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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有利成矿信息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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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数字地球”的思想为指导 , 从信息数字化的角度出发 , 阐述了 GIS 提取地质信息的原理 、地质信息

综合的方法 ,介绍了线型异常的找矿有利度和各面型异常的找矿有利度分析方法 , 提出了圈定地质异常的模

型和各种有利成矿信息的综合圈定成矿靶区的方法 , 并以云南维西地区为例 ,利用上述原理圈定了成矿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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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作为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正在世界范围内

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并正在或已经成为一个独

特的行业受到用户的欢迎 。在区域矿产资源勘查

中 ,GIS是采集 、分析及合成不同类型数据 ,达到

分析矿产资源潜力 ,并预测成矿有利地段的最佳

工具 。

1　地质信息的提取

1.1　网格单元划分

为了提取研究区域的地质变量 ,首先要对其

进行网格单元划分。它是进行地质研究(如矿产

资源评价 、成矿靶区圈定 、地质信息提取)最基础

的环节 ,其目的是为了确定地质变量观察尺度和

取值范围 ,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确定最佳网

格单元大小 ,必须结合实际资料水平和采用的评

价模型 ,选择合理的单元划分方法 。目前 ,单元划

分方法有规则网格单元划分和不规则单元划分两

种方法。

1.1.1　规则网格单元划分

在许多地质单元的研究中 ,通过样品的观测

结果来描述总体和确定远景区 ,并遵循抽样的随

机性及样品的代表性原则 ,通过选择一定大小的

网格将整个研究区划分为面积相等 、形状相同的

单元 ,用作统一观测和取值范围的基本单元 ,同时

也是进行成矿远景计算和预测评价的基本单元。

因此 ,预测单元的大小对预测效果有直接的影响。

通常对预测单元的划分应考虑的因素有:①预测

比例尺和精度要求;②预测区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

矿点数及空间分布特征;③研究区范围大小及保

证统计分析所需的单元数;④地质特征的空间变

异性 。

从矿点分布的方差 S
2与其均值 X 的比例变

化可知 ,单元面积越大 ,单元矿点分布模型越接近

负二项分布;单元面积越小 ,则越接近普阿松分

布。因此 ,单元大小反映了不同的抽样观测条件。

条件不同 ,则会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 。单元面积

的大小目前尚无明确的划分准则 ,但常用的经验

算法如下 。

　　1)经验性最佳面积[ 1] 。S =2×预测区总面

积/矿点总数。

2)单元大小能保证当矿点的分布为随机型

时 ,落入单元内的期望矿点数等于或小于实际落

入单元矿点数标准差的 3倍[ 1] ,即

δ/ E = (1-S)/(nS)

式中 , E 为落入单元内矿点数的数学期望;δ为实

际落入单元内的矿点数 x 的标准差;S 为单元面

积(%);n 为矿点总数 。若 δ/E =1/3 ,则 S =9/

(9+n)/100。

3)相应比例尺单元大小的参考数据区间。

根据相应比例尺的地质图用 1 ～ 4km2 的面积为

基本单元的大小 ,如对于 1∶5万地质图单元大小

为 0.25 ～ 1km2 的面积比较适宜[ 1] 。

4)智能单元面积 。根据算法1)、2)、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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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和经验公式 ,系统将以上专家知识经验形

