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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安西北部地区遥感地质调查

综合遥感技术在甘肃北山南带

1 : 5 万地质调查和找金、铀中的应用研究

矗立唁

(核工业西北地勘局二 O 三研究所，陕西)

摘要

应用 TM、MSS 卫星图像，航空彩虹外摄影和红外细分光谱扫描

等综合遥感及多漂信息复合技术，开展甘肃北山南带 1 : 5 万遥感地

质调查和以金(铀〉为主的遥感矿产预测研究，以遥感图像的计算机

信息增强和提取为主要依据、遥感-地质找矿理论为指导、调查验证

为基础，在综合遥感技术应用方法研究，基础研究，金、铀矿产预测，

以及 1 : 5 万大面积地质成图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完成 1 : 5

万遥感地质固和矿产团各 21 幅，解译发现近千条蚀变岩带，新发现

含金异常蚀变带 71 条，金矿化产地 23 处，含金最高达 71 X 10-飞划

出 17 片找矿远景区 .67 个金矿找矿靶区和铀成矿有利区，为找矿提

供了大量的依据.



INVESTIGATION OF REMOTE SENSING GEOLOGY IN

THE NORTHERN ANXI AREA OF GANSU PROVINCE

一一- THE APPLICATION OF SYNTHETICAL REMOTE

SENSING IN THE 1 : 50 ,000 GEOLOGY SURVEY AND

THE PROGNOSIS OF GOL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割)UTH

BASD OF BEl SHAN
(In Chinese)

Dai Wenhan

(XIA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SHAANXD

ABSTRACT

The study of 1 : 50.000 remote sensing g'四l句0' survey and progn田is of gol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the area of northern Anxi of Gansu province has been

completed. The synthetical remote sensing and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com

阴und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land-satellites TM and MSS images. airborne color

infrared photography and infrared ray scanning digital images. are used in the

study.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enhancement and extraction of remote-se.lsing

images. using the th回ry of remote sensing to explore mineral deposits and the field

investigations. many achievements have been reached. such as applications of syn

thetical remote sensing technol哩y. fundamental study of geology. progn伺is of

gold (uranium) minerals and 1 I 50.000 remote-geol啤ic mapping. 21 mineral re

source maps and geol唱ic rna回 are obtained. Nearly 佣e th阳sand of altered rock

zon臼 are interpreted and found. 11 new gold anomaly hydrothermal alteration

zones and 23 gold mineralized place$ are discovered (maximum Au 71 X 10-'). 17

minerogeneration pr，帽pective areas. 61 gold-ore searching targets and favorable ar

eas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are identified. It gives important lIU!.terials for search

mg new 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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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航空..天适'技术的迅速发履，为开发矿产资.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开厦多种

道E事技术在地gUt矿方菌的综合应用研究，可以在得更多的-质矿产信息，提高提矿慧泉

198B 年 4 月 -1990 年 5 月在甘肃龙山南带西段 1ω∞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展的 1 I 5 万2昌盛

地质矿产调查和金铀矿为主的勘查研究.采用T航空、航天、多层次遭!l技术并应用'电磕相

ft摄数蟹等多事信息对该区金矿资源远行调查.通过计算机图像分析系统对逼.及输化fI

数据进行JI强处理.提取地质制矿化信息.在应用中取得T十分显著的地震找矿效果.不但

.1":肇萄地质问题有TI面的认识在进展..译虞 1 I 5 万地质图 21 辐.并黯信息撞取图像发现

而平剧变柑相纯金矿化点.奠资金和人力为一假地质方法的t~t还低·显示出综

合遥感技术的咬用具育较高的经济效益相良好的发展前景.

l 研究区地理、地质背景特征及遥感技术选择

众所周知.自然地质环榄条件"l·t遥感探测的效果苟，重大的t;响，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

尼选挥适当的遥感技术方法.;lt山地区位于挽回的西部.干旱少雨晴空较多.植II不发育.以

物理风化为主.岩石操露较好.育和l于遥感fill目.区内人匍幡少.交通不便.应用遥~技术可

以发挥优势..事决一般地殴方法难以开展的地质问U.

在地质位置上 .~tl1J位于我国珞里木-华北古陆饭块:It缘，是天山、阿尔擎山、阿尔金山、

手~连山及华北撞台北缘等情雏帘的延伸交汇地区，具有悠久的多旋回发展史.形成区内极为

复杂的构造幡局.尤其是古生代以来.该区东冒雪向要谷(或IIi'季盆}多次活动.形成复杂的裂.

谷式地槽沉~岩系和种类.多的多辆岩慧活动及火山啧发作用.以南北向寻l张拥挤压应力

为主的向选应力场，形成以东西向为主的断裂系统.这些断裂ffj达地慢或地壳深部，是深源

III矿物质的主要通道.中生代以来受特提斯-阿尔金山断耍的彭响.区内:It东向断裂构造+

分发育，它与东西向构造共同控制了构造者块及矿化的发展演化.这种地质构造背景十分有

利于各种内生金属矿产的形成.已发现多处金、银.铜、铁、铅等矿床.是夜国西北较好的成矿

远景区.

假据:It山地区地质地理特点及工作要求，项目选挥T具有不同特点的四种遥感圈像作

为主要信息源.即美国陆地卫星 MSS 图像和 TM 固像，航空彰红外蟹匠，航空红外细分光谱

扫惜图像.并应用多源地学信息处理技术，形成一个立体化的信息系统.可以从多方面综合

观测‘分析工作区地质矿产情况，有效地开展预测.

虽然该区已开展彼多常健方法的地质拽矿工作，但应用综合遥感技术开展 1 I 5 万大面

积成固和找矿尚为首次.地质我矿工作的显著效果说明在北山地区应用这几种遥感技术是

适宜的.结果是成功的.

