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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盆地南缘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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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长张静波宣艳秀芮本善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100029) 

摘要

以伊犁盆地为例，系统地总结了层问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床勘查

的遥感技术方法。首先，详细地阐述了科学试验卫星像片的二次开发

研究，计算机三维立体模拟显示及多参数特征提取的原理、方法、步

骤和取得明显影像效果;其次，综合研究了不同级别的远景地段在不

同类型影像上的特征，深入分析了远景地段影像特征的内涵及地质

意义，建立了远景地段影像特征及识别标志，并据此对远景地段影像

特征进行了识别。基于上述研究成果，采用层层剥笋、步步深入、逐

次缩小范围的方法，对伊犁盆地从区域成矿远景、有利地段(靶区)

到矿区范围有利勘探地段进行了逐次分级预测。该项研究在层间氧

化带型砂岩铀矿找矿应用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取得了很好的

验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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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Prospecting 

Methods Of Interl ayer Oxidation Zone Type Sandstone 
U ranium Deposit In Yil 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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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Dechang ZHANG Jingbo XUAN Yanxiu RUI Benshan 

C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 CNNC , 100029) 

ABSTRACT 

Taking Yili Basin as an example ,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method of 

interlayer oxidation zone type sandstone uranium deposit have systematically been 

summarized. Firstly , principle , m~thods and procedures of the seco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al satellite photograph have been elaborated in detail. Three 

dimensional stereo simulation , display , and multi-parameters extraction have been 

recommended. Secondarily , the research is focused on prospective section ìmage 

features ìn different type images and their geological implications and on 

establishing recognition keys of promising areas. Finally , based on above research 

results , three graded predictions , i. e. regional prospect , promising sections and 

favourable location in the deposit have been made step by step and reconnaissance 

and prospecting range are gradually reduced. The practice has indicated that 

breakthroug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application to prospect prognosis of 

interlayer oxidation zone type sandstone uranium deposit and good verified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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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遥感技术方法研究

1. 1 科学试验卫星像片的二次开发及应用

科学试验卫星像片与多光谱扫描仪 (MSS) 和专题成像扫描仪 (TM) 数据不同，它提

供的信息不是以数据的格式，而是以像片或软片的形式。为了进一步扩展科学试验卫星像

片的应用，充分发挥科学试验卫星数据源的优势和弥补其不足，对其进行二次开发是很有

价值的。

1. 1. 1 二次开发的原理

影像可分成两大类:即数字影像和模拟影像。科学试验卫星影像属亮度连续变化的模

拟影像，是无法用数字计算机直接进行处理的。为了应用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增强和提取

有用的信息，就必须对模拟记录格式进行转换。其原理就是把模拟记录格式转换成数字记

录格式。它是通过采样(将连续亮度变化信息转换为离散的抽样点〉、量化(把采样后每个

像元点的亮度值离散化为有限个整数值，一般为 0---255)来完成的。

1. 1. 2 二次开发的内容

二次开发的内容一方面是针对科学试验卫星影像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扬其所长，充分

发挥其优势来开发的。概括起来是:把像片(软片〉的模拟数据源格式转换成数字数据源

格式;把原始的黑白像片转换成伪彩色像片;对转换后的数据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增强

和提取有用信息;进行方位校正;制作立体影像图等。

(1)数据调格式的转换

数据惊格式转换是把像片形式转换成数字格式，借助于扫描输入，利用反射光、透射

光及不同滤光片的组合，获得多个数字数据记录的影像，为计算机图像处理提供了基础数

据源。

(2) 彩色转换

人的眼睛对彩色的分辨能力比对黑白灰度的分辨能力要大得多。因此，将黑白影像转

换成彩色像片，将会大大提高人们对影像的解像能力，将原始的科学试验卫星黑白像片转

换成彩色影像，可以通过各种变换和拉伸方法来实现(参见图 1户，也可以来用假影色技

术来获得。

(3)转换后的数据处理

科学试验卫星像片二次开发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对格式转换后的影像数据进行计算处

