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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是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应用于可地浸砂岩铀矿

的勘查评价之中，面向非 GIS 专业人员建立桌面型 GIS 应用系统。

总体设计思路是以 ArcView3.2 为开发平台，应用其提供的 AVENUE
语言进行二次开发，在继承已有功能的基础上，根据多源地学信息

管理和综合评价的需要，在平台内通过 AVENUE 语言编写程序代码

增添新的系列功能并形成友好的用户操作界面，更好地实现数据库

管理、信息查询、图形编辑、地质制图、图像处理、空间分析、模

型分析和各种输出等功能。为了更好地管理海量钻孔资料，实现快

速成图，基于 GIS 软件开发了钻孔资料管理成图系统。以海拉尔盆

地西部铀资源勘查项目为例，在建立地、物、化、遥等多源地学信

息数据库的基础上，应用系统软件对研究区砂岩型铀矿的成矿地质

环境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运用证据权重法对其中的克鲁伦

盆地进行了定量预测。该套软件还成功应用于伊犁盆地南缘、松辽

盆地和其他地区的铀资源综合评价。 
 
关键词：砂岩铀矿  信息系统  综合分析  远景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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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ique is applyed to the explo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situ leachable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and the GIS 
application system of desktop is created for non-GIS professionals. ArcView3.2 is 
taken as compositive platform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The secondary design is 
developed through the AVENUE language provided by ArcView3.2 on the software 
function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tegrated evaluation, a series of new functions are appended to the basic platform 
through AVENUE language on a basis of sufficiently inheriting ArcView3.2 
software functions and a friendly graphic user interface is also created, so that the 
system implement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better, including information query, data 
base management, editing graphics, geologic mapping, image processing, spatial 
analysis, model analysis and result output. In order to manage the plenty of borehole 
data better and quickly realize the borehole mapping, a system software of borehole 
data management and mapping on the base of GIS software platform is developed. 
The system software has been applied to uranium survey project in the west of 
Hailaer basin. Based on multi-source geoscience information database including 
geologic, geophysical, geochemical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the system software 
has been used to perform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spatial data for realizing the deep 
analysis and studies of the metallogenic geologic environments of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the Kelulun basin, the weights of evidence analysis have been used 
to quantitatively predict the prospective areas of sandstone uranium deposits. 
Information system has also been applied to the integrated evaluation of uranium 
resource in the south of Yili basin, Songliao basin and other areas. 

Key words: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ed analysis,   
Predicting of prospectiv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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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地浸采铀是铀采矿史上的一次重大技术革命，它使许多低品位砂岩型铀资源变成可利

用的财富，且经济利益显著；寻找可地浸砂岩铀矿已成为世界铀资源勘查领域的主攻方向。

铀资源评价的过程就是信息的搜集、整理、处理、成矿信息的提取、综合分析、成矿靶区

的确定以及成果表示的过程。作为空间管理信息系统的 GIS，其应用可贯穿于铀资源评价

的整个过程，表现出传统方法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GIS）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加拿大学者 Tomlison 首先提出 GIS 的概念

和理论。GIS 作为一种计算机技术系统，可对地球空间数据进行采集、存储、检索、分析、

建模、显示和输出，是集地理学、测绘学、遥感学、空间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

管理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它具有如下两个显著特点：（1）不仅像传统数据库管理

系统那样管理数字和属性信息，而且还可以管理图形信息；（2）可以通过各种空间分析

方法对各种不同的空间信息进行综合解释，解决空间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在一定的

区域内发生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地学的各个领域都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因此 GIS 被广泛

地应用于地学中。在矿产资源勘查评价领域，GIS 提供了在计算机辅助下对地质、地理、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等多源地学信息进行集成管理、有效综合与分析的能力，成为

改变传统矿产资源评价方法的有利工具。 

1  立项背景  

在可地浸砂岩铀矿的科研和生产工作中，在同一地区常常同时开展不同比例尺的地质

（包括地质填图、钻孔岩心编录、区调等内容）、物化探、遥感等综合工作，也常常收集

到石油、煤炭等部门的大量地质、物化探、井中物探、岩石物性参数、水文及地质编录等

数据和资料。由于数据量巨大，门类繁多，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特别是生产单位在野外施

工现场，对数据进行统一操作管理，适时处理解释，成图及综合评价就显得更不方便，在

自动成图方面也很不完善。此外，有些资料的解释相互独立、互相矛盾、互相脱节的现象

还普遍存在。在以往的地质工作中，常常把各种资料凭经验人为地进行目视对比和综合分

析，通常有许多隐含的成矿信息被遗漏，在已有的资料中许多成矿信息难以提取，导致不

良的找矿效益。如何科学有效地综合利用这些资料，快速、准确地提取铀矿化信息，已成

为铀矿地质工作者面临的难题之一。 
在找矿难度日益加大的今天，铀资源预测走向综合是一个普遍的必然趋势，作为空间

管理信息系统的 GIS 的出现，为实施铀资源预测的现代化、智能化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众