式化 、具体化 ,采用对话框提问方式 ,通过对预测

区基本地质特征的询问 ,如预测区长度范围 、地质

图面上的矿点数目 、比例尺信息 ,推理计算出最佳

单元面积 ,然后转换成相应的网格图形叠加于地

质图上。

5)用户单元面积。它主要根据用户直接提

供的单元大小参数 ,进行屏幕图形的网格单元确

定。单元大小及网格数的多少根据用户的经验和

知识随意缩放 、旋转 ,直到用户满意为止 。

1.1.2　不规则单元划分

前述几种单元划分都是以满足抽样的随机性

或代表性为前提 ,而等大规则单元划分的优点是

在统一观察变量的前提下 ,可以把众多的地质变

量所包含的矿产资源信息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来 ,

有利于矿与非矿地质特征的判断 。显然 ,这给成

矿预测带来了方便 ,但它也破坏了地质规则的变

化性 。如从两个等大的单元中提取出花岗岩的出

露面积相同 ,但其中一个单元的花岗岩是由后期

构造作用的外来推覆体 ,而另一个单元的花岗岩

则是真正的侵入体 ,因此 ,两个单元的地质意义与

控矿意义相差极大。再者 ,在众多的等大单元中 ,

研究程度与观察尺度水平通常不尽一致 ,因此限

制了成矿作用的客观分析和方法的应用 。而按不

规则单元为单元进行地质研究 ,相对来说 ,是一种

按照地质变化的实际和地质数据变化的性质实现

的一种新的预测途径 ,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代

价比较高的预测 ,且要求数据水平高。

实际经验表明 ,一般以地层边界和岩体边界

作为不规则单元边界反映地质情况的实际 ,因此 ,

不规则单元划分模块中有地层边界和岩体边界两

种划分方法。

1.2　GIS提取地质变量的原理

一般来说 ,大多数 GIS 把空间数据分为点类

数据 、线类数据 、区类数据 、网格类数据 、栅格类数

据和图像类数据 6大类 ,但地学上常使用前 3类

数据(即点类 、线类和面类数据)。由于地学数据

的特殊性 ,即使使用同一类数据 ,不同的空间实体

却具有不同的属性 ,为了节约存储空间 ,提高查询

速度和方便管理 ,将它们分为不同的子类。因此 ,

地学中面类数据分为地质图上的地层 、岩体 、脉

岩 、围岩蚀变 、混合岩化 、变质相带及特殊岩层等

子类数据;点类数据分为矿点 、火山构造 、钻孔 、各

类测试数据采样点 ,如化石同位素年龄采样点 、泉

水及震中等子类数据;线类数据分为断裂 、褶皱

轴 、成矿远景区区划等子类数据。经 GIS表述的

上述文件 ,与网格文件进行空间叠加操作 ,求得每

个网格单元地质变量 。下面以规则网格与线文件

(如断裂)叠加交操作为例 ,说明提取线性变量的

原理[ 2～ 5] 。

　　其中 ,图 1是线类数据文件(以断裂为例)的

分布图 ,图中数字为表的 ID 编号 ,表 1 记录了图

1的属性数据。每条断裂有 6 个属性 ,分别为实

体 ID编号 、长度 、名称 、走向 、倾向 、性质。图2是

规则网格图 ,图中数字是表 2的 ID 号 ,表 2记录

的是图 2的属性数据。每个实体有 4 个属性 ,分

别为 ID号 、面积 、周长 、单元号。当图 1与图2作

空间叠加交操作后 ,得到图 3。图中的数字是表 3

的 ID号 ,计算机根据规则网格和线类文件的空

间数据 ,及表 1和表 2的属性数据计算出表 3的

数据 ,它记录了图 3 的属性数据 。每个实体有 7

个属性 ,分别为 ID 号 、长度 、名称 、走向 、倾向 、断

裂性质 、单元号 。以这些基本变量为基础 ,求得其

他变量或综合变量 ,如网格单元中的断裂条数 、断

裂的优益度 、中心对称度等。点类数据 、区类数据

与规则网格叠加操作求每个网格点变量 、面变量

的原理与求线性变量几乎类似 ,在此不再详述。

1.3　隐含信息挖掘

得到了各网格中最基本的点 、线 、面变量信

息 ,还需利用已有变量信息进一步挖掘更深层次

图 1　断裂分布图　　　　图 2　规则网格图　　　　　　　　　　　图 3　叠加图　　

Fig.1　Fault Distribution　　　Fig.2　Regular G rid　　　　Fig.3　Overlaying Between Fig.1 and Fig.2

168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3 年



表 1　图 1 的属性数据表

Tab.1　Attribute of Entity in Fig.1

ID 长度/ cm 名称 性质 倾向 走向

1 3.00 A断裂 正断裂 NW NE

2 3.05 B 断裂 逆冲断裂 SW SE

表 2　图 2 的属性数据表

Tab.2　Attribute of Entity in Fig.2

ID 周长/ cm 面积/ cm 2 单元号

1 6.90 3.06 1

2 6.90 3.06 2

3 6.90 3.06 3

4 6.90 3.06 4

表 3　图 3 的属性数据表

Tab.3　Attribute of Entity in Fig.3

ID 长度/ cm 名称 性质 走向 倾向 单元号

1 0.90 A断裂 正断裂 NE NW 1

2 0.82 A断裂 正断裂 NE NW 3

3 1.28 A断裂 正断裂 NE NW 4

4 1.20 B 断裂 逆冲断裂 SE SW 3

5 0.50 B 断裂 逆冲断裂 SE SW 1

6 1.35 B 断裂 逆冲断裂 SE SW 2

的信息 ,进行变量综合。利用网格中各面变量(地

层 、岩体 、脉体等)的面积百分数及研究区面变量

总数 ,求出各单元的相对熵
[ 1]
,其计算公式为:

100Hr =
-100∑

N

i=1
p i lnp i

Hm

Hm =-∑ 1
N
ln

1
N
=-N

1
N
ln

1
N
= lnN

式中 , p i为 N 元系统中第 i 成分所占百分比(i=

1 ,2 , …, N);Hm 为最大可能熵 ,又称最大不确定

性值;N 为所研究的N 元系统。

利用网格中线性构造(如断裂)的长度 、方向

及各线性体所属方位角区间的控矿权重(可人工

赋值 ,也可计算机赋值),求出网格单元的断裂优

益度和中心对称度 。计算断裂优益度的公式[ 5]

如下:

ε= l iw i(1 +|sinθ|/2)+　　　　　

　　∑
n

i=2
li 1 + sin(αi -αi-1)/2 w i

式中 , i是线性构造序数;αi 是第 i 条线性构造的

方位角;θ是第一条线性构造与最后一条线性构

造的夹角;li 为第 i 条线性体在该网格单元的长

度;ωi是第 i 条线性体所属方位区间的线性构造

控矿权重 ,可通过已知样本统计求出。将 ε按α1

<α2<…<αn 及α1>α2>…>αn 分别计算出ε1
和 ε2 值 ,(ε1+ε2)/2则为该统计网格单元的断裂

优益度值 。该法实质是利用线性构造的夹角作为

加权值求取线性构造密度 。

计算断裂中心对称度的公式[ 5]如下:

σ3 = ∑
n

i=1
lisin

2(θi - θ)/ ∑
n

i=1
li

1/ 2

 θ= ∑
n

i =1
liθi ∑

n

i=1
l i

式中 , θ为平均方位 ,并与各线性体所成的夹角为

锐角;θi 是某一网格第 i 条线性体在地理坐标上

半空间的方位角 , -90°≤θi ≤90°;li 为某一网格

第 i 条线性体的长度。

规则网格与点型实体(矿点或矿化点)叠加

后 ,得到网格单元点变量(矿点或矿化点)的类型 、

规模 、个数等信息。统计出预测区各已知矿种各

规模之间的当量关系 、价值关系 ,计算各单元的矿

床当量和矿床价值等综合变量 。将几个变量综

合 ,构成有特定意义的新变量。这种综合不是被

综合信息的简单反映 ,也不是它们的孤立集合 ,而

是具有明确意义的综合概念和结果特征 ,经常能

使隐含信息显性化。用“相对熵”的定量指标来考

察围岩蚀变组合特征与矿化的关系 ,这对于与围

岩蚀变有关的矿化预测具有指导意义;用断裂优

益度变量评价在以构造为主要控矿因素的内生矿

产中每个网格单元是否有利储矿;用中心对称度

来研究和圈定古火山机构 、小型等轴状隐伏侵入

体等具有放射状断裂体系的环形构造。

2　成矿有利度的分析

在区域矿产资源的勘查中 ,GIS 是采集 、分析

及合成不同类型数据 ,达到分析矿产资源潜力并预

测成矿有利地段的最佳工具[ 6] 。根据地质异常理

论 ,赵鹏大教授等人提出了矿产经验预测的方法体

系。该体系主要包括[ 6 ,7] :①找矿可行地段的划分;

②线型异常 、面型异常 、组合异常的找矿有利度分

析;③建立成矿预测空间模型 ,并用于确定成矿预

测的组合模型;④异常有利于预测的数值区间确定

及数据合成和不同级别找矿有利度地段的确定。

本文以GIS为工具 ,分析了云南某地区锌矿的线型

异常和各面型异常找矿的有利度。

2.1　线型异常(断裂)的找矿有利度分析

在研究本区的断裂与锌矿床(点)关系时 ,利

用GIS 空间查询功能检索出与锌矿有关地层(本

区主要为花开左组第一段(J 2H1),花开左组第二

段(J 2H 2),石中山组第二段(T 2S 2),石中山组第

四段 (T 2S 4), 石 中 山组 第一 段与 第 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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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S 1+2),崖依比组第一段(T 3C1_T 3P),上寒