理，增强和提取有用信息。也可以将科学试验卫星数据与其他类型数据进行复合，集多晾

数据各自的优点，以获得更好的影像效果。如:将科学试验卫星数据与陆地卫星数据进行

复合(参见图 2)' ，取得了很好的影像效果。也可以选用不同波段，应用不同的组合方法获

得多片种的复合影像。

(4)影像的方位旋转

由于科学试验卫星飞行轨道为北西向，因而所拍摄的影像方位不是正南北方向的，应

用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对科学试验卫星影像进行方位校正，为地质分析及解译图编制提供

了一张与地理坐标的南北方向一致的影像。

e 由于印刷原因在此仅提供黑白照片。图 4-7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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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学试验卫星黑白像片经转换而成

的彩色合成影像

(5) 立体影像的制作

图 2 彩色合成影像 (MSS4，全色科学试验

卫星像片， MSS的

立体影像的制作是发挥科学试验卫星的优势，利用科学试验卫星相邻两张像片重叠率

达 70%的优点来制作的，它是根据立体像对的原理制成的。科学试验卫星立体影像的制作，

对了解矿区地表形态模型和构造解译提供了更为直观的信息。

1.1.3 二次开发影像的应用

通过对科学试验卫星像片的二次开发处理，获得了一套高质量的影像和一些应用科学

试验卫星原始黑白影像所不能达到的解译效果。

其中最突出的效果是根据处理的影像，解译了一条影色异常带，它是由深浅不同的色

调组成的，呈东西向带状展布，分布在盆地的南缘(如图 1 ， 2 所示〉。

野外验证和综合分析表明，这条彩色异常带是一条构造富水带。深入研究彩色异常带

与铀矿化关系，发现所有的已知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床都是沿着这条彩色异常带靠近盆地一

侧分布的(如图 3 所示)，而不是沿着盆地边缘分布的。这充分说明了其对铀矿床的分布具

有重要的控制作用，是区域找矿的直接标志。这就使我们对铀矿化分布规律的认识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

1.2 计算机三维立体模拟显示

计算机三维立体模拟引入地质找矿领域，既能够形象、直观地显示矿区地表三维立体

地貌特征，又能逼真地反映地下地质层体的形态特征。根据遥感、地质、物化探、钻孔等

多种资料，建立该区地质体的三维空间模型，真实、全面地反映了研究区的地表地貌特征，

及深部的各种地质体(如岩体、地层、构造、矿体等〉的形态特征、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相

互关系，为综合预测分析提供了重要信息。

1.2.1 地表三维模拟显示

地表三维立体模拟显示是建立在 DEM 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基础上

的。

DEM 的生成方法，主要有人工网格法、等值线插值法、三角网格法、曲面拟合法及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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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解译的彩色异常与铀矿化关系示意图

体像对法。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三角网格法及立体像对提取高程方法，其优点是形成的

DEM 精度高、速度快，保证了与其它数据源配准的精度。

(1)三角网格法 (Triangulated lrregular Network) 

其原理为:对有限个离散点，将每三个最邻近点连接成三角形，每个三角形代表一个

局部平面，再根据每个平面方程计算网格点高程，生成 DEM 模型。

其步骤是:

a. 利用扫描仪扫入研究区的等值钱图件;

b. 将扫描输入的二值图进行半自动矢量化，形成一个包含有有限个离散数据点文件

(或直接用数字化仪输入等值线) ; 