2 多层次遥感图像和地学数据的信息提取及应用研究

1. I 北山地区遭.11像显示地E信息基本精征

出'自地表的地质体是在民期地质作用下，在地球麦丽形成的具有不同物质成分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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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E态的地质地篝囊'但.因此，不同地偷摸遭特征的...在..上寝费为色调和结构信息t几

何特征}的.异，利用这仲.异性可划出地质体的界线.分析分布想律鞠内在联系.

龙山地区的自悠环撞决定了以笛理风化为主.基者及地表瘦畏精的成分基本相同.各»:

段遥感鼓蟹带点与地质体的分布堤'基本一擎.J!星图像的宏观性相某些被段锺If人醺槐

力的被遭{细红外被段〉显示能力，可反'也许多筋的坦黄矿产倍阜，一些自然地理学租地质学

中的判娟法唰可用于地质'译.因此.不同比例尺的矗!1m.既可以全面反'良龙山地E的t.;

..地质结构将点.又可~操露于地袤的蚀变矿化带由红外温馨信息显示d:来.

上述量'事回愧的挎性与:It山地质体有蟹婷的一致性.对于利用计算机回像处理系统增

强和畏取所雷地质-矿化信息是非常有利的.图像处理工作是在 ARIES- .图像分析系统上

运行实现的.

2.2 MSS数字困·处理与应用

MSS 图像鼓II量轮小，易于快速大面'王处理成困.主要用于工作栩栩中小比例尺(1:

20 万-] , ]0 万〉区峻地质分析，奠处理方法为 z

2.2.1 预处理

条带囔商消除及修补图像z利用直方图均衡化技术.便有条帘的图像恢复到正常状态，

并用均值法修补某些丢失的披露.

辄财校正处理=谓研区位于四景不同时期的MSS图像援合部，各景围像色调徊差很大，

应用对应被段直方因累职曲线对比租分段续性拉伸的方法把四景图像的灰度水平一致化，

然后进行计算机镶嵌.形成一幅新的固像.

2.2.2 图像糟强处理

经试验①选挥MSS4. 5. 7 三个波段透行续性拉伸处理，然后接 MSS 7 (R )-MSS 5

(G)-MSS 4(剧的合成醺序输出假影色图像;@在上述基画上避行直方图均衡化叠细增强

处理后输出固像.

经增强纯理后的图像，色面饱相度好z 主要地质体清晰，区雄构造格局蟹十分清楚.可满

足] , 20 万-] , ]0 万地质'译成团要求{见图像川.

:主管
‘=号II

、;怆

圃.1 簧固陆地卫星 3 号 MSS1(缸>.S(螺>.4(兰》舍«图像

主'罐圈'事凰Iff.蝇E示..CJ . 20 万3

1.3 TM徽字圄.处理与应用

TM [tl像具有校高的几何分_.<3伽X30m)初被谱分..<可达0.07μ剧，并有反映

4



蚀变岩信息的波段.aMS 1.臼-1. 75 filii 相 TM7 2.07-2.35 fdI\).比蟹适合北山地区煌

~搜矿应用.是王作区主要矗!i信息源之一.在商ft处理阳信息jlii"中作了比较深入的研

究.

2.3.1 TM 图像数值将征

研究TM 囤僵的鼓值将证.育益于分析图像的亮度.色草，.信息量及合成规果.为此适

用 1987 年 9 月 28 日接收的诙区{辘遭号137-31)TM陋'中含煌质体较多的煌区进行了

统计分析.

灰皮值将iif:TM 波段1A;度值大小反映了其反If率水平.它决定了波段图像的亮If.是

选锋和修改图像色髓的主要依据.统计结果.莫均值由大到小为TM6、 5.1 、 7.3 、 4 、 2. 与区内

主要岩石各波段反射率均值大小贩序(TM6>S>I>7>3>4>2)是一致的.基本代表了工

作区地质体的波谱待征.

信息量将征z圈'数据的离散度(鼓嚣动态范围〉可反展所包含的信息量.当离散度大时

包含的信息量也大，一徽用标准整镜it说明.由表 1 可见，该区各撞段信息量由大到小为

T :'vf5>7> 3>4>1>2>6.冥中 TM5 剥 TM7 两攘段的信息量矗为突出.反峡1.55

1.75"，m 相 2.07-2. 35f&11l波长区对不同岩石的敏~Pl度差到较大.

寝 J TM(137-lJJ-ti'"撞撞'民元值!lit

酶'号 1Ml 1MZτ1113 nu I 1~1主 1M6 ; 1M7
!.. .. I •. I •• i __ It

均 II i M 4噜3 54 46 画9Z 146 59

匾'事墨 12 9 13 1咽. 啕Z5 4 16

寝 1 TMI137-lU -ti'"撞撞的锢关系霞

撞" lMZ 1M3 τ1114 lM5 lM6 lM7

τ1111 i 0.977 0.931 。.105 。..05 O.DOZ 0.793

1MZ 。.971 。.177 0.'49 0. D07 0.14。

τM3 I. 阳呻 。.91Z 。..14 。.011 0.170

τM4 ι 田" 。.'45 。.010 。'.'33

lM5 1.0回 。.OZ5 。.975

1!山西 I. 酬10 。'.073

相关系It:特征:~色合成回像时.各被段的相关性越小，色影信阜篝.丰富，地质体区分

也就越明显.丧2 表明各ill段之间相类性是不阔的，这些差别可为选挥撞段组合提供依据.

灰皮位伸初比值处理可以藏小披段间的榈关性〈见寝3)，尤真比值田像变出了各波段间的

瞰小整别.使相关tt降低.甚至负栩关.这是比值固像能够键取地质矿化信息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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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 E 蚀变矿铀的反射先面，曲线

I. Ii寞 .Z. 富崎石.3..凰石 4...石.

5..镜，而..r.7.忻镜r.