武统 -三家村组(∈3S)的断裂及其边界断裂。

然后利用 GIS 的点与线相交操作作锌矿床及锌

矿床点与控制锌矿床产出的主干断层和派生断层

的相交分析。为了确定最优的断层影响带的半

径 ,利用 GIS 缓冲区分析功能 ,分别以 2.01km 和

2.68km 为半径作断层影响带 ,对其进行找矿有

利度分析(见表 4 ,表中分别简称为 F_2.01和 F_

2.68)。从表 4可以看出 ,F_2.01 和 F_2.68见矿

异常面积 ,后者是前者的 1.14倍 ,但在前者范围

内产出的矿床(点)数与后者完全一样。这充分体

现在两者之间单位矿产当量(N0)的差异上。鉴

于此 ,选择半径为 2.01km 的断层影响带作为本

区锌矿GIS预测的证据层。

表 4　断裂异常找矿有利度分析

Tab.4　Ore_finding Beneficial Degree of Fault Anomaly

异常 大矿 中矿 小矿 矿点 总数
异常面积

/ km2

见矿异常

面积/ km2

见矿异常

比例

矿产当量

/个

单位矿产当

量/个·km-2
矿床

出现率

F_2.01 0 1 2 4 7 749.76 537.15 0.72 34 0.045 0.27

F_2.68 0 1 2 4 7 990.68 611.32 0.62 34 0.034 0.27

2.2　面型异常的找矿有利度分析

面型异常是数量最多的异常类型 ,本区的面

型异常有化探异常 、重砂异常 、地层异常 、岩浆岩

异常等 ,这些异常通过 GIS 表述为区文件 ,利用

点与区相交操作 、区与点相交操作等空间分析功

能 ,根据其结果来分析本区的矿床和矿床点与各

种异常之间的关系。

2.2.1　化探异常的找矿有利度分析

本预测区中 ,对锌矿预测关系较为密切的有

Cu 、Pb 、Zn ,各元素按其异常下限不同分为不同的

级别 ,其中 Pb分为Ⅰ 、Ⅱ级异常 ,Cu分为 Ⅱ、Ⅲ级

异常;元素组合异常有 Pb 、Zn和 Cu 、Pb 、Zn ,其异

常级别分为 Ⅰ 、Ⅱ级和 Ⅰ级。根据矿床和矿床点

与这些异常相交的结果 ,统计或计算出在这些异

常中所见矿床(点)情况 、各异常区的面积 、矿产当

量 、单位矿产当量及矿床出现率如表 5所示 。根

据本区中 、小型锌矿床储量之间的关系 ,即一个中

型锌矿的储量约为一个小型锌矿的 25倍;一个小

型锌矿的储量约为一个矿点的 5 倍 ,在计算矿产

当量时 ,取比例系数 K 1 =25 , K2 =5。计算矿床

出现率时 ,研究区出现 3个中型锌矿 、9个小型锌

矿和 6个锌矿点 ,总矿产当量 N sum=3×25+9×

5+6=126。从分析结果看 ,Cu的各级异常区和

Pb的Ⅱ级异常区没有大 、中 、小矿床和矿点 ,矿床

出现率和单位矿产当量都为 0 ,对锌矿床的找矿

所起作用不大 。Pb 、Zn 的组合异常(Pb 、Zn_Ⅰ ,

Pb 、Zn_Ⅱ)与 Cu 、Pb 、Zn组合异常(Cu 、Pb 、Zn_Ⅰ)

中 ,Pb 、Zn的Ⅰ异常区(Pb , Zn_Ⅰ)出现的锌矿床

(中型矿 2个 、小型矿 2个 、矿点 1个)无论种类 、

数量都比 Pb 、Zn 的 Ⅱ级异常区(仅小型矿 1 个)

与Cu 、Pb 、Zn_Ⅰ级异常区(小型矿 3个)多;异常

总面积 ,Pb 、Zn_Ⅰ级异常区为 83.41km2 ,Pb 、Zn_

Ⅱ级异常区为 10.08km2 ,Cu 、Pb 、Zn_Ⅰ级异常区

为 48.04km 2 , Pb 、Zn_Ⅰ级异常区的总面积为 Pb 、

Zn_Ⅱ区的 8.3倍 , Pb 、Zn_Ⅰ级异常区的总面积为

Cu 、Pb 、Zn_Ⅰ级异常区的 1.8 倍;矿床出现率 ,

Pb 、Zn_Ⅰ级异常区为 0.48 , Pb 、Zn_Ⅱ级异常区为

0.04 , Cu 、Pb 、Zn_Ⅰ为 0.12 ,Pb 、Zn_Ⅰ级异常区的

矿床出现率为 Pb 、Zn_Ⅱ级异常区的 12 倍 , Pb 、

Zn_Ⅰ级异常区的矿床出现率为 Cu 、Pb 、Zn_Ⅰ级

异常区的 4倍;单位矿产当量中 ,Pb 、Zn_Ⅰ级异常

区为 0.73 , Pb 、Zn_Ⅱ级异常区为 0.50 , Cu 、Pb 、

Zn_Ⅰ级异常区为 0.31 。由上述分析知 ,在矿产

预测中 ,Pb 、Zn的Ⅰ级异常区是最重要的证据层。

Pb的Ⅰ级异常区(Pb_Ⅰ)出现中 、小矿 ,且见矿异

常比值为 1 ,单位矿产当量为 0.69 ,矿床出现率为

0.24 ,因此 ,在矿产预测中 ,它是本区的第二重要

的证据层 。

2.2.2　重砂异常找矿有利度分析

本预测区中 ,对锌矿预测关系较为密切的有

Cu 、Pb 、Zn 、W ,各元素按其异常下限不同分为不同

的级别 ,其中 Zn分为Ⅰ、Ⅱ、Ⅲ级异常 ,Cu分为Ⅱ级异

常;元素组合异常有 Cu 、Pb 、和 W 、Cu ,其异常级别

都为Ⅰ级。根据矿床和矿床点与这些异常相交的结

果 ,统计或计算出在这些异常中所见矿床(点)情

况 、各异常区的面积 、矿产当量 、单位矿产当量及矿

床出现率如表6所示。根据本区锌矿储量与中 、小

矿床之间的关系 ,在计算矿产当量时 ,取比例系数

K 1=25 ,K2=5。计算矿床出现率时 , N sum=126个

(见化探异常的找矿有利度分析)。

　　从表 6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 Cu的 Ⅱ级 异

常区(Cu_Ⅱ)没有大 、中 、小矿床和矿点 ,矿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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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化探异常找矿有利度分析