c. 进行三角网格化，建立数字高程模型。

(2) 立体像对法

该方法是利用航空或航天摄影像片的立体像对原理，结合一般的视差模型，自动选配

左右相邻两张影像的对应点，形成立体模型(如图 4 所示)。

其步骤如下 z

a. 立体像对像片扫描输入

b. 几何校正及配准

c. 高程提取

d. 三角网格化

e. 生成 DEM

L 高程校正

5 



1.2.2 .:p.星像片三维模拟显示

(1) DEM 与 MSS 影像、科学试验E星像片的

配准。

(2) DEM 与 U ， Th , K 等航放数据的配准。

(3) DEM 与地质图的配准。

1.2.3 深部三维模拟显示

为了全面地、真实地、形象地反映深部构造、

地层、矿体及钻孔位置等的空间分布以及它们之

间的相互关系，应用计算机系统建立了该区深部

的三维立体模型。

(1)建立深部三维模型的原理

三维空间的图形或图像的描述方法是将一定

范围的面积分割成若干个小区域，每一个小区域

称一个栅格 (Grid) 或像素 (Pixel) ，其平面位置用

坐标 x ， y 表示，该点的特征属性用数码表示。而

图 4 应用科学试验卫星像片制作

的立体模型

三维图形或图像是将研究对象分割成若干个"体素" (Voxel)，空间位置以 x ， y , z 表示，这

些体素的积木式组合即构成了研究对象的三维形态特征，在计算机中应用投影方式反映出

来，在空间上的每一个体素具有一种或多种属性，以不同的数码表示，研究对象中的任一

体素的数学表达式为 z

V oxel CiJ Cj) Ck): 

{X (iJ, y Cj), z (k) , Attr (口， Attr (2) ,…, Attr (m)} 

其中 X ， y , z 为该体素的空间三维坐标， Attr (m) 为该体素的第 m个变量特征属性。

(2) 数据的采集和预处理

采集的数据包括各种地质、钻探、坑探资料，以及各种物化探数据:将收集到的这些

资料在确定坐标系统，统一单位分辨率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格式输入。然后对收集到的数据

进行特征属性划分，确定已知控制点属性的分布。井测出每→属性控制点的坐标，形成如

下格式的数据文件(. dat): 

Attribute: Sandstone; 

Unit m 

XI YI ZJ 

Xz Yz Zz 

X n Yn Z. 

对每一特征属性赋予一个相应的颜色，生成一个相应的颜色代码表文件(. ctr) ，最后

生成一个三维图形的数据文件(. hdf)。

(3) 地下三维立体模型的建立

应用预处理的数据，在 Geo Voxel 三维图形图像显示分析系统上，建立该区探部三维立

体模型(如图 5 ，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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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卷状矿体三维立体形态 图 6 矿体与地层关系三维立体图

1.2.4 结果及分析

建立三维立体模型的明显优点就是(1)从不同角度对地下成矿环境、各种地质体进

行"漫游" (2) 对任意方向切面〈剖面)进行分析，以及对研究区地层的顶底板形态进行

剥层分析(3)对空间任意点的特征属性进行测量，计算体积和表面积 I (4) 对两种属性

进行相关分析 (5) 动态显示三维立体模型以及通过改变颜色和光照参数，产生不同的视

觉效果等，使人们能直观地观察到深部地层、矿体等的三维空间形态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由

干该方法采用的软件是模块的方式，因此，随着勘探工作的进展，可以随时不断地补充新

的勘探资料，进行新的一轮模拟，不断更新认识，实现铀矿勘探的计算机管理。

通过对 512 矿区的深部三维立体模拟显示，我们直观地掌握了矿体和地层的三维空间

形态、产状、分布规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了该区矿体的赋存规律，弄清了卷状

矿体的形态和侧状方向。有效地指导了勘探工程的布置，提高了勘探水平和效果。

1.3 多参数特征提取

在目前的遥感研究中，选择最佳的数据组合、提取各种有用参数，卓有成效地反映研

究目标的特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此次研究中，各种特征参数的获取是利用该区的航空放射性测量的铀、址、何及总量

数据以及陆地卫星数据进行提取的。其步骤如下:

l. 3.1 能谱数据的开发

(1)能谱数据的预处理

a. 插值与网格化

b. 影像显示

(2) 能谱影像数据处理

a. 线性拉伸

b. 比值处理

1.3.2 陆地卫星影像数据处理

(1)彩色合成

7 



(2) KL 变换

1.3.3 多参数特征的提取

应用图像处理方法对经过预处理后的能谱影

像数据和陆地卫星影像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增强

和提取反映某种地质特征的各种参数图。方法如

下:

(1)多惊原始影像数据复合处理。

(2) 多惊原始数据的数字运算、提取特征参

数，形成特征参数影像图(如图 7 所示)。

1.3.4 多参数影像的解译与分析

通过能谱数据的开发，获得了各种特征参数

的影像图，这些影像图的解译和分析，对认识该区

的地质特征是很有意义的。利用这些不同参数影

像图，识别了伊犁盆地南缘的排泄区，确定了局部

排地带，对寻找和预测层间氧化带可地浸砂岩型

铀矿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远景地段影像特征及识别

2. 1 相对稳定区和活动区影像特征及识别

2.1.1 相对稳定区和活动区的影像特征研究

图 7 PCl. 2. 3 影像

相对稳定区在 MSS7 、 5 、 4 波段的彩色合成影像上，影像色调均匀，表现为均一的灰

白色调，影像结构也较单一。而构造相对活动区，则色调多样，纹理结构也比较复杂，表

现为一片斑杂的彩色图像。

2. 1. 2 相对稳定区和活动区的识别

相对稳定区和活动区的识别是通过影像特征分析解译来实现的。均匀、单一的影像色

调是构造单一，地层延伸稳定，地层产状平缓(一般为 100 ，..，." 14 0 ) 的反映。而在活动区，由

于构造活动相对强烈，地层产状变陡，有的近于直立，甚至倒转，因此影像色调和影像结

构特征反映的是多层不同岩性以及断裂构造的影像特征，所以，影像结构也就显得复杂、多

样化。

据此了解到，构造相对稳定区主要分布在盆地南缘西段，而相对活动区则主要分布在

盆地的南缘东段。

2.2 补给区、径流区及排泄区的影像特征及识别

2.2.1 补给区、径流区及排泄区的影像特征研究

补给区、径流区和排泄区在 KL 处理的影像上分别表现为三条不同颜色带，由盆地边缘

向中心依次为紫蓝、红橙色、绿色和蓝色，呈东西向带状分布，总体与盆地边缘平行。

补给区、径流区及排世区在能谱影像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在 U ， Th ， K 的影色合

成能谱影像上，根据影像色调可以分出几个大的区域。它们分别与补给区、径流区及排泄

区相对应，其中与补给区对应的影像特征总体上表现为亮度中等的浅绿黄色，夹浅蓝色条

带;与径流区相对应的影像特征则以暗色为主，局部夹有红色和蓝色亮点或条带;而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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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则以蓝色为主，三者表现为不同的参数特征的影像。

2.2.2 补给区、径流区及排泄区的识别

补给区表现为亮度中等的浅绿黄色，夹浅蓝色条带。根据三原色形色合成原理，亮度

中等表明补给区的 U. Th. K 三种元素的含量在整个图像范围内居中。根据色调，该区可

分出 U句Th 相对集中且 Th 稍偏高和 K 相对集中的两类地质单元，它们与该盆地蚀惊区岩

石地球化学分类特征相吻合。

径流区影像特征以暗色调为主，局部夹有红色亮点或条带，说明该区 U-Th-K 总体含

量偏低，可能是该区 U-Th-K 含量较低的第四系覆盖所致。而局部 U 和 K 的集中和明显偏

高，是地表水系和铀异常点所引起。

排泄区多参数影像以蓝色调为主，可能是由于富何的地下水在该区大量排泄，广泛分

布的富饵的水体造成的。

2.3 局部排泄带影像特征及识别

局部排泄带是控制层间氧化带分布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铀矿床定位的重要找矿标志。