所周知，目前市场上的主要 GIS 软件（如 MapInfo，MapGIS 等）都是通用软件，即可用

于与地理信息有关的任何应用中；提供的数据处理、管理、空间分析等功能还不能完全满

足矿产资源评价的需要；同样，基于 GIS 的空间分析方法，如证据加权、模糊逻辑等的实

现都需要在通用软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总之，目前国内外还没有根据铀资源勘查评

价特点而进行开发和设计的商品化软件。 
为解决上述核地质科研和生产中面临的问题，急需要研制一种集数据管理、自动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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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综合评价于一体，且使用方便的信息系统软件，这不仅符合目前资源评价发展方向，

同时又满足迫切的现实需求；这将有利于资料的统一管理和使用，加快铀矿地质勘查工作

的数字化、信息化、现代化建设，极大地提高铀矿地质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加快战略选区

的速度，提高铀资源预测精度。 

2  开发软件环境 

所谓地理信息系统平台（GIS Platform）是指具有数据输入、编辑、结构化存储、处理、

查询分析、输出、二次开发、数据交换等全套功能的 GIS 软件产品。目前占据一定市场份

额的 GIS 软件均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MGE，ArcInfo，ArcView 系统稳定，并在矢量数

据拓扑、叠加、矢量向栅格转换、图层显示和管理、空间分析，以及属性数据管理等方面

有其优势；MapInfo 系统简单适用，其点、线、面可成同一图层性、自动式坐标标点性、

面形数据与线形数据互变性、矢量数据的无拓扑性，以及图的编辑性是其优势所在；国产

MapGIS 在图形矢量化、编辑功能、软件功能模块价格、特别是在成图的编辑方面是其他

软件所不及的。尽管现存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很多，但对于它的研究应用，归纳概括起来

有二种情况；一是利用 GIS 软件处理用户的数据，只是简单利用其图形界面功能；二是以

GIS 软件为平台，利用它的开发函数库二次开发出用户专用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本文以 GIS 工具软件 ArcView3.2 为二次开发平台，二次开发程序设计语言为

AVENUE。ArcView3.2 是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简称 ESRI，它被称为世界上 GIS 的拓荒者，同时也是当今 GIS 技术的领先者）推出的普

及型桌面 GIS 软件，其技术先进性是不容质疑的。在 PC 机上，借助于 Win98 或 Win2000
中文版操作系统，ArcView 可实现全面汉化；利用 AVENUE，用户可以重组 ArcView 的

界面和功能，并开发出各种各样具有特定功能的模块。ArcView 主要以图形的方式工作，

操作的交互界面简单直观，易懂易学好用；同时该软件功能非常强大，例如它包含的空间

分析模块将影像文件、网格化数据(栅格数据)带进了 ArcView，从而扩充了 ArcView 可使

用的数据源；该软件平台还可和 ArcInfo，Visual Basic，Visual C++，Access，Excel 等软

件通过动态数据交换等方式进行通讯连接。尽管 ArcInfo 和 MGE（只适用于 Windows NT
操作系统）功能相对更为强大，但因界面复杂，希望非专业人员短时间内能熟练地掌握是

不易的，ArcView 因其具有界面操作简单便于用户使用，又与 ArcInfo 和 MGE 完全兼容，

便于用户开发扩展等特点，特别适宜于广大中小企事业单位的普及型 GIS 应用。 

3  技术原理与关键技术 

本文研究领域属于信息科学和地球科学的交叉领域，总体设计思想是以 GIS 工具软件

ArcView 3.2 为开发平台，应用其提供的 AVENUE 语言进行二次开发，对砂岩铀矿勘查中

取得的各种数据、图件、分析结果和一些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及综合评价模型进行集成；在

继承已有功能的基础上，根据多源地学信息管理和综合评价的需要，在平台内通过

AVENUE 语言增添新的系列功能并形成友好的用户操作界面（汉化界面），更好地实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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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管理、信息查询、图形编辑、地质制图、空间分析和各种输出等功能。根据我国北方

中新生代盆地砂岩型铀矿的找矿需求，利用开发形成的信息系统软件，通过多源信息的综

合及融合，对研究区砂岩型铀矿的成矿地质环境及控矿因素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

进一步缩小铀资源远景勘查靶区；对其中工作程度较高的克鲁伦盆地进行定量评价。 
3. 1  软件开发关键技术 

系统建立包括数据获取、数据库建立、建模、系统集成及界面设计等几个过程。系统

软件属于应用型桌面 GIS，主要面向非 GIS 专业人员；在 ArcView3.2 环境下完成系统的

集成，利用 ArcView3.2 中客户化对话框 (Customize Dialog Box) 完成界面的调整，增删菜

单及其选项、按钮和工具，并实现界面的汉化，充分利用对话设计器（Dialog Designer）
中的各种组件来辅助完成高效友好的用户界面，主要利用 AVENUE 语言实现各模块中的