Tab.5　Ore_finding Beneficial Deg ree of Chemistry Anomaly

异常 大矿 中矿 小矿 矿点 总数
异常面积
/ km2

见矿异常
面积/ km2

见矿异常
比例

矿产当量
/个

单位矿产当
量/个·km-2

矿床
出现率

Pb 、Zn_Ⅰ 0 2 2 1 5 83.408 83.408 1.00 61 0.73 0.48

Pb 、Zn_Ⅱ 0 0 1 0 1 10.08 10.08 1.00 5 0.50 0.04

Cu_Ⅱ 0 0 0 0 0 21.01 0.00 0.00 0 0.00 0.00

Cu_Ⅲ 0 0 0 0 0 13.68 0.00 0.00 0 0.00 0.00

Pb_Ⅰ 0 1 1 0 2 43.34 43.34 1.00 30 0.69 0.24

Pb_Ⅱ 0 0 0 0 0 59.67 0.00 0.00 0 0.00 0.00

Cu 、Pb 、Zn_Ⅰ 0 0 3 0 3 48.04 48.04 1.00 15 0.31 0.12

表 6　重砂异常找矿有利度分析

Tab.6　Ore_finding Beneficial Degree o f Sand Anomaly

异常 大矿 中矿 小矿 矿点 总数
异常面积
/ km2

见矿异常
面积/ km2

见矿异常
比例

矿产当量
/个

单位矿产当
量/个·km-2

矿床
出现率

Zn_Ⅰ 0 3 1 1 5 45.61 45.61 1.00 81 1.78 0.64

Zn_Ⅱ 0 0 2 1 3 8.88 8.88 1.00 11 1.24 0.09

Zn_Ⅲ 0 0 0 0 0 7.60 0.00 0.00 0 0.00 0.00

Cu_Ⅱ 0 0 0 0 0 12.31 0.00 0.00 0 0.00 0.00

W 、Cu_Ⅰ 0 0 1 0 1 79.46 79.46 1.00 5 0.06 0.04

Cu 、Pb_Ⅰ 0 0 2 1 3 31.96 31.96 1.00 11 0.34 0.09

Sb_Ⅱ 0 0 0 0 0 3.59 0.00 0.00 0 0.00 0.00

现率和单位矿产当量都为 0 ,对锌矿床的找矿所

起作用不大 。Zn的 Ⅲ级异常区(Zn_Ⅲ)与 Cu的

Ⅱ级异常区(Cu_Ⅱ)情况完全类似 ,故对锌矿床的

找矿所起作用不大。Zn的 Ⅰ级异常区(Zn_Ⅰ)与

Zn的 Ⅱ级异常区(Zn_Ⅱ)中 , Zn 的 Ⅰ级异常区

(Zn_Ⅰ)出现的锌矿床比 Ⅱ级异常区(Zn_Ⅱ)中型

矿多 3个 、小型矿少 1个;异常总面积 ,Zn_Ⅰ级异

常区的总面积为 Zn_Ⅱ区的 5.1倍;矿床出现率 ,

Zn_Ⅰ级异常区的矿床出现率为 Zn_Ⅱ级异常区

的7.1 倍;单位矿产当量中 , Zn_Ⅰ级异常区为

1.78 ,Zn_Ⅱ级异常区为 1.24。由上述分析知 ,在

矿产预测中 , Zn 的 Ⅰ级异常区是最理想的证据

层。元素组合异常中 ,Cu 、Pb 的 Ⅰ级异常区(Cu 、

Pb_Ⅰ)内 ,虽出现了 2个小矿和 1个矿点 ,见矿异

常比值为 1 ,但矿床出现率低 ,仅为 0.09 ,单位矿

产当量为 0.34 ,因此 ,它不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层。

W 、Cu的 Ⅰ级异常区(W 、Cu_Ⅰ)内 ,虽出现了 1

个小矿 ,但矿床出现率低 ,仅为 0.04 ,单位矿产当

量为 0.06 ,因此 ,它也不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层。

2.2.3　地层找矿有利度分析

本预测区中 ,对锌矿预测关系较为密切的有

花开左组第一段(J 2H1), 花开左组第二段

(J 2H2),石中山组第二段(T 2S 2),石中山组第四

段(T 2S 4),石中山组第一段与第二段(T 2S1+2),

崖依比组第一段(T 3C1-T 3P),上寒武统-三家

村组(∈3S))。根据矿床和矿床点与这些地层相

交的结果 ,统计或计算出在这些异常中所见矿床

(点)情况 、见矿地层面积 、矿产当量 、单位矿产当

量及矿床出现率如表 7所示。根据本区锌矿储量

与中 、小矿床之间的关系 ,在计算矿产当量时 ,取

比例系数 K 1 =25 , K 2=5 。计算矿床出现率时 ,

N sum=126个。

为了探讨不同地层出露区的找矿有利度 ,从

分析结果(表 7)看 , 石中山组第一段与第二段

(T 2S 1+2)、上寒武统-三家村组(∈3S)、石中山

组第二段(T 2S 2)和花开左组第二段(J 2H2),是

找矿有利地段 ,本区所有的中型矿和几乎所有的

小型矿都出现在这些地层中 ,而且它们的见矿地

层比值大 、矿床出现率高 。单位矿产当量中 ,除花

开左组第二段(J 2H 2)偏小外 ,其余的都比较大 ,

花开左组第二段(J 2H 2)偏小 ,是由于它的分布面

积大的缘故。花开左组第一段(J 2H1)没有大 、

中 、小矿和矿点 ,矿床出现率和单位矿产当量都为

0 ,对锌矿床的找矿所起作用不大。崖依比组第一

段(T 3C1-T 3P)只出现了 1 个小矿 ,见矿异常

比值为 0.06 ,矿床出现率低 ,仅为 0.04;单位矿产

当量更低 ,为 0.01 ,因此 ,它也不是一个重要的证

据层 。

2.2.4　岩体找矿有利度分析

预测区内 ,作矿床和矿床点与各岩体相交的

分析 ,结果表明 ,各岩体中所见矿床(点)情况 、矿

产当量 、单位矿产当量及矿床出现率均为0。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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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J2 H1 、J 2H2 、T 2S 2、T 2S 4、T 2S 1+2 、T 3C1-T 3P 、∈ 3S 找矿有利度分析

