体的划分、成矿构

造恪局的确定以及矿区地质填图等。发现了一些新的地质现象，为该

区进一步找矿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背景信息。通过航放数据的多参

数复合异常的筛选、模式识别和多源信息的综合分析，初步预测了四

片成矿有利地段。经野外验证，在其中三片地段发现了四条具有一走

规模的成矿构造带、多期次的热液脉体、强烈的近矿固岩蚀变、原生

和次生铀矿物及高的铀矿化。地质勘探部门己将这三片地段作为优

选的找矿靶区，准备进行详查和深部揭露。



DIGITAL IMAGE INTEGRATION TECHNIQUE OF

MULTI-GEOSCIENCE INFORMATION DOMINATED
BY AERIAL RADIOMETRIC MEASUREMENTS

(1" Chine~飞

Liu Dechang Sun Maorong Zhu Deling

Zhang Jingbo He Jianguo Dong Xiuzhen

(BElJl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ABSTRACT

The geologic matallogenetic environment of uranium at Lian Shan Guan region

has been studied by using digital image integration technique of multi-geoscience in

formation with aerial radiometric measurements. It includ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II

ranium-bearing r田k ， recognizing patterns of ore-forming and geologic mapping in

orefield. Some new tectonic structure was found in this region that gives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for further exploring of uranium ore. After multi-parameters screening

of aerial radiometric data. patterns recognizing and multi-ge臼cienc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alysis. four pr恼pective metalt咆:enetic zones were predicted , and the

prediction was proved by further g'回l咱ic survey. Three of the four wnes are very

encouraging , where ore-forming structures , hydrothermal deposits , wall-rock al

teration , primary and secondary uranium ore and rich uranium mineralization are

discovered. The department of geologic exploring has decided that these zones will

enjoy priority in the examination for further prospecting of uranium 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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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航撞为主司多源地学信息鼓字回像综合技术是指在输成矿地质理论指导下，以航政

为主信息嚣，以置墨、地质及其它物化探鼓，医为基础信息嚣，利用通用计算机系统、数字团像

处理系统、地理缸息系统以及饥助制图系统组成的地学信息处理系统，研究铀成矿地债环

境.进行成矿模芳:识到和技矿震区优选的铀矿勘查篇技术.实院表明，在铀矿地质勘查中· i变

技术比常规的多原地学信息综合技术具有更直接的找矿意义和更大的实用价值.

1 方法技术研究

外'串.叠台.~告.分秃.提~

~ ii:信且嚣

矗~.JP.暖及 tt~l市 It酶"篝

~~炮or借虹的综合知听

主fJBZEl

l Ai.ia 盐~)

目址，电

f;~jm. ~<c: ~;r~~ i'>. ~

ltM iJν哺 loti占 f·I'

以航放为主的多源地学信息数字固像综合处理方法的主要过程，如固 1 所示.

从田中看到，处理方法有三个主要工作阶段 z

(0航放放蟹的二次开发

首先利用通用计算机对高灵敏度多道航

空 7能南仅测得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航

鼓鼓嚣的插值、网捕化、数据压缩(或拉伸}、

1);阶转换等处理 z然后输入图像处理系统进

行显示，做了各种芦法的精强，并进行霞式识

剂和特征提取 s最后用影色绘固仅绘制某些

重要数据的三元彩色图.三元影色囚的绘制

被认为是"自 1:'77 年以来铀矿勘探技术最大

的技术进展"

将数字困像处理系统与彩色绘回系统相

配合，对航放敷挺进行二次开发，既发挥了四

像处理系统的直观、灵活，便于研究的特点.

又发挥了彩色绘图系统因而法晰、规范化.便

于生产应用的优点.

(2)基础信息源数据的处理

首先要对基础信崽源敷据 t包括地质.遥

感、重磁、化探等)进行重新取样，以适应各种

地学信息的综合研究.

各种地质固件的数字化输入是通过数字

化桌和扫描仪实现的.重磁资料在预处理时

与航披敖据相同，另外，重磁数据还有个位场

变换预处理问题〈如分量转化、化饭、延拓.垂

图 1 以航放为主的多慨地学倩息数字图像馆合处 直导数，假量力异常等).经过佳场变换处理

理过程 的重磁资料，可作为新的J.i础固件，为固像的

进一步处理和分领所用.

噩噩数据根据研究任务和要求，在综合处理之前也儒要做各种特缸增强或提取处理.