设计功能。本系统采用模块式结构、菜单、按钮、工具等操作方式，实现完整的图形数据

和属性数据的输入、输出、编辑、检索、转换、分析等一系列功能。系统软件由数据

管理、空间分析、图像处理、地质制图、3D 可视化、MGE 视图、钻孔资料管理成图、 

图 1 系统主界面                                 图 2 属性数据管理与分析界面 

 
 

 
 
 
 
 
 
 
 
 
 

  

图 3 空间数据管理与分析界面                          图 4 制图输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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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统计图表界面                             图 6  3D 可视化分析界面 

程序设计等几部分功能组成，各模块间具有通讯和信息共享的能力。系统软件的所有操作

都是在视窗环境下完成，界面友好直观，操作简单；功能合乎铀资源勘查评价的需要。系

统软件的部分操作界面如图 1～6 所示，软件开发的关键技术具体表现如下：    
(1) 针对铀资源勘查中获取的各种资料的特点，为了方便非 GIS 专业人员使用系统软

件，对 ArcView3.2 的操作界面按功能进行重组，根据需要增添了一系列新功能，形成了

简单友好的可视化界面。系统主界面有以下几个模块组成：空间数据管理与分析 、属性

数据管理与分析 、统计图表 、制图输出 、MGE 视图 、程序段 、对话框设计

器 。主界面主要由系统简介、系统文件、项目管理、窗口等菜单组成。 
(2) 空间数据管理与分析模块的实现。该模块是在继承 ArcView3.2 中的 View 界面整

体轮廓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原来的 View 界面功能进行删减、保留、重组，

设计友好的用户操作界面并增添新的系列功能。其界面由标题栏，文件、图形特征编辑、

视图管理、视图书签、专题、图像分析、图形管理、查询、矢量分析、网格分析、网格转

换、证据权重法、窗口、帮助等功能菜单组成，还包括一系列按钮、工具条、状态栏及工

作窗口。在此视窗下，可完成空间数据的导入、查询、分析、图件的数字化、图件的编辑、

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的交互查询，空间统计、图像处理、图像、矢量、网格数据三种数据

格式的相互转换及矢量数据和网格数据的空间分析变换等一系列实用功能；如空间实体统

计功能，可精确定量统计各地质体空间几何属性（面积、周长、坐标等）；网格统计功能，

显示一个网格专题的统计结果，可统计出所有单元值的总和、 大值、 小值和标准差等

参数；网格数据的线形显示功能，根据用户在网格专题平面上任意画一条直线，可自动生

成剖面图。 
(3) 属性数据管理与分析模块的实现。本模块中的属性数据管理包括数据结构定义、

数据编辑、数据检索、数据结构动态修改等功能；属性数据分析主要包括数值型字段的统

计、计算等。在此界面下，可较好地完成数据库的建立、查询、统计和输出等基本功能。

作者对 ArcView3.2 的 Table 界面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文件”、“编辑”、“字段”、“记

录”、“表格”、“数据查询”、“统计分析”、“窗口” 等功能，和菜单名相关的操

作都位于相应的菜单下，例如“开始编辑”命令功能位于“编辑”菜单下，而“添加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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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功能位于“字段”菜单下。为了适应砂岩铀矿勘查中属性数据管理的需要，作者应用

AVENUE 语言还添置了一系列新功能，如“记录”菜单下的“加序号”——给表格中的记

录加上序号；“字段”菜单下的“字段属性”——该项功能显示字段的属性信息，如名字、

别名、类型、宽度、精度、索引等信息；“表格”菜单下的“DMS-DD”和“DM-DD”——

对经纬度的数据形式进行相应的换算，由 DMS 或 DM，即度分秒或度分的表达形式，变

为 DD 的表达形式，因为只有这种结构才能用“加入事件专题”的方式把点定位于相应的

视图空间，而野外根据 GPS 获得的位置信息好多都是 DMS 或 DM 的形式；“表格”菜单

下的“追加表格”——把一个表格追加到另一个表格的后面合成一个表格。  
(4) 制图输出功能模块的实现。作者在充分继承原有图版（Layout）界面轮廓和功能

的基础上，调整并汉化界面，增添了一系列新的功能：如“图形管理”菜单下的“加文本”

命令——其功能是把一些文本文件的内容放到图版上；加选择记录工具 ——把有选择记

录的表格的选重记录的一些字段内容加到图版上来；视图放缩工具 ——它允许用户在图

版（LayOut）的视图框架（ViewFrame）内定义视图的范围，可进行放大、缩小、移动，

除去了在视图和图版之间来回切换调整视图范围的过程，更加方便。 
(5) 统计图表功能模块的实现。对于属性数据，统计图是将这些信息传递给用户的方

法，采用统计图表示的信息能被用户直观地观察和理解。统计图的主要类型有柱状图、扇

形图、直方图、折线图、散点图等。用户能用统计图高效快速地显示、比较、查询空间图

形的属性数据或表格中数据。统计图表动态地连接到空间图形。例如，当在视图中选择图

形特征时，相关的特征在视图、统计图表中都以突出颜色显示。作者继承了开发软件的统

计图界面的功能，形成了汉化界面。 
(6) MGE 视图模块。该模块提供一个和 MGE 软件进行数据交换的接口，通过该模块

可以把 MGE 中的矢量空间数据读入到 ArcView 系统软件中来。 
(7) 3D 可视化分析模块的实现。该模块是在继承 ArcView 软件 3D analyst extension 的