Tab.7　Ore_finding Beneficial Degree of Stra tum Anomaly

地层 大矿 中矿 小矿 矿点 总数
地层面积
/ km2

见矿地层
面积/ km2

见矿地层
比例

矿产当量
/个

单位矿产当
量/个·km-2

矿床
出现率

J 2H 1 0 0 0 0 0 315.37 0 0 0 0 0.00

J 2H 2 0 1 1 1 3 389.35 77.24 0.20 31 0.08 0.25

T2 S 2 0 0 3 1 4 45.52 10.91 0.24 16 0.35 0.17

T2 S 4 0 0 1 0 1 73.30 14.93 0.20 5 0.07 0.04

T 2S 1+2 0 1 1 0 2 68.22 19.68 0.29 30 0.44 0.24

T3 C1_T 3P 0 0 1 0 1 574.84 35.98 0.06 5 0.01 0.04

∈ 3S 0 1 2 1 4 260.06 74.94 0.29 36 0.14 0.29

半径为 4km 各岩体缓冲区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再

作矿床和矿床点与各岩体相交的分析 ,结果表明 ,

各岩体中所见矿床(点)情况 、矿产当量 、单位矿产

当量及矿床出现率还均为 0 ,因此 ,各岩体不是锌

矿预测时的重要的证据层 。

总之 ,通过本预测区内矿床和矿床点与线型异

常和各面型异常的GIS空间功能分析得出 ,本区锌

矿的找矿有利度如下:①各地层中 ,最有利的找矿

有利度 地段为石中 山组第一段 与第二段

(T 2S1+2)、上寒武统_三家村组(∈3S)、石中山组

第二段(T 2S 2)和花开左组第二段(J 2H2)。 ②化探

异常中 ,最有利的找矿有利度的异常为 Pb 、Zn的Ⅰ

级异常区(Pb 、Zn_Ⅰ),其次为 Pb的Ⅰ级异常区(Pb_

Ⅰ)。③重砂异常中 ,最有利的找矿有利度的异常为

Zn的Ⅰ级异常区(Zn_Ⅰ)。④各岩体均对锌矿预测时

的找矿有利度影响不大。 ⑤断层的影响半径中 ,选

择2.01km 为最佳的断层影响半径 。

3　有利成矿信息的综合

3.1　地质异常的圈定

地质异常理论是赵鹏大教授近年提出的新理

论。以往地质人员较多地重视物化探异常在成矿

中的作用 ,而忽略了地质异常的研究和分析 。研

究地质异常是实现科学找矿的重要课题 ,是成矿

预测的基础 ,并提出圈定成矿可能地段 、找矿可行

地段和找矿有利地段的任务。

有先验模型的地质异常提取的基本思想是 ,

通过对模型单元的控矿因素 、找矿标志和地质特

征等地质变量权系数的计算 ,进而建立数学模型 ,

以表达模型单元地质条件与矿化有利度的关系 ,

将其外推到预测区 ,从而达到评价预测单元矿化

有利度的目的 。其建模方法很多 ,根据地质变量

数据水平的不同分为 4类:①对数据水平要求较

高 ,地质变量为连续的定量变量 ,如判别分析和回

归分析等;②混合数据的地质变量 ,其地质变量取

值为连续型和二态离散型的混合数据 ,相应的计

算方法有事件概率回归 、数量化理论等;③纯二态

变量的地质变量 ,如特征分析 、逻辑信息法 、勃尔

法和相关频数比值法等;④根据专家经验观察到

的地质变量对成矿的有利性 ,主观给定权系数 ,然

后建立成矿有利度与地质变量之间函数关系式 ,

如成矿建造分析 、主观给权预测等 。

地学数据是典型的多源空间数据 ,它们的量

纲不一 、形式多样;既有定量数据 ,又有定性文字

描述数据 ,选择不同的变量组合 、数学模型及定性

变量的赋值应模拟出与之对应的结果。程序开发

按以下过程进行:模型单元的选择 ,GIS提取地质

变量 ,二级变量筛选(计算机筛选 ,即利用 GIS 分

析已知矿产与其产出的地质环境关系 ,自动挑选。

人工筛选即地质专家取舍变量),定性变量赋值

(计算机自动赋值 、人工赋值 、计算机和用户混合