(3)多据地学信息的综合处理

这里所指的多源地学信息综合处理，实际上是指以航放倍息为主情息源，以矗感、地&、

3



毓磕等敷捧为基础信息源的多疆地学信息综合处理.即在对航鼓鼓据充分处理之后.为深入

喳讨奠地质量E义.还需与x它地学披露一起.通过固像处理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综合处

理与分析=

各种地学披露的坐标配准 多源地学信息综合处理研究的前提是不同资料在平丽 t二

位置严格对准，为了保证多次输入团件在平面佳置上严格重叠，需要对点序文件做致勺配

准.其实质是用两个不同点序文件控制点对应坐际关系，确定坐标变换关系式.将待自己回 l.~

if文件中所有的坐标变换到基准回坐标系中去.经配准处理后，不同资料网恪文件内的唯

素.在实际位置上代表同一空间坐标，这样才能做多变量的综合信息处理.

多源地学信息的增强、分解、叠合、复合、分类、提取等综合处理 多源地学信息资抖

经配准处理后，建立了空间像元位置完全对应的敷字影像文件库.在这个文件库基础u-.. 可

以应用地质学家的经验，在地质理论和成矿规律的指导下，采用多元统计方法、榄率塑方法

以及模糊数学理方法等对多雷池学信息糟强、分解、叠合、复合、分类、提取等综合处理.吁二吭

'个具有专家系统性质的综合分析处理过理.

2 多源综合信息的地质分析

辽于连山关地区为我国一个重要的产铀区.利用前述的以航肢为主的多源地学信息结

合处理方法.对该区包括航放在内的多源地学信息进行了处理.获得了一系列专题因件，

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地质分析.在连山关炮区发现一些新的地质现象和找矿线索. ;{·t认识战

区的成矿环境和进一步找矿具有重要意义.

2. I 利用桂/铀、铮/址、章'的提取戴德与地盾信息的叠合固像研究岩体的划分及其形成的

地质特征

连山关岩i率为一产铀岩体.在很长一段时间曾被认为是个单一岩体.后经问位东年代

学研究，认为岩体可分为 2.34 Ga 和I. 9 Ga 两期.此后，关于这两个岩体的范旧、界线啊IIt~

35 众说纷纭.通过对连山关岩体航放数据的分析，做了连山关岩体佳、铀比m影像图，发现

吐、袖比值的商场主要集中在岩体的西北部，于是对佳.铀比值的高场进行提贱，并将其硬含

在地质田上.可以明显看出，连山关岩体从桂、铀比值上看可分为两部分，岩体西北部里 EW

向展布的一段，仕、铀比值很高{几乎集中了全部商场);东南部呈 NW 向展布的一段 t41m

f民.为了研究佳、袖比值这种分布的整异性，将该区同位素年'争数据分布因与骂费合.发现

I. 9 Ga 同位素年龄数据分布地区正处于址‘铀比值高的部分; 2.34 Ga 同位素年龄数据分

布地区则处于桂、铀比值低的部分.说明这两个部分很可能属于不同时代的两个岩体.即吕

梁和五台期岩体.同时还可以看出，西北部的吕黛朔岩体呈EW 向展布，而东南部的五台蚓

岩体呈NWj勾展布，二者的界绕在下马糟-陈家街一线.另外，原认为五台朔的告体富仕.但

研究结果表明，真正富仕的岩体是日~朔岩体.上述研究不仅表明连山关辑体可能是由不同

时代两个岩体组成的，而且可以确定出不同时代费体的界线，形态、抽向及披射场特征等.

通过对铀影像固的提取，发现在2.34 Ga 的老者体周围，有一个铀的偏商场环带，如自i

2 所示.但是，上述的1.9 Ga 的警体和该区燕山期岩体的周围未见有类似的环带存在.用同

悖的方法对僻的影{集团也进行了提取，发现在 2.34 Ga 岩体周围还存在僻的偏商场环带.tR

位不存在类似的闹而场环带.然后将铀和僻的偏高场环带回叠合，进而看出，此环带是袖和



"部·画的环帘.W的偏离很可魅与掏造惶变现，应葡关.通过对诙区埠'民掏建漠化份忻.认

为健、饵偏离场环帘的~虞可能与 2.34 Ga 着体发生过掏造侵位有关.构造侵佳的结果.使

2.34 Ga 的苦体发生边缘活化.形成构

造蔽阵、"变代{帽、铀蜻高}初铀的LEFE

富镜、 JI 喂朗何I燕山期Ef体在形成':~- ~~

发!仨过街道让{之间比.ttl苟 i同 -+'::'1..(: 'j: ;'1

结;后 ft 、向 iE 破碎、 t应变归i 铀的 il: f~ 在

想. f~ (i ft. 栩 1屯的铀、怦偏高场.E Hii

恨据 i司内外近 t- 非~~F*航眈f胡扯的

经验.大 ~t'l~ 细i铀矿It:部纱布在铀的

偏离场1£&民边缘 z 该[乓的 307;; 有! 4HI

矿床均位 f J:j主捕一悴偏高场 If带之

内.因此.这'环帘的发现何被认识.对

回 2 ..的偏离场环帘'怪圈 透-步寻找 3075 型铀矿床有重要意义，

哥们邑.点~.的偏离蜻F

2. 吉 利用铀、桂、Wll其单量撞撞与遏'信息的矗舍圃.研究结状体.环拢'事和II矿构造幡

局

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是.同E星图像」悻.从铀、佳、饵及英忌量的影像图上也可以看到