已有功能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完成了所有英文界面的汉化，并增添了部分软件管理功能。 
(8) 钻孔资料管理成图功能模块的实现。该部分作者应用数据库技术对钻孔资料进行

管理，应用 GIS 技术实现数据库中相应的数据的自动成图。具体方法是，通过 VB 开发钻

孔资料管理系统（界面如图 7 所示），在 GIS 平台中实现柱状图的显示控制操作，其数据

传输接口通过 VB 实现（主要是实现 GIS 与钻孔数据库的数据接口和成图控制，即通过

ADO 接口提取钻孔数据的空间坐标，生成相应的图形）。 
数据库的内容由以下方面组成： 
① 钻孔信息说明表 (Bore_Info)； 
② 钻孔工程记录表 (Geo Engineer)； 
③ 地质编录详细信息表 (Geo_Lith_RS)； 
④ 水文编录详细信息表 (Geo Hdro)； 
⑤ 颜色代码表 (Geo_Color)； 
⑥ 岩性名称符号标准表 (Geo_Lith_Name)； 
⑦ 地层时代名称标准表 (Geo_Age)； 
⑧ 沉积构造标准表（Geo_Struct）； 
⑨ 沉积相名称标准表（Geo_Lith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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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测井数据表（包括放射性、电法等）(Geophysic M)。 

 

图 7 钻孔资料管理数据库图形界面 

数据库具体功能包括：数据记录添加、删除、修改、更新、查询。数据库中各表之间

都有相关关系，钻孔信息表与钻孔地质编录表、水文编录、工程编录、测井数据表之间以

钻孔名称联接，其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即在钻孔信息表中的一个钻孔在其它表中有多项

记录相对应，这样可以方便对钻孔数据进行诸如查询等各种操作，此外使数据库的结构更

为紧凑；同时钻孔地质编录表一些内容可索引标准表（沉积构造标准表、沉积相名称标准

表）中的名称，让用户直接选择。    
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成图包括：钻孔位置平面分布图、柱状图和剖面图、三维立体

图、图廓、文字和符号处理等。其方法是通过数据库中相关记录获取钻孔的空间坐标（平

面 X，Y 和纵向深度 Z）生成相应的图形；钻孔位置分布图中以点或符号表示相应的钻孔。

具体编程实现流程如下： 
(1) 与钻孔资料数据库建立连接； 
(2) 通过 ADO 接口，应用 SQL 语言获取钻孔资料数据库中相关的记录数据； 
(3) 设置绘图区域各内容的位置和范围（对记录中的字段内容对应于图中具体位置）； 
(4) 依据比例尺将位置数据换算成应用图形平台中的制图单位； 
(5) 打开相关的图形符号文件； 
图形、文字和符号处理及生成，符号是通过记录中的代号在符号库中索引出相应图有

符号。在柱状图生成过程中，对放置图形、文字、符号可一次性作为批处理任务完成，也

可以单独对每一属性放置，如单独只生成柱状图、然后写入地质描述文本、再加上柱状图

的标题（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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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铀资源评价的迫切需要，增添了“厚度计算”、“信息自动提取”、“统计分析”、

“坐标换算”等一系列生产单位急需的实用功能。厚度计算：厚度计算：厚度计算：厚度计算：根据编录深度记录，自动计

算每一编录岩层的厚度，不需要用户在数据输入时输入厚度，并且可以减少误差。信息提信息提信息提信息提

取：取：取：取：对所有钻孔数据操作，通过给予的条件提取所有钻孔中符合该条件的数据，如对研究

区第三纪地层厚度提取并生成相应的文件，该文件含有具体的 X，Y 坐标和在该点的第三

纪地层的厚度，数据格式为 X，Y，Z（厚度或高程），这些数据可用于生成厚度等值线图。

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统计分析：主要对地层顶底板高程、厚度等记录进行统计，获取 大值、 小值、平均值、

均方差等，并可在平面图中对各地层以文字或符号直观表述。坐标转换：坐标转换：坐标转换：坐标转换：针对当前野外地

质工作大多采用 GPS 定位和应用地形图获取坐标数据，经常需要对坐标进行转换（经纬度

转换成公里网、公里网转换成经纬度），该工具提供了这两者之间的数据值的相互转换能

力。基于钻孔资料数据库，利用 GIS 三维可视技术可对钻孔数据进行形象直观的显示，有

助于对铀成矿地质环境的分析和理解，尤其是各种地质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如铀矿体的