.3 冒11..处理篝.ft.....

TM5 TMT L·4 L-5 L-7 7f4 514

TM4 o.t! 。.10 o.tt 0.'。 。.N -0.14 。.IZ

TM5 1_00 。.'5 0. !Z 。-51 。. '5 。.Il 。.4'

TM7 l 刷， o. t! 。. ,‘ 。.tt o. zs 0. 39

L-4 1.00 。. '1 0.19 -0.11 0. 1'

L·5 1.00 且 93 。.10 o. ‘'
L·7 1.00 。.ZI 。-‘。

71.‘ 1.00 。.5'

在 .TM...捆美国E叶 .L.撞"帽曼I(计.T/4.SI‘=比..曼镜叶.

2.3.2 TM 回健的计算机处理

图像被段及奠组合'自式选篝z矗s鲍质应用要求所选舞的被段要具有量大的信息量和

最小的招关性.但这是很难实现的.考虑①区内与金矿化有关的主要蚀变是硅化.褐铁矿化

〈黄铁矿化}、绢云毒化‘缘由Hi化及骤.盐化

等，并篝攘谴测试资料唱团。.与Fe川大 i 一一-一'一-一.-.~
量存在于揭候t赤铁矿、黄"敏锐等矿物 「--JJ气 /一\-

，~、 I >正-〓-飞

中}有关的被司"收帘主要反映在 TM4 SOr - \JHJ/ \\ /
?对7 芝:二_.'寸、-飞~/

(0.16-0.96阳}肉，与合 on-的蚀变矿物_ so, i..·巧1·"\ … t 卢平、

{绢云毒，每提石等}和含 CO/ 的蚀变矿Ir二 i _..___...._'二J二 ro;· V V飞子
i!- .n ‘卜.......-.五斗~ -j

{磺醺盐化}主要反映在TM7 披段(2.07-雪";/工 j 一'一、
.飞.-…-_...-.

2. 35μm) 有弱的反射遭帘.在 TM5 波段 时 S//
1 .L主二二主-

(1.55-1.75Jd1l)则有较强的反射'章 z②信息 。L..!.

量量大的被段为 TM5、 7 、 3 、 h③TM6 波段 。'.. 0.' I. 0 i. I I. • Z. l 2. 4 A(阳}

的相关性虽然最小.但因分辨率(120m)太大

低于其它波段，信息量最小.因此选用 TM5.

7 、 4 三个被段作为提取地质矿化信息的主要

波段，其次是 TM5.7.3.而 TM6 可作为区内

，德扬的待征分析.

图像醺处理 z①包括用回健灰皮值禀秧曲线对比和分段线性拉伸方法避行工作区多幅

固像的灰皮值佼正s②固像的计算机..匠，@几何枝正处理.

图像的偏息糟蛊 g①缉性组伸并影包含成，顺序为 TM7<R}-TM5(G}-TM4 (酌，②

修改回愧的亮度水平.使图像的色彰均衡化，@续性拉伸+指戴糟g.使f是色蚀变稽的信息

突出，@续性拉伸+直方回均衡化.使团像反差大.突出地质块体，影包含It顺序均为 TM7

(R}-5(G)-4(8川图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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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 4跑回瞌'且P'&.5号 τM1<缸、 .5<.).4<兰'合国E圃.

A."曹 .41嚣，且安山蕾.c. :£it雷 .0. 变...E.健蕾II' ZO Jr)

蚀变着信息提取:Cj)TM7/TM4 比值.费出含mr-.co，r的蚀变岩.匍绢云每化.结泥百

化.磺酸盐化;@TM5/TM4 比值.安:tl帽'生矿化.Ii量化及石英It:带z③彰色合成.顺市为

TM7/4(R)一TM5/4(G)-TM5(8).其结果对基性火山岩中的构造相去性也萄很好的识别

能力t图像 3 、 4 ).

回.3 TM 比值困.<TM5/4-5-7/们

S佳..申筒'锺掏矗·晴..，.示

血e ，兰色为钮~..II -10万h

因.. TM 比II田.

蚀~臂.cR也是幡候'他F量兰色'就II' 10 万'

回像分樊s用平行六面体快速分委法lt花岗者和火山去避行量E摞分类.

图像输出z 很摞工作.要.采用两种输出方法z①工作第一阶段，用屏幕"相法输出于

区照片.戴大为1 I 10 万和 I • 5 万比例尺.优点是速度快、成本低、有利于野外分开使用 s②

工作'二阶段用 50flm 孔佳扫描输出 (C4500 扫描仪).It大为 1 I 10 万和 1 I 5 万比例尺.

用以正式"译成回.优点是精度高.1体性好，比较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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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连 TM 圄·不同方法的处理结果在是质体、掏章相矿化健变'的.译中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碎屑者、西·盐费、中基性~中.佳火山者及各樊告停在田.上均有不同的t:

e-色调待征.缉幢掏造更Jr~:t:.一些基佐夫山岩中的臂.街.彰~也It明显地费掏出来

t图.3>.与金矿位有关的蚀变萃'量将有的漫兰-兰绿色t硅化、揭候矿it>和白色亮.(硅

化、绿混百化‘.醺盐化、羁捕..矿化}显示在团.上罐'于识翻.这两种不同的色调反映了

蚀变组合委型的不同.萨有已知金矿床.矿点均可在帽.上反映出来.井'医此标志提到了许

多'哥的金矿化点t图像日，回..译的效果与调研验证的结果真膏很好的一致性.

图像 5 TM 比值田-

A 一一撞Wlf~盘".Il一-lia疆的盒，矗(I- 10 JIl

Z... 篝室fJ躯"蟹 IS田·与应用

影红外摄t:本质上为多党遵矗 s方式，它记录的是地彷反割的红外刊 .1-0.9μm>. 红

(0.6-0. 11'm>.结 (0.5-0.6μm)三个波段的能量.这三个波段对地质体反It能量的不同形

成合成色调的差异.黯此可详细坦分地质体.