赋值),数据变换及预处理 ,数学模型及方法的选

择 ,地质异常与非地质异常的临界值的确定 ,结果

的模拟显示和最后结果存盘 ,圈定和评价最能反

映实际情况的地质异常。

根据以上的分析 ,笔者提出 GIS 圈定地质异

常的模型如图 4。

3.2　有利成矿信息的综合

根据找矿工作的实际情况 ,GIS 有利成矿信

息综合的模型如图 5所示 。

　　找矿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利用不同

比例尺找矿有不同的目的 、任务 。笔者以1∶20万

中比例尺资料为背景 ,按照上述模型 ,圈定找矿可

行地段 ,它与中小比例尺远景区评价相对应 。以

前的研究从控矿地质因素分析 、矿化信息研究 、成

矿规律研究 , 以达到圈定远景区评价 。本文从

GIS空间叠加功能求地质变量开始 ,进一步挖掘

信息 ,综合某些变量 ,形成综合信息 ,然后进行二

级筛选变量 ,从模型单元的选择 、定性变量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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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文件(如地层 、岩体等) 线文件(如断裂等) 点文件(如矿点)

(GIS 空间叠加) (GIS空间叠加) (GIS空间叠加)

网格文件(包括规则 ,不规则)

↑ ↑ ↑

查找面属性文件 ,求面变量 查找线属性文件 ,求线变量 查找点属性文件 ,求点变量

(进一步信息挖掘)↑ (进一步信息挖掘)↑ (进一步信息挖掘)↑

综合某些变量 , 求综合信息 , 如相
对熵

利用已有的变量 ,求综合变量 , 如断
裂优益度 、中心对称度

求综合变量 , 如单元矿产当量数 , 单
元矿产价值

↑ ↑ ↑

一级过滤变量 ,即地质人员通过分析研究区地质情况 ,选择适合本地区的变量用于建模及预测

↑

二级过滤变量 ,即计算机利用某些数学模型对地质变量分析 ,自动筛选预测区有用的变量

↑

通过二级筛选变量后 ,如含有定性变量(如北东方向断裂),须对它们赋权值 , 不同的断裂 、不同的地层 、岩体 、脉体对矿产的
形成具有不同的作用。根据它们的作用不同 ,赋不同的权值。赋权有三种方法:①手工赋值;②自动赋值;③混合赋值。

①手工赋值↑ ②自动赋值↑ ③混合赋值↑

地质人员通过深入分析地层 、岩体 、脉体 、
断裂等与矿产之间的关系 ,手工赋值

利用 GIS 空间叠加功能 , 分析矿产与地层 、
岩体、脉体 、断裂的空间关系 ,自动赋值

混合赋值 ,把①与②结
合起来,进行赋值。

↑ ↑ ↑

将选择并赋值的变量 、模型单元通过传统的地学数学模型(定量预
测数学模型 、混合变量预测数学模型)进行融合

※
在一定的置信度和判对率下 , 求得
异常与非异常的临界值

←

为了建模 ,须选择模型单元 ,为了使建模具有代表性 ,须选某些无矿单元为模型单元;为了圈定某种或某些矿种的
异常 ,须选择与这些矿种对应的模型单元。一般来说,预测区有多种矿产 ,应显示出所有的矿产 ,让用户选择所需
的矿种。

进行异常色块图圈定或等值

线圈定 ,并保存结果
→

根据已知有利成矿条件(地层 、岩体 、构
造 、矿体 、临界值大小)进行异常分级

→
使用临界值 ,对整个预测区进行
异常与非异常的判断

→

图 4　GIS 圈定地质异常的模型

Fig.4　Model of Circling Geological Anomaly Using GIS

根据任务目的 ,确定希望找到的矿种或矿床

↑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野外踏勘的实际 , 总结该矿
床(种)产出的基本地质规律 ,确定有利的地层 、岩体、构造