空间形态和地层的空间展布等（见图 9）。           
              

 
                            图 9  钻孔资料三维立体图 

  
3. 2  软件应用关键技术 

地浸砂岩铀矿（层间氧化带型、潜水氧化带型）成矿作用是长期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

受地质演化多方面控矿因素综合控制，它属于后生的淋积铀矿床——地壳浅部富铀层（体）

或含铀层（体）中的铀被地表水、地下水淋出，并携带至地球化学障附近在常温、常压下

聚集形成、且晚于主岩形成时代的铀矿床。砂岩型铀矿属外生成因类型，与内生矿床相比，

有其独特的成矿机制和赋存规律，与特定的区域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环境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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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砂岩铀矿的形成受控于古气候、古水文地质条件、地层结构、岩石地球化学类型、新

构造运动、层间氧化带（或古河道）、铀源条件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砂岩铀矿的

供给、运移及卸载和富集的完整统一的时空体系。对这一完整体系的研究不能孤立进行，

更不能割裂开来。要着眼于地球动力学演化特征及地质演化史的研究，以此为主线，以地

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异常为突破口，逐一串起导致铀成矿诸多因素的链环，这对于更

深层次地揭示砂岩铀矿的成矿及赋存规律，指导我国铀资源战略选区、资源评价及找矿工

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套信息系统软件的出现为海量多源信息的综合，实现高精度预测创

造了有利条件。 
GIS 技术已用于多种矿产预测，如金矿、石油天然气、铜矿等，其原因在于它是在矿

床成因和特征模式的基础上运用存储在 GIS 数据库内的大量数据进行预测，这种预测方法

以新成矿理论为理论模型，以丰富的地质空间和属性数据为依托，将理论模型与特征数据

结合进行空间分析。基于 GIS 的铀资源评价的主要任务是在对研究区的资料充分研究的基

础上，确定合适的数据源、建立合理有效的 GIS 数据库、完成成矿信息的提取（单因素空

间关系的确定和量化）以及对多种成矿信息的综合分析（多种空间关系集成）。本套信息

系统软件为铀资源的GIS评价创造了有利条件。基于本系统的砂岩铀矿评价可采用七步法： 
第一，搜集研究区内与砂岩铀矿成矿有关的地质、矿产、岩性和构造、地球化学、航

磁、重力等地球物理和遥感资料。如有可能，在缺乏资料的地区，补充采集资料。据此进

行综合研究确定现代地质环境； 
  第二，根据下列两个方面的研究确定在上述地质环境中可能形成的砂岩铀矿床类型：

将与全球范围内已知的砂岩铀矿床类型有关的地质环境与研究区内的地质环境、已知的铀

矿床、矿点对比； 
  第三，建立这些砂岩铀矿床的描述模型。从每一个描述模型中，列出所有的地质、地

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找矿标志；选择出确定该类型矿床存在与否的重要标志和一般

性标志，并将其定量化，包括单个空间关系的确定和量化以及多个空间关系集成的量化；

确定空间分析的方法并转换成 ArcView 可以表示和处理的形式； 
  第四，用第一步所搜集的信息建立数据库（空间数据库与属性数据库），并用信息系

统软件实现集成管理与灵活检索；建库时要解决现存数据的集成问题：比例尺、定位与投

影方式、数据精度与格式等； 
    第五，多源成矿信息的提取，运用多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 GIS 空间分析技术，挖掘深

层次蕴涵的成矿信息：根据量化后的模型，首先通过对专题数据的处理（如应用信息系统

软件的空间与属性双向检索的功能处理地质数据）对其他专题数据进行处理，如物探、化

探数据异常的确定，遥感数据的解译等，得出参与综合分析的单个条件的空间信息；地质

变量应该是：大地构造背景、构造演化史、古气候演化史、地层结构及产状、目的层岩相

古地理、砂体厚度及透水性、砂体还原剂含量、盆地水动力机制、铀源、地下水水化学特

征及放射性异常等。地浸砂岩型铀矿各种勘查方法提取的主要信息有： ① 圈定研究区的

基底隆起面，划分断裂构造，分析研究区中的地球化学环境，确定蚀源区的铀源淋失情况； 
② 确定含矿砂体或有利赋矿岩性的空间展布、形态及规模；③ 划分岩性、岩相；④ 定
位古河道及层间氧化带前锋线。 

  第六，根据所建立的模型用本系统对数据库中的多源地学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判别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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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是否存在以及各种判别标志的区域分布和相对重要程度，然后综合分析与评价，确定每

种砂岩铀矿床类型出现的有利程度； 
第七，编制砂岩铀矿成矿远景预测图件。 
利用本系统软件快速提取成矿信息的途径有如下几种： 
① 通过不同数字化图件叠合分析，进行矿产与空间地学信息相关分析。 
② 通过成矿地区与非成矿地区空间地学信息对比研究。 
③ 通过统计方法进行成矿信息提取和浓缩。 
④ 深部成矿信息与浅部成矿信息的综合对比研究。 
⑤ 通过不同专题复合来提取成矿信息。 
⑥ 基于 GIS 提取的成矿信息，在平台内构建综合评价的数学模型（如证据权重法）。 