2.4. I 航空影红外撞t:矗"主要技术_It

根黯气候情况迭1J 8 月 -9 月执行..损任务.要求晴空，无云.风速较 IJ、 .tt掘罐头焦距

IS2，.m..商 39∞m(相对商量).比例尺 I' 2.5 万.航线重叠$40%.航向重叠率为 60%

10%.以保证回像的主体现测.

2.4.2 影红外像片的"强处理

(I)偏鱼"强.根据人眼视觉镀果.将影色红外航片进行光'!t偏色洗印.以兰-兰绿色调

为主.并把不同日期拍撞的航片色彩调.一慧，便地质'谛建立在同一包调的~像背景之

下s②it大精强.对重点地质体制矿化蚀变ft帘区的II片选行政文处理为I I 60佣-I'

4∞0 比例尺图is.可较好麓.地质矿化细节. (回.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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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6 航空彩红外像片

A一一蚀嗖譬带，q一-古果盘锢C • 2 万)

图像 7 触空~红外像片

A 一一蚀变岩臂，q-一盘矿11I:.际-一部雏型E脉

2.4. 3 ~红外航片的跑质显示效果和解译方法

彩红外航片的高精晰度和较大比例尺，可以显示各种地质构造现象，凡太子 3-5m 的

地质体基本可看出清楚的边界.尤其一些暗色脉体(如辉绿岩R~) ，可显示厚度仅为 O.5-1m

的脉体.一些古采矿坑也可反映出来.中酸性火山岩呈深兰绿色，超基性可基性呈中等兰绿

色，中酸性侵入岩则多为浅黄色.石英脉则呈日色条带.

彩红外航片的解译方法:一是直接解译 s二是立体镜下观察;三是镶嵌成大幅困像进行

区域对比 s四是与其它图像参照对比解译.该法效果均较好，本项目大部分 i I 5 万遥感地质

图、矿产图主要据此解译，而大部分矿化点也是影红外片上首先解译发现的.

2.5 航空红外细分光it扫描E像处理与应用

2.5.1 航空红外细分光谱扫描图像参数

红外细分光谱扫描仪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研制的专用于地质找矿的新型仪

器，拥有可供选择的24 个波段，每次应用8 个波段.根据需要，本次应用的波段主要参数见

袤 4 与表 5.

所采用的 8 个波段主要是针对蚀变岩的被谱响应而选挥的.可分别反映含OH 、

CO，'、Fel+及硅化等蚀变岩.

寝 4 缸外画面"先遭扫描仅工作法段

榄段 植岳阳m】 植段 揽侯{μm)

1.600 5 2.250

z Z.087 e Z.350

3 2.143 7 2.330

‘ 2.200 8 Z.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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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呼γ 必
A ..~刀'品'吧.~

.....暨亟墅号百

.5 缸外组给先溜扫描飞fi..

曲直段敷 B 何.元It 256

扫描蝇场 90' It掘量/缉 !6Kbpa

角分'事 6mare 记录幡式 CCT T.pe .1600BPI

扫描遭事 s 缉/秒 .元摞度 8 bit

飞行速度 260km/h 舰富 zOOOm

航线舷 17 .无地面分"'. 8X12m

2.5.2 红外细分光谱困像的处理

预处理z包括波段数据分解及几何配准两部分.

图像数据分析和波段选择=统计各波段之标准差和协方差，并进行相关分析.选择信息

量大.相关性小的波段，以满意的波段组合作为因像的处理基础.试验表明1 、 5 、 4 三波段的

效果最好.

图像增强2 一般以线性扩展、直方图均衡化、指数变换、对数变换等功能进行综合处理.

信息提取z主要采用比值-合成或差值-合成等综合方法.突出与金矿化有关的蚀变岩

带.

图像输出 g 以屏幕照相法为主输出，按航带拼成回.

2.5.3 红外细分光谱固像的解译方法

首先建立解译标志，然后与TM 和彩红

外航片对比识别地质体，把解译结果转绘到

I I 5 万地质回上.应注意的是，由于飞行姿

态的不稳定，形成扫描线的弯曲，不要把这些

弯曲当作槽皱解译.红外细分光谱扫描图像

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可以显示比 TM 固像更

为细小的地质体和蚀变带，并可对岩体和火

山岩的相带进行划分(图像 8).

图像 s 缸外细分光懵扫描图像

A--蚀安安山费，B-玄武着(\ I 4 万》

2.6 物化保等多iii.徊的目·处理与应用

应用固像分析系统处理物化探数据，不但迎度快，田像直观，而且可以与遥感固保合成

分析，取得更多的综合信息，提高认识水平.

2.6. 1 It据处理

航磁数据 s 利用原始航磁平剖面田，按每平方公里一个点取鼓掘，形成一矩形数据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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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E据部位则按相邻值补充.然后用均值法和立方卷积法内插加密，以形成能与卫星图像配

准的图像文件.

金化探放据 z 主要来源于区内各种比例尺的(I , 10 万-1 • 2.5 万〉水系底沉积测量结

果，经网格化后，取其中点值或均值，再经均值法和立方卷权法内插加密，成为--图像文件.

2.6.2 数据的因像处理

密度分割2 按不同梯度进行密度分割和影色编码形成一幅影色等值图像.可以清楚地

看出磁性体的变化与分界，以及金异常区的展布.

数据立体固像s 应用数据的三维矢量，为之加一个适当的"太阳角"，显示立体镇型.能

直观看到金背景值区变化和异常点带的突出部位(图像9).

图像 9 金化报放据立体图像

商兰色-一霄'值区，鳝色一一一异常区$货色一一离异常区.