-些线状体和环状体.线状体二I:要表现为灰阶较高〈或较低}的色线，或者不同灰阶的界线z

环状体主妻表现为灰阶较高(或较低}的回形体或相间的环带.这里所指的灰阶高低.不是

地吻波谱的强弱.而是地物放射性强度的大小.为了深入研究铀影像回 k的线状体相环状

体 .M铀囹做 f 比值法、走向虑械、拉普拉斯变操、卷积、局部放大等处理.获得 f 更为理想的

放架。在此基础1:.又对铀影像隙进行了线性体及环状体解译.得到 A幅铀的 y 能谱解泽田e

(,4H·t~·t该阮陆地 fl.星数据经计~饥图像处理系统进行增强.并对冀线状、环状构造进行制

译 .1~jIJ-幅j宝山关地区遥感阳像'译网.然后，将铀的线状体、环状体解译因与遥感回像

t:的构造解译图叠合{囤幻，发现:r.-白定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当铀影像图上解i辈

的线状体相环状体与E星罔1' 1:某些线状掬环状掏造栩吻合时，则反映出E屋罔像 k的这

地线状旬环状构造可能是铀的成矿断裂或与铀街关的环状构造.利用这仲相关性，可以从遥

感图像 k迅速查明与偏成矿街关的线状和环状掬遣，据此，确定 T 连山关地区铀成矿的构造

恪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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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利用能谱、遥感、地质复合系列专题固像.全面研究-个地区的地质构造.探索地质填

固的新路

通过研究 y 能 i桥 'ij重!~f;i.日.之1'111的 hi (t 关系.制成 (j亟堕能的{， I有仰，这 fllfl￥If紫阳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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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fllrm 咛'!I号!像 ， 'I'l M]韭 III x: Jl!U·{ 的 P. 限性If售(也拈 MSS 阳1' M )illWl 现{( i"r种用强力

法的试!防. fH.很难'交;I: ]主 III x.: {;-体的界纯 q￥1 1) .lm 入架内能 i作 f;[息处 J'~成j亟 ~$.·iib挥主i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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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i W·:'k(SJ 1;W 佳. r J止.又 1m入竹 .J吨{髦的放*..ltJ~1 1J (，'休轮喻:他 II月!WJ也溅'把:1\ 11\ 米( 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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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反映 f连 III 关JlK击体以提掏造的特点租界线.何用这种精堕阳像·本仅 uI以研宽Jl质

构造，面 linT以进行地质填m(回归·将阳 6 与地面所填地质阳.(.J"比.-f二仅墓4在轮廓倒似·而

f[MIl有所提高·所宙人力耐力、时间·是悄地质布这所崎比跟的.综合刷刷新阴的

遥感-刷、遥感---tie画昏地响夏合系列专题附像. pI龄的圆研究个地K的电
质钩造.进行撞质填(tit革索出.~.哥黯街所梅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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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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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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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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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F

践
一
阳 s 连 III 类地f.(遥感一地质能讲!!l1t

(臼{Q]口。巳
附属 j生 III 呆地I..<:遇 J嗦地所能i费用 1曹地质解而[引

I. 断?自， 2. If叶此间'iI，~. IdtlVfilU;ll: i'l i':, I. n 费 IV/ iIi:r Il: i斗';~;'I f，. 梅，"串'/lf. 1司 VJ

2. t 利用航，.量有利的多.敬重合异常与地质.遥感，航放的拙合固像研究成铀的地质环
槐.韧选拔矿靶区

似』时间内外j丘几年的 frJf 'it:.认 }.J 航飞f lpi在 itt 敬NifJ乎I/(('J 移每首1)，£ {; Ii( .It I'(I·H铀的1:11



崎岖民在更大的战矿意义.为此.进行了.1配敷巅'自、蛐/佳 .M/IP霞事色古lit.量处理.经

'‘式识到，豪得 7 '1有稠的多'声.复合异常.寞中 3 处为已细矿床，喜UH 处为镰迭出的值

得藻入研究的异常地段.然后将英与地霞、矗S.航醺警徽据报告.进行虞矿份街.在此基e

t.鞠选出值得进一步王作的育割地段.

mIIID1 ~亘Z tt::] J [G. EJS

因 7 连山关地区间lF预测罔

外!I(~野外 ¥l ii跑1( ，内脏 ，，~.:i.~ I 作跑段

从巅有制的多参歇复合异常与地质罔的鲁合罔像七日 I以看Ill. .，处晨 4干刷的多参敬j[

fT 异常产出的跑后环 t盘是比较钉利的地段.