 

 
图 10  实例应用处理流程 

 
根据砂岩铀矿勘查的特点，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资料，在研究区内应用本系统进行铀

资源远景预测的流程图如图 10 所示。在资料较少的地区，以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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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利用 GIS 综合各种控矿要素（如大地构造条件、古气候、岩性、岩相古地理、水文地

质及水文化学条件及铀源等），完成定量预测（如专家打分法）；这种定性预测可以是比

例尺为 1∶200 万～1∶50 万的区域选盆预测（选出有利成矿的沉积盆地），也可以是 1∶
50 万～1∶10 万的矿床定位预测。在物化探及钻探等工作程度较高的地区，可以开展 1∶
25 万～1∶10 万的铀资源定量预测，综合评价的方法可以选择证据权重法。 

本项目利用开发的信息系统软件详细地分析了海拉尔盆地西部研究区的遥感、地球物

理场与区域地质背景之间的关系；利用多源信息，分析了研究区的岩性特征、断裂构造特

征；根据砂岩型铀矿成矿的有利条件，圈定了成矿远景区；在重点成矿远景区克鲁伦盆地

内完成定量预测。在软件的应用过程中，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法： 
① 研制的信息系统软件被用来完成研究区多源地学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海量数据的

高效管理、空间信息的快速查询、多源信息的综合分析、克鲁伦盆地的定量预测、各种综

合图件的输出等系列功能。 
② 利用钻孔资料管理成图模块，实现了海量钻孔资料的高效管理、图件的快速生成，

如含矿砂体的等厚图、顶底板等深图等。 
③ 利用 Th/K 假彩色图像提取构造蚀变信息，开创了从地球化学场研究区域地质构造

特征的新方向。 
④ 通过 UThK 的假彩色图像和航磁异常等值线的叠合，来识别研究区的岩性。 
⑤ 确定了遥感、重磁场、放射性场解译断裂构造的标志，通过多源信息的综合，完

成了研究区 1∶20 万断裂构造的解译，研究了该区的断裂构造演化特征。 
⑥ 利用研究区的航空放射性数据来估算沉积盆地周围蚀源区地质单元的铀失量。 
⑦ 一些非常规的数据处理方法，如重磁场的剩余异常、波长滤波、变深度磁化强度

填图等方法被用来进行信息挖掘。 
⑧ 根据沉积盆地周围蚀源区铀淋失量的差异、沉积盆地规模、盆地内断裂构造的分

布及目的层的发育情况，完成了研究区内砂岩铀矿成矿远景靶区优选。  
⑨ 应用现代砂岩铀矿成矿理论，根据地下水径流区到蚀源区距离的不同，提取了用

于定量预测的证据因子；根据水中地球化学数据和沉积盆地周围蚀源区地质单元铀淋失量

的差异、提取了用于定量预测的证据因子。 
 根据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成矿原理——铀元素一般富集在氧化还原过渡带，在这

个区间水中的 U，Rn，O2，Eh 的值由于氧化还原作用的发生将产生急剧变化；根据地下

水流向，在地层中如有层间氧化型砂岩铀矿富集，那么沿着地下水流向，水中各种参数值

在氧化还原过渡带将发生突变，从而使各项参数在此带两侧有明显的变化。根据这个原理，

通过本系统的数据可视化功能，利用制图工具，在补给区和排泄区之间依地下水流向大致

圈出上述各种参数的由高到低的变化带，作为砂岩铀矿富集的一个有利区（氧化还原过渡

带存在的有利位置）。 
铀源是砂岩铀矿成矿的必要条件，所以研究蚀源区岩石中铀元素的迁移量很有必要。

利用本课题开发的系统功能可快速算出蚀源区内地质网格单元（100 m×100 m）从主岩形

成至今铀元素的淋失量，这样更有利于砂岩铀矿的定量预测分析。计算原理过程如下：研

究区内的蚀源区由中酸性火山岩或花岗岩等火成岩组成，而在火成岩中 U，Th 元素的共生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其中的 Th 元素的化学性质比较稳定，在溶液中迁移能力极弱，而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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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比较活泼易于在氧化条件下在水溶液中迁移；火成岩中 Th/U 的正常值为 3～3.5，所

以从现在测得的 Th，U 含量数据可估算出蚀源区岩石形成至今铀元素的淋失量，即 Th/3
－U。利用系统软件中的“地图计算”功能则可很容易实现这一过程。  

⑩ 利用证据权重法完成了可地浸砂岩铀矿定量预测。证据权重法是加拿大数学地质

学家 F. A. Agterberg 提出的基于二值图像的一种地学统计方法，是一种在假设条件独立的

前提下综合证据因子的定量预测方法。该模型并不要求对区域控矿因素的重要性有先进的

知识，它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各地质因素与矿产分布关系。其出发点是统计学，即统计出研