化 探 异

常 及 组

合 异 常

研究

物 探异

常 及组

合 异常

研究

重砂 异

常及 组

合异 常

研究

遥 感 异

常 及 组

合 异 常

研究

↑ ↑ ↑ ↑ ↑ ↑ ↑

利用 GIS 空间
查询功能 ,检索
出相应地层

利用 GIS 空间
查询功能 ,检索
出相应岩层

利用 GIS 空间
查询功能 , 检索
出相应构造

确定有利
的异常及

组合

确定有利
的异常及

组合

确定有利
的异常及

组合

确定有利
的异常及

组合

↑ ↑ ↑ ↑ ↑ ↑ ↑

利用 GIS合并 、相交功能 ,圈定有利的地层 、岩体和构造部位
利用 GIS 空间功能,各种有望找到的矿种或矿床的
异常叠加

↑

利用 GIS 区与区相交 ,依据结果文件圈定找矿有利
地段 ,或人为确定找矿有利地段

←

接图 4的地质异常

※

※

根据实际情况 ,舍掉不合理异常 , 剩下的构成成矿
可能地段

图 5　GIS 有利成矿信息综合的模型

Fig.5　Synthesis Model of Beneficial O re_forming Information Based on GIS

算机自动赋值 、人工赋值 、计算机和用户混合赋

值 、数据变换及预处理 、数学模型及方法的选择这

个角度 ,来圈定成矿可能地段 ,充分利用已有信息

挖掘隐含信息 ,全面 、灵活地提高数据使用的效

率 ,使定性数据得以量化 ,且数据精度提高 、准确

度可靠 。通过赋值压低成矿不利因素和信息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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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矿有利因素和信息。变量的自动筛选和赋值

是通过分析线型异常 、面型异常 、组合异常的找矿

有利度来实现的 。利用 GIS 的点与线相交操作

作矿床及矿床点与控制锌矿床产出的主干断层和

派生断层的相交分析 。根据其结果统计锌矿和锌

矿点与断层的距离 ,得到断裂控矿构造中最佳的

断层影响半径。利用 GIS 点与区相交操作 、区与

点相交操作等空间分析功能作矿点与面型异常

(如化探异常 、重砂异常 、地层异常 、岩浆岩异常

等)的相交分析 ,根据其结果统计或计算出在这些

异常中所见矿床(点)情况 、各异常区的面积 、矿产

当量 、单位矿产当量及矿床出现率 ,得到最有利的

找矿有利度的地层地段 ,最有利的找矿有利度的

物化探异常 ,最有利的找矿有利度的岩体 。这种

模型的建立以分析线型异常 、面型异常 、组合异常

的找矿有利度和地质异常为基础 ,缩小异常范围 ,

浓缩信息 ,而不致漏掉矿产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工

作 ,节省了人力 、物力和财力;缩短工作周期 ,取得

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3　实例

以云南省维西地区为试验区 ,该区位于云南

省西北部 , 地理坐标为东经 99°～ 100°, 北纬

26°40′～ 27°20′,面积7 332km2 。研究区处于三江

区及扬子区的接壤地带 ,地层划分较复杂 ,岩浆侵

入活动频繁 ,火山喷发较强烈 ,褶皱断裂较发育 ,

地层变质较严重 。区内地层 ,从寒武系至第四系

均有出露。区内岩浆岩分布广泛 ,主要分布在中

部和西部。区内变质作用较为强烈而普遍 ,变质

岩石发育 ,分布较广。该区目前有 1∶20 万的地

质 、化探 、物探 、重沙 、遥感等基础资料 ,区内铅锌

矿较为丰富(3个中型锌矿 ,9个小型锌矿 ,6个锌

矿点)。本区最重要的矿产为有色金属矿产 ,目前

发现的矿种有铅锌矿 、多金属矿 、铜矿 、锑矿 、汞

矿 、钨矿锡矿及铜镍矿等 。

笔者采用 4km2 作为一个基本网格单元大

小 ,利用GIS 方法提取研究区 341 个变量(包括

综合变量),通过变量筛选 ,过滤出 19个与该区矿

床相关的变量 ,分别为面变量中的单元地层种类

数 、单元组合熵 、石中山组第三段 、石中山组第二

段 、景星组第一段 、上兰组 、花开左组第二段和花

开左组第一段;线变量中的单元断裂条数 、断裂中

心对称度 、通甸断裂 、阿则里_松登_车邑坪_洛脑西

_喀呼儒_咪里断裂 、阿多底西_史普力_里袜_油洛

断裂 、日拉达断裂 、富隆厂_打主保_安乐街断裂 、

嘎嘎塘_阿木花独_驮儿罗_塘上村_腊八底_五点石

断裂和维西_雪龙山断裂;点变量中的单元矿点

数 、单元矿石品位。建立研究区的多元回归地质

异常圈定模型 ,通过作图法拟定地质异常与非地

质异常的临界值是 32.12 ,圈定地质异常色块图

如图 6。已发现的矿体(包括矿化点)中 , 有

76.84%矿体(含矿化点)落入异常区内 ,其中中型

矿全部落入 Ⅰ级异常区中;小型矿中 , 68.21%落

入Ⅰ级异常区 , 12.62%落入 Ⅱ级异常区 , 8.42%

落入 Ⅲ级异常区 , 10.75%落入背景区;矿点中 ,

71.23%落入Ⅱ级异常区 ,28.77%落入背景区;矿

化中 ,60.15%落入Ⅱ级异常