因此，研究和识别局部排泄带是寻找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床的核心问题。

2.3.1 局部排泄带影像特征研究

局部排世带在科学试验卫星影像上表现是很明显的。在原始黑白影像上表现为断断续

续出现的黑白影像条带;经二次开发，把科学试验卫星黑白影像变成影色影像并进行增强

和复合处理后，表现为不同彩色的异常带。经综合分析和野外验证，确定它是局部排泄带

在影像上的反映。这种现象在能谱影像上也有清楚的显示。在 PCl 、 2 、 3 影像上表现为深

紫色线状条带(如图 7 所示〕。

2.3.2 局部排世带的识别

(1)彩色异常带的识别是通过二次开发的科学试验卫星影像的解译、类比及排除法来

实现的。局部排泄带与区域排泄带影像特征的对比、要瓦别表明，二者的光谱特征在本质上

是相同的，都是由地下水引起的。因此，可以断定，彩色异常带是一条地下水排泄带。

(2) 局部排泄带是一条构造带

彩色异常带在影像上呈东西向带状延伸，线性特征十分明显，具断裂构造的影像特征。

进一步综合分析该区的地震测量资料时发现，在切过径流区的几条地震测量剖面上，都有

地震法解释的推测断层，逐一确定每条地震剖面的断层位置，发现断层所在的位置与彩色

异常带所在位置吻合。由此确定该彩色异常带是一条区域贯穿性断裂，从而识别了该彩色

异常带是一条构造富水带。

3 成矿远景预测

成矿远景预测包括区域成矿远景预测;有利地段(靶区〕的选择;矿床预测三部分。从

区域成矿远景评价到矿床有利地段预测的分级预测是建立在远景地段影像特征分析及识别

的基础上的。

预测研究是应用多类型遥感图像 CMSS、科学试验卫星)、运用多种技术手段(遥感微

弱信息处理、科学试验卫星影像二次开发、多参数特征提取、三维立体模型显示等).结合

地质研究，采用层层剥笋、步步深入、逐次缩小范围的方法来完成的。其步骤是:

(1)研究盆地南缘补给区、径流区及排泄区的影像特征，圈定控制矿床分布的径流区;



(2) 研究构造相对稳定区和相对活动区的影像特征，划分出对铀成矿环境有利的南缘

西段稳定斜坡带地区;

(3) 研究局部排泄带的影像特征，在径流区中确定控制铀矿床分布的局部排泄带;

(4) 研究有利地段的影像特征，沿局部排泄带优选有利靶区;

(5) 应用计算机三维立体模拟显示，结合矿床地质特征分析，掌握地下矿体的空间分

布规律，预测矿床有利勘探地段。

4 结论

(1)根据二次开发的科学试验卫星像片解译，在伊犁盆地南缘发现了一条彩色异常带，

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这条彩色异常带是局部排泄带在影像上的反映，为一条构造富水带，

它控制了研究区层间氧化带的区域分布 s 受其控制，铀矿化定位在局部排泄带后方的径流

区一侧。首次成功地应用遥感技术在可地浸砂岩型铀矿研究中确定局部排泄带，具有重要

的找矿意义。

(2) 通过对航放数据的处理及与卫星数据的复合处理，成功地提取了反映该区远景地

段的多个特征参数。基于这些多参数特征的解译、比较分析和野外验证，确定了远景地区

的多参数影像特征，为有利靶区的筛选提供了决策依据。

(3) 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建立了伊犁盆地南缘的数字地形立体模型(DTM) ，科

学试验卫星像片和陆地卫星像片立体模型，直观真实地展示了地下矿体的空间分布规律。这

不仅为矿床预测和工程布置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铀矿勘探的计算机管理研究打下了初步

基础。

(4) 通过某矿床系列图件的编制，查明了该矿床矿体的几何形态及空间分布规律，掌

握了三层矿体在平面上、剖面上的相互关系，矿化标高和侧伏方向，为下一步工程布置提

供了依据。

(5) 系统地总结了该区远景地段的影像特征，总结归纳铀成矿时代、分布格式与地质

构造、产铀建造、沉积岩和现代地下水活动等的关系，建立了找矿理论，并据此对该区的

区域成矿远景进行了评价;优选了有利靶区(地段) ;预测了矿床有利部位。预测成果已经

验证，取得了很好的找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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