究区里既有某地质标志，又有矿产地的面积；某标志与矿产同时出现的概率越大，其找矿

意义无疑越重要，其权重值也就越大；将统计单元各独立找矿信息因子进行加权综合，便

可得到不同级别的远景区，其应用流程如图 11 所示。 
 

 
图 11 证据权重分析数据流程 

 
4  系统软件在铀资源评价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将 GIS 技术应用于铀资源勘查评价之中，根据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的迫切需求，

基于 GIS 平台，做了大量的研发工作；针对铀资源勘查特色，系统软件增加了证据权重分

析、缓冲区分析、基于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的空间分析、钻孔资料的管理成图等系列功能，

在地理信息平台内溶入了铀矿勘探处理功能，使系统软件具备了铀资源勘查评价的特色。

本文以砂岩铀矿现代成矿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对我国主要北方中

新生代盆地的砂岩铀矿成矿环境及控矿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完成了成矿靶区优选。 
该套软件几年来，已被科研和生产单位用于多个铀资源评价项目，经实践检验认为，

软件质量可靠、功能实用。本套系统软件所能提供的远不止是一个数字化的“透图台”，

它还可用于观察复杂的叠加关系及使用检索条件来查询空间数据库，也能用于数据建模。

铀矿地质学家可以使用基于铀成矿理论的模型或基于其他与已知铀矿床有关的统计结果

建立的模型，通过人机对话方式进行图件综合，并编制新的铀资源潜力预测图件。基于本

信息系统的铀资源评价表现出传统方法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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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理、有效的空间数据库管理大大提高了铀资源评价效率。 
① 合理、有效的空间数据库建立起来以后，实现了灵活的图形信息与属性的双向查

询检索，既可从图形检索其各种属性，也可根据地质体的各种专题属性检索相应的图形，

还可以根据多种属性进行组合条件检索。如在地质图空间数据库中根据地层、岩性、构造

等属性检索出相应的地质体；还可从表示地质现象的点（矿床、钻孔、采样点等）、线（断

层、线性构造、河流等）以及面（地层、岩体、异常区等）检索它们的属性。利用系统软

件热链接  (Hot Link) 功能，可在专题的属性表中增加关于照片、录相、文字、统计数

字等文本文件、图形／图像文件，动画程序文件的字段，实行专题与照片等对象的热链接，

一旦定义好热链接之后，在地图上点一个要素符号，就立即会弹出进一步说明该要素的资

料来；如可通过热链接显示野外的实景照片、钻孔的测井曲线和柱状图等。  
② 对于每一个成矿标志都有一个定量化条件，铀矿地质工作者可用这些条件检查数

据库的每一部分，有利于提高研究的深度。如伊犁盆地南缘多源信息数据库的建立与系统

软件的灵活检索功能是提高该区铀资源评价效率的 根本的保证。 
(2) 实现了传统方法难以进行的对各种地质体的多种空间关系的定量分析。 
系统软件提供的空间分析（叠加、包含、相邻关系、缓冲区、地形分析）及空间信息

计算（面积、周长，距离等）等功能，实现了空间关系的定量分析；这种分析对于研究地

质现象之间的制约关系与相互作用，进而提取与铀矿床或矿化有关的地质标志和信息较为

有效。 
(3) 系统软件为物化探数据的空间可视化创造了条件，使评价更直观。 
该套信息系统软件的建立，实现了 GIS 与物化探信息处理技术的完美结合。经过各种

数据处理后的物化探数据，可由数据转换接口，导入信息系统软件，进行可视化显示；可

快速完成信息的查询和多源信息间的综合分析。 
(4) 空间分析方法使成矿信息的综合更加合理。  
根据地质模型及各种数据处理方法分别从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类信息

中提取成矿信息后，如何综合分析这些成矿信息，形成 终的尽可能接近实际的评价结果，

是铀资源评价中需要解决的十分关键的问题。系统软件中的证据权法是综合定量的空间关

系生成单幅评价图的方法，却反映了多种成矿信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铀资源评价

综合分析精度的提高。 
(5) 系统软件大大提高了制图效率。 
与传统的、周期长、更新慢的手工制图方式相比，利用本系统建立起空间数据库，可

以达到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效果，它不仅可以为用户输出全要素地形图，而且可以根据

用户需要分层输出各种专题图等。例如分离、选取图上地质要素进行重分类、重组合、生

成只包含选定要素的图件；将几类地质图内容叠置合并，或加入其它信息生成综合地质图；

从图幅内或图与图结合部截取子区；改变图的比例尺或投影方式；将不同投影和比例尺的

内容组合产生新图等。据有经验的地质学家估计，采用传统手工方式，编制一套评价图件

需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因此，即使有了新的想法，常常因时间或经费等原因而无法实