高温和低通卷积撞波z 高通滤波选用3X3、 5X5、 7X7 等卷积核进行二阶导数变换，以

突出磁性体表层线性界面，浅层构造.低通撞滥用15X 15 卷积核进行变换，并在此基础上作

3X3 高通ill波，以突出深部磁性体变化趋势，起伏状态及深部构造线的展布〈图像10).

图像 10 航.敷.低温tllli(IS X I 日叠加高温棉被(3X3)圄像

精楚地反映了不同'佳的雄厦费体"棉遭区{约) , 250 万】

方向卷积槐波:对航磁进行 NE、NW.SN.EW 四个方向的卷积槐波，分别突出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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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信息.

多.数据复合处理 z 对航磁、金化探和 TM 图像进行几何配准，然后合成影色图像，用

以分析其对应关系.

2.6.3 图像应用

航磁图像z不同卷积核的撞撞F像.突出了地表浅部和中深部构造信息，并与遥感解译

结果相互印证，进一步确定了区内主要深部构造的性质和梅局，如东西向大型切壳断裂和韧

性剪切带，北东向中浅层次脆-韧性断裂带等，它们是控制区内金矿化的主要构造.

金化捺图像2密度分割图像可以清楚地看出等值区及异常区范围与大小，立体图像更直

观反映金矿化异常带的分布与峰值，据此分析矿化的画势和有利成矿区.

复合图像g可以综合分析现矿地质背景待征，例如航益高值区与中基性火山岩带吻合，

并显示了深部断裂的延展与变化，反映了古裂谷的形成位置INE、NW 与 EW 向解译构造约

复合交叉部位是找矿的有利区段.

3 遥感图像综合地质解译、调查验证及成图

3.1 多层次遥感图像信息的综合解译应用

卫星和航空遥感固像分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披谱段反映了北山南带地表物体丰富

的影像特征信息，而地球物理数据的图像处理结果则提供了深度信息，这为地质矿产解译提

供了新的重要依据.本项目各种遥感图像和地学数据图像的地质解译应用列于表6.

3.1 地质矿产能诲的内容和步'

3.2.1 地质体(地臣、岩体〉的解译

初期，以已知地质资料(] , 20 万地质图〉为先验标志，以 MSS 图像为主.进行宏观上地

质体的分布规律研究，初步建立主要地质体的解译标志，然后以 TM 和彩红外图像为主，互

相对比详细解译各类地质体，要充分利用 TM 图像高波谱分辨率(主要体现在色调差异)和

彩红外图像高几何分辨率及高清晰度的特点结合解译，详细划分地质体及其相带.要反复对

比解译，互相补充，完善解译效果.

3.2.2 构造的综合解译

(1)宏观背景的构造解译z利用 J ' 20 万 MSS ， J , 10 万 TM 固像和航磁固像，进行大区

域宏观背景构造解译，建立构造楠¥.从这种图像所具有的综合显示能力可以看出，某些模

糊的深部构造信息，如西部老金场北西向掬造带，在中小比例尺上有极好的显示.

(2)细部解译一一构造性质的识别 z应用 1 I 2.5 万彩红外航片，拼刽解译大型断裂的结

构特征和应力特点.大.判定产扰，区分节理带，片理化带，碎裂岩带和切性剪切带等，并与

宏观构造分析相结合，分析官们的成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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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遁....舍应用筒寝

回.鬓' 地质体'语 Ill..译 蚀璧馨与矿饨'译 应用比例尺Jl盼'

地震体窒..分布 lit巳.矿产量行 l' 20 万-1'10万

瘦'分析.Ta
犬IJII!UI鞠遭

锢步结布..但 ....阶段快遭MSS

着石分布'带怔
幡局分析

虞旷青最研究 处理应用

地质体划分'译主
中大'跚雹 细分主'恤变 们 10 万-1.5 万应用

'依据之一，可盟国
TM 罐罐'译.11I遣 e.应主'宴' 于全过fl.中后

分回段....可"
应为4画分析 虞旷环槐分析 "可代.MSS

1 分出JJII着筐凰位

惮捆确定地 中小型楠遭 t事踊确定蚀变 1. 5 万-1* 6 干

"缸~舰片 ..体边界及 '译，虞矿 '缸里耀恨，确 t苟.大到 l' 2

相豆关" 掏遭分析 定矿化点缸里 于】应用于全过程

'考'海主要 1. 3 万-1' 5 万

红"扫描片 蝠It体.划分
对棉遭高一定反

划分蚀变' 主要应用于矿

火山蕾帽带
贱..考'海

化蚀变'译

固定主要 中畴"曾蜀反 l' 50 万-1120万..!II. .at矿霄'分析
S性体边界

ιl主主丰要结掏分析
〈曼...虞限制 1

主要费，的 掏遭，与 '化富..势 l' 50 万-1' 20 万
金化棚圈'

吉盒霄'分析 金吉量美矗分析 及有利性分析 〈曼...厦限制1

复合圃'
地质体与黯场. 构造与黯场. 有利远'区 l' 50 万-1'10万

金辑对应分析 盒场对应分析 的回应分析 t受'蟹'度假刨】

(3) 矿化构造的解译s利用放大的] I 6000 影红外图像，对已知金矿床和新发现的金矿

化区的成矿构造详细研究，并与深部勘探结果相结合，探索矿体赋存的掏造规律，指导勘探

工作的开展.例如拾金披金矿床赋存于一组近 EW 向张组性斜列式断裂中，深部有侧伏的

特点.据图像分析指出矿区北部和南部均有此类构造存在，并找到了新的矿化点带，指明了

勘探工作的方向.

3.2.3 蚀变·金矿化带的综合解译

(})主要蚀变岩带的划分z利用 TM 比值合成倩且提取回像和红外细分光谱扫描图像，

对区内主要蚀变费带进行解译和初步分笑，大致确定蚀变岩带的分布状况，并与构造条件结

合分析，提出有利于金矿化的蚀变街带重点调研区.