从簸有利的1;参数量 E 合异常与 R野田像的是合同 tnf 以 '-ttl. 所 ~i展 tf 利的多 ~fl \l

fF 异常均匀环状构造有关，这歧环状构造的发育.看来与轩浆或热体活动#是. Jf It部处r

几ttl断裂构造交叉部位或民附近，

从最 ~i 和l的多参敏复合 F非常与航磁罔像的叠台lJl t. Uf 1:.1看出，簸 fi 利的.~巷歌与t fT 异

常titi复 I延东内向琼斯裂带分布.产 'tf 东内向部断裂带'手南北件 If塔斯裂带的交 11: 部位或附

近、

通过成矿环植的综合分析，认为筛选州的Jtt街刷的多参敬复合阵常尽管 ~j在难t-.何p;~

圳 .f问总的来说.都处 J~n利成旷的地质构造环境巾.值得进行野外验证 c作，在进 'Jf;-分析

(I)可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I:.编制 f连 LlI关地K初步顶棚阳(阳门，初选 :H 南怀、 E家领 (-.M

1家 f晨1、悬岭后等 4 片成矿街刷地段.作为开展野外'生i1 E 仁作的厅束，极照这个 k冒~.时 i韭 III

先地~tr''1迸 ·JY找矿提.'l I t"闹i ~点设想 z

(I)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连 rlr 关 Ef体进·步拢矿的囔点 r:i放在 Yf体的南带.In新设扭认

为.It'.曹比南带 fi 史.大的找旷，jlj J:{-;

月



IZ)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连山关跑K进-步找矿t帽绕连山关去体的接触啻.面'哥设想

认为.民警重槌去体的接触错，也卒.局限 f6体的接触帘s

(3)以往的研究大寥强调在连山美地K拢在矿t fi 囔蝴矿他) .m黯设想认为连111 关跑~

的道，步伐矿既囊雹随』宣誓矿.也Wit惠拢'哥矿。"~-I可唱二代矿ft 人

3 野外验证与找矿靶区优选

a. "It辙~咆 F岖分'" b. .的 xtt费用-

II 一一盲目ff恤矿 ;Si 一-(i~;h一-A民铁矿 ~ω ‘

阁' 何东蟹F矗有制的多电nr复合排'由地展橱窗恤矿电fft!针罔慷

根据上述认识何提出的验证疗事.街针对饨跑进行f野外E作 .IE野外汇作中.着重研

究 f筛选出的4 片..街稠的多参数复合异常的定位、特征展控制肉'OI h"丽的问题.t~野外

段证.在英中3 H· 切遣.e[l(内发现r 4 条具 E定耀憾的成矿断婴带;$糊次的成矿热液脉体

何强烈的近矿罔ZJ蚀变.F.霎衔'童交代体f销交代人红色佳质脉 1苦恼赤铁矿夺~液脉体制

'直交代，碌化、赤铁矿化、红包破醺佳比警近矿罔12蚀变号次生何b臣1:铀矿鞠t 附 8/以&.商品

{泛的铀矿化t矗高达 2100g/rl.

通过野外调ft..再加上宣内鉴定.分析.在连III 关地K优选:I: 3 月·成矿街刷地段.作为f

oj/;找矿勘探的e(J(.这 3 片优选的搜矿.ell<是南练，巨'«11民 F何何家银F唱t!(J((ltI酌，纯

地质勤f管部门j.!l: 0 步 iii ~些.对优选的战矿.eK准备进行诈，曼彻部部槐舔汇价

9



皿llll' §z [G) E丑· EJs

~: ~t 王 :11 X:;-~: {f~""·~:·C仨哇哇

饼'if. L!H~HiJ 原技 UL地!在 ".j U'f. ~l~ <lj ;斗.~l'. Ii:} fi t车 1 :1 lli 吐'.改再研 Jllf! I I.. '，i}跑!在 'uj{~

r在咐;'t锋 i:.t.'H(.JI'"1~;1以fI~肌肉的资助项\\.(1'俐 'iUlf'i\ 'I'还得到他的指导 ~j 外冲t 乐

元、贸'~lfll 法. Flltlli.~ K:;台间 ~I， ij ..l;二给 (it二扫;·m 大!Pi t吻 .211 大队的 E'，;~格!f 1"1 .J.C; j土 'J 作 r，.

起 i竖 fi(ff 外位较 .j咂此 ·jH要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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