现。利用本信息系统不但能完成精美的地质综合图件，而且利用空间分析，还能得到一些

特殊的地学分析用图。 
(6) 所建的数字数据库可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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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一旦建立，其中的数字数据即作为一种资源存储在计算机内。当在同一地区进

行深入的研究，或进行其他涉及库中信息的研究时，即可应用数据库的管理功能，检索出

所需的信息。反复利用数字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是数字数据库的基本特点。这种数据共享

可提高应用的效率并降低成本。 
    本套软件促进了铀矿地质工作的现代化，为综合找矿及进行高效准确的预测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和环境；使铀资源评价过程从传统的、人工的、模拟的时代，进入到现代的、数

字化的、多源信息综合和复合的时代；解决了核地质系统中科研和生产单位所面临的一系

列难题，对从事砂岩铀矿预测研究的地质、物探、水文工作者都将起到很大的帮助，在提

高铀矿地质工作者的工作效率，提高铀资源预测精度，缩短勘查周期上表现出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了进一步推广该成果的应用范围，将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按地质局的统一要求，

课题组已将该套软件赠于从事砂岩铀矿研究的科研和生产单位多个课题组进行试用，以便

不断发现问题，进行功能的完善和补充。该套软件已用于海拉尔盆地、松辽盆地、二连盆

地、逊克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和伊犁盆地南缘等地区的砂岩型铀矿成矿环境分析和靶区优

选。 

5  结论与建议 

    (1) 课题组开发的桌面型砂岩铀矿勘查信息系统软件，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功能实

用，非专业人员易于掌握且满足铀资源勘查评价的需要；可用于地浸砂岩铀矿勘查和评价

的整个过程，对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多源地学信息，进行高效管理，快速、

准确地完成铀成矿信息的提取和综合分析评价，表现出传统方法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应用

本套信息系统软件进行铀资源评价不仅加深对可用地质数据的理解，而且可以加深对地质

模型本身的理解；专家们可在交互式地对多源地学信息进行对比、综合及分析中获得新的

启发或认识、完善与总结铀成矿规律；这也是传统的工作方式很难或无法实现的。 
  (2) 本系统作为铀资源勘查评价中的一种强有力工具，通过多源信息的综合分析，为

获取多种地质异常和综合信息，建立铀矿床的找矿标志、概念模式和提供找矿线索，以及

为再次评价老矿区和正在普查的找矿的成矿地段和寻找新的工作靶区，提供了有利手段。 
(3) 基于 GIS 软件平台，本文总结出一套适合铀资源评价的工作流程和方法。课题组

将 GIS 技术应用到砂岩铀矿的综合预测中来，根据铀资源勘查评价的需要，在软件功能开

发上做了大量工作，并系统地总结了如何建立多源信息数据库、进行高效的数据管理、综

合分析及综合预测的方法和流程。 
(4) 在砂岩铀矿远景评价中，利用信息系统软件，通过多源信息的综合，详细地分析

了研究区的成矿地质条件、控矿因素，并完成了成矿靶区优选；该项目在海拉尔、松辽、

二连、逊克、伊犁等盆地的应用成果，将对铀资源勘查工作的进一步部署起到积极的指导

作用。 
(5) 要成功地完成评价，必须明确在资源评价中 GIS 只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它的优势

是提供集成管理多源地学数据、方便地建立模型并进行模拟的能力，使数据的分析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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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量化，并不能解决诸如地质因素的成矿主要程度以及找矿标志权重等问题；它既不能

代替地质专家，也不能解决数据或数据库本身的问题。因此铀资源预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还是各领域专家学者。 
(6) 本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现在还不包括重磁数据处理中的一些常用功能，如延拓、

求导等，只能把经重磁数据处理软件处理后的网格化数据，经数据转换接口读入本系统，

进行可视化成图显示。重磁数据处理软件要使用本数据库中的数据，还要进行数据的逆转

换，转换过程中还需手工改换网格化数据的文件头。以后需要进行完善的是，把一些常用

的由 Fortran 语言编写的重磁数据处理程序，用 Visual C++改写后形成动态连接库，然后用

ArcView3.2 的 AVENUE 语言调用，在本系统中溶入重磁数据的可视化处理功能，实现数

据专业化处理的系统内运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GIS 运行体系。 
(7) 本系统仍需完善的是，根据二次开发函数将一些铀资源定量评价模型和一些数学

统计分析模型溶入到本系统中来，使数据管理、分析、评价一体化，使本套软件功能得到

进一步的增强，满足科研和生产的需要。 
(8) 钻孔资料管理成图系统还存在不足之处，如数据的 后成图还需借助其他计算机

成图软件（如 MGE、GEOMEDIA GIS 软件等），没有实现系统软件的一体化，以后仍需

不断改进和完善，以便在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推广使用。 
 地理信息系统，是当代地球科学发展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已经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

矿产资源评价的各个方面。以现代砂岩铀矿成矿理论为指导，利用 GIS 技术进行铀资源评

价是实施我国铀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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