(2)含金蚀变告带的识别z应予彰红外航片对上述重要蚀变着带详细观察，若有石英脉

和古采坑存在，则有热穰蚀变活动就金矿化存在.选择较好的蚀变·矿化影像区进行野外调

查，取得分析含金情况，确定蚀变矿化的远景.两年多来，经位查170 多条解译的蚀变带，准

确率达 ~OO%，其中有 70 多条蚀变带含金大于lOX ]0·'，有 20 多条含金 1-32XI0-'，有的

具有一定工业远景，如THO， T1BS.T172 等蚀变矿化带.

3.3 "外调查险证

13



野外调查验证是取得地质找矿效果关键环节.主要内容有 2

3.3.1 测制主要地质剖面 选择育代表性的剖面进行1 I 5000 实测.并系统采集各类样

品，建立地层层序.对前人资料要尽量使用.但要经过图像对比与检查.

3.3.2 路线剖面调查 一般选择地质体复杂的路线进行，其密度根据图像清晰度和分辩效

果而定，在北山这样的地区为5%-20%左右.重要地段则加密到(可达80%). 一般每一地

质体有 1-3个观测点，大而复杂的地质体则要数卡个点.

3.3.3 矿化、蚀变帘的检查 在全面实地观测已知矿化点带建立影像特征的基础上.选择

具有明显矿化标志(如古采坑).和蚀变带成矿条件好、规替大的重点检查.

3.3.4 取样工作 对主要地质体、蚀变矿化带均采取一定量样品，以能解决地质矿化问题

而定，要尽可能用已有资料.

3.4 遥感地质矿产田件的解译编嗣

3.4.1 地质解译成围的基本原则

主要参考 1 I 5 万区调翅范制定解译成图技术规则

(1)地层的解译划分 z 以岩组为基础划分地层，以沉积相、变质相类型及其组合特点为依

据.将同一时代的岩组作为一个地层单元划出.各岩性段或岩组以相变界线和岩性花纹划

出，以利阅读和理解.并尽量细分地层.有意义的地层放大表示.尤其对火山岩、碳酸盐岩类

重点表示出来.

(2)侵入岩解译划分 z主要按影像特点划分岩体.按侵入关系和同位素年龄值划分期次

和系列，所有的侵入岩都用花纹表示告性.

(3)构造的解译划分 z裙皱和断裂以解译为主划出.其性质和产状以田像特征结合调查

结果判定.断裂在 1 • 5 万图上分为两级，在 1 • 10 万图上分为四级，便于分析构造性质.结

合韧性剪切构造理论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并以不同的花纹表示出来.对于环形构造，按其地

质意义表示出成因，

(4)物化探工作 s主要利用巳往资料，用固像处理的方法增强和提取信息，并把异常区划

分出来.

3.4.2 地步和矿产解译成回程序如下g

(1)初步解译成固z据初期 MSS 固像编译 1 • 10 万区域地质草田，建立解译标志，然后

据 1 • 5 万 TM 合成固像，丁M 比值合成图像和编制的 1 • 5 万彩红外航片固像分幅尊译 1 I

5 万地质固和蚀变岩分布固.同时将 1 • 2.5 万影红外航片立体镜下的观察和红外细分光谱

扫描困像的解译结果转给到 1 I 5 万 TM 图像的解译图上，形成综合地质矿产尊回.

(2)根据初译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剖面检查和重点地段调查，建立准确解译标志，修正因

件内容.

(3)正式编绘遥感地质圆 z 以商精度 1 • 5 万 TM 图像和 1 • 5 万地形图为基准，将各种

解译结果精确地绘制在一张固上.每幅图件的解译都要经过二人三次以上的反复解译检查，

提高解译程度.

(4 )1 I 5 万遥感矿产固的编制 z 以遥感地质固为底田，将蚀变带、矿化产地及化探肇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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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图上.蚀变类型以调研结果为准，未经位查的蚀变带以图像色调所反映的蚀变类型推

断表示.

(5 )1 , 10 万遥感构造地质回编制 g 以 1 ' 5 万遥感地质图描绘删减编制，图中充分表示

出各种构造要来，并把一些主要观点反映在困上，如构造单元名称及性质、韧性剪切构造类

型等.这种比例尺图件，可以既概括又较详细反映区内构造待点，有利于使用和分析.

(6 )1 ' 10 万金成矿规律及预测田编制 z 以 1 I 10 构造因为底图，突出与矿产有关的信

息.如蚀变带.金矿层位.矿产地筝，划分成矿远景区和找矿靶区.这样编制可明确看出矿产

与地质构造背景之间关系，有利于分析成矿规律，提高预测效果.

4 遥感基础地质研究的主要新进展

多层次遥感图像和多元地学数据分析技术为解决基础地质问题提供了立体化的丰富的

信息源.使区内存在的一些较大地质问题得到进一步认识和解决.

4. I 地层遥感地质研究

建立了研究区各时代地层岩组的遥感解译标志，总结了各类岩石披谱特征.应用岩组划

分方法，结合沉积相、变质相和时代对比，建立了区内地层系统，划出 38 个不同时代的岩组

地层单位.归纳为 18 种主要的具有不同建造特点的岩石组合.地层界线的确定更准确了一

步.

在应用遥感影像特征对比和岩石化学、稀土配分模型、同位素地质等手段，解决一些地

层的划分对比及归属方面有了重大进展.如将前人所定的"奥陶-志留系"解体，如j出了前长

城系白罐子群、长城系明舒井群及上奥陶统白石蛤群等层位，并分别论述了第建造性质，从

而确定了该区有"古陆块"和下古生代裂谷地惰的存在.另外对花牛山群也进行了详细划分

等等.同时确定了九个有利成矿的含 Au、u 层位.

4.2 岩体遥感地质研究

在系统总结各种岩体温感波谱特征及解译标志的基础上，结合多组新的年盼数据.将区

内侵入者划分为三大期，六个旋回，十三次侵入活动的岩浆活动序列，从而统-了区内着体

的期次划分方法.应用矿物学.岩石化学、稀土配分、同位素地质及Rb-Sr 比值等方法，将区

内中磁性岩体分为地壳同熔型和陆壳改造型两大类型，鲸形成环境分为造山型和非造山型

(A 型).认为题基性、基性绪是上地慢部分重筋的产物，基性脉者是玄武岩浆分离结晶形

成.在系统研究区内主要岩体地质特征基础上，应用金丰度和副矿物{如磁铁矿}金含量等综

合指标，划出了区内有利的产金岩体和富铀岩体.

4.3 构遭遇感地属研究

构造是北山地区图像中反映.为直观的现象之-，利用不同待点的回像可识别各种构

造的规模、形态和性质.通过大量构造地质解译和综合分析，建立区内断裂构造的格局和层

次，将北山南带解体为6 个次级构造单元，提出该带是一条曲陆缘发展到陆内的多朋裂谷活

动带.解译出各种规惧的断裂千余条，进行了大小规模及韧性、细胞慨和胞性分类，划出17

条大型韧性-脆性叠加断裂带和三条韧性变形带.解译出环形构造43 个，并进行成因分类，

]5



提出国民罐山环形火山构造区是找铀的重要地区.应用地球物理数擎的图像分析结果，证实了

黑山爆推复体及自罐子逆冲构造的存在.另外还系统论述了区内掏造发展演化及菱形构造

格局对金、铀矿化的撞制关系.

5 金、铀矿化遥感地质研究及成矿预测

,j I 川 15 2" 泣 I I'.

‘

C2J'曰 2z Tm ‘ 1~15因 6日 7日 n曰 9囱
图 2 甘肃:It山南带{西段}主要断裂·巨型菱形，遭键体锦造与金矿化分布简回

1 主田野裂" .2. 一般大断提 .3. 剪切平'断费'‘主压应jJ方向 .5. 主剪应为方向，

6. 主要环形构造，'/，主要章，康.r优点， 8..、钮，靡(伴生盒】 .9 第四赢'量区 .10，金成，有利构造区At蝠i'.

'、东西向大型深断裂是主要导矿构造，它们都具有组模大，多朋活动和断裂带内.镀

岩化、蚀变岩租岩脉十分发育的特点.影像上有明显的地貌和色调异常.

·、次级断裂构造是主要的容矿构造，它们与主断裂平行或交角出现，在变it区是矿化

富集部位.

N 、有利于金矿化的回岩是各种火山岩及晚期中醺性岩体

V ，断裂与有利的圈岩(如火山着〉吏切时，金矿化明显富集.

"、信息提取回像上洗兰色-兰绿色异常色调区，显示有蚀变辑的存在，而影像上古莱坑

的出现，表明有金矿化的存在.

VI 、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绿混石化及碳醺盐化是有利的蚀变类型，褐铁矿化石英

脉f红色石英脉}是金矿化脉的直接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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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飞'且磁图像上反映的磁性体边界过藏区.反映了成矿的惕性变异带.化援团像异常区

是有远It的区段.

5. I. 2 金成矿预测

预测依据 z应用地质成矿理论与遁事多if信息综合分析的方法，是当今成矿预测的最佳

手段.莫内容包括.金矿化遥感彭像模型研究、金矿化的基本地质条件分析、各钩造单元的成

矿有利性比较、含矿层位与富金岩体的分析、断裂构造{分为泼、中、深}层次与矿化的关系、

物位探成果的分析研究等等.其中成矿地质条件分析是寻找中大型矿产地的基毡，而地表矿

化点的存在是重要的线索和入门.

很据上述原则 z将区内划分为四大矿化类型〈石英脉型，石英脉十蚀变岩型，蚀变岩型及

砂卡岩型}、三个级别的十七个成矿远景区，并进一步指出 67 处最有利的区段，找到了新的

金矿化点带，如T41 、 TIIO 等蚀变-矿化带，均具有一定的规模的远景，含金品位 1~20X 10"

以上.个别样品达 11 X 10'以上，找矿效果极佳，勘探部门已据此立项，开展进一步工作，另

外，应用矿床模型对比和专家认识为依据，提出了区内两条主要金成矿带的金榕在资源量具

有 152 吨的认识.

5.2 铀矿地质特征及Ji1矿远景分析

本次遥感地质调查中主要结合前人资料，对铀矿成矿地质条件进行了初步研究

5.2. I 铀矿化类型及地质特征

区内铀矿化主要有热液型、火山岩型和沉职改造型.热液型主要与加里东巾晚朗和华力

西湖酸、碱性岩体有关，蚀变强，但矿化规模小，晶位变化大.火山岩型主要与k混盆统殴墩

山组中酸性火山岩有关，该层位火山机钩发育，含铀量高，值得研究.沉权改造型主要与震且

寒武盖层中的含 P、V、U 的炭泥层和泥盆系砂岩中的铀矿化有关，

5.2.2 铀矿化远景简析

据现有资料，热液型比较分霞，图像上反映的铀矿化蚀变不够连续，现模小，远景不大‘

砂着型矿化也因分布局限.改造环缠较差而难以有大的发现.

值得重视的是辙辙山地区的火山机掬发育区，其环形构造~地质特征与江西相山铀矿

阁成矿环境很相似.目前已在火山岩中发现了晶位较富的火山热液型铀矿化，如1410(89),

具有较有利的找矿条件和前景，应投入进一步工作.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I)多层次遥感固像和多源地学信息可形成立体化的回像观测系统，为地质矿产解译提

供大量新依据，可促进地质找矿工作的深入开展.

(2)应用现代综合遥感技术首次开展大面现1 • 5 万地质矿产调查是成功的，全面超额

完成预定任务，其成果已在核工业、地矿、有色金属等部门应用，新发现的矿化蚀变带中布八

处金矿产地巳立项工作，有的经初步勘镣已达中型规模，充分显示了其速度侠、成本低、质量

高、效果显著的优势，是值得推广的先进技术，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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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图像的计算机蜻量相信息提取技术是援取更多地质矿产值息的关键环节.t槐

波谱待征和识别标志的研究，确立合理的图像处理方囊.可取得离质量图像成果，而矗惑地

质人员拿蟹这些基本理论和技术是深化认识图像信息、搞好地质矿产解译的基础.

(4)野外调查验证是量'地质工作的重要基础工作..译成果的可.性要由第一性资料

证实.lt检查J点线的密度，应银撞撞质构造复盖面霍度.图像显示放果和工作目的要求而定，应

以.li良主要地质问题和安出找矿效果为中心开履.

(5)应用新的地质找矿理论相综合遥感饵译成田方法，是提高遇惑地质研究水平的重要

途径，可有效尴指导基罐罐质工作的开晨和成矿预测.

俑):.ft山南带是一条发育在古陆边缘的多旋回裂谷活动帘，形成了复擎的襄谷式火山

沉积建造和多期次构造着蒙活动，这是形成区内金及多金属矿产的有利基础条件，项目研究

成果表明，北山南带具有较好的金、铀找矿远景.

(7)本区金的找矿方向主要是石英脉型、石英脉+蚀变岩堕租蚀变岩型.铀矿则以火山

去-热液型为主攻方向.

(8)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不但可及时将各阶段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且促进了科研工

作的深入，提高了研究水平.

6.2 建议

{口进一步开展各成矿远景区和67 个找矿靶区更大比例尺的普查找矿工作，尤其重视

I • I 类理区的揭露和深部勘探.例伽Tl I0、T4 1 、T1 72.TI28 等蚀变-矿化带等.

(2)对解译出的大量构造蚀变岩带应进行全面检查、验证.进-步划分蚀变类型，研究含

矿性和成矿类型，可望在找蚀变岩+石英脉型矿化方面有更多的发现.

(3) :.ft山南带的找铀工作应以敬敬山火山~环形构造区作为主要目标.

(4 }J • 5 万地质图和矿产图是详细调查国土资源.有效的为国民经济黯务的重要基础

资料，应广逻应用现代综合遥感技术开展 1 I 5 万区调工作.

该项目是国家计委协调确立，核工业地质局下达的重点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得到核工业

地质局、西北地勘局和全国遥感地质工作协调小组的领导关怀初支持，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

技术物理所、中国工业航空公司一分公司大力协作和核工业 212 大队、甘肃洒泉地调队、甘

肃遥感站、甘肃有色地质所、北京大学遥感所等单位的帮助下，圆满超额完成任务.参加该项

目主要人员还有 z古抗衡、回志永、李卫江、如l林、赵希刚、杨瑞木、钗志商、罗鸣饰、韩智敏、徐

纯江等同志.项目顾问&泽民和弥建勇高级工程师及时给予了指导，还多吹得到黄士杰、王

世琼、倪克平、孙圭、陈椒德、赵it和.李精之、篇文静、，崛福楠、李纪纲.杨雨、李谨倏、郑亚东

等领导何专家、教蟹的支持与指导，在此一并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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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3丁 桐'雹牛，严笛息矗"匾画·式...与地质.I_.I-Z

[‘: -吏晴.a天缸空矗'锺求在盒、....章中的应用'变..A..~量...舍ill最宽.JM。

19



c
甘巅fill*..1I…a面'董
-.舍遇..*在霄'龙山..

们，万地属调查...金..中鲍鹰...!It

原子ad:届世出觑

(t:. Z1D1..l
中国篝串串篝报告.....

辘...篝术情报研究所印刷

食

开事 1，U lotZ 1/11 • IJ. I .字'路子，

l，n.7 月寞..-. ·1'93.7 月t:..-!kIJII

ISBN 7·5022·0133呻

TL·5.,



OtINA MJCLEAR SCIENCE &. TECHNOLOGY REPORT

@
.…………………………………………………………………-.r "" .· "" .

: TM 呻ort is 蝴刨怡∞仰帆伽刷s are reser回.51阳阳ion :

: 01 a 即回阳 ~Iication 町lies the II剧目 otthe ex伽sive pwlic;l阳 :· "r蝴1t from the at灿JrlS i tQ ll1e PI刷国审. No pari 01 tm 阳邮c.，t;.:，n .exe，酬 :.
抽sltaet. may be r，句>rOOlced. stor四If!甸ta bar也s or transmiUed in any :

form or by 3llY 帽耐·刨ectronic.时朋耐·阳。啕闸.reeor伺晴 :

0阳m也唰thout the pr阳 _ilten 阳mission 01 the plti刨阳-om i
'陆Jelear In阳malion centre. and'or Alomic Energy Press. VioL"tiα\s la目:

'lftleI' !he prosecution act 01 the C佣W塌lI law 01α，阔.n赔 αliM Nuclear :-M阳nation cer榈树 Atom蛇 E叫y Press d口 nol ac明t any :

呻刷刷Iy 'or loss 例阳咿而向阳 h 帽 ofmtmmtm :-C饵lained in any 01 i怡『即oris or in any COlT田M忧alion aboul ils test or :-investigations. :...…..………………………………….............4...................·

,RMZ句
a
-

‘aEa,au-av
-
-
一-
a
o

'a-Rd·-'Enu--sru7-TNFnuF31·

P.O.Box 2103

J
Z
a
z
飞
A••

‘
1,,
q

Beijing, China

CentreChina Nuclear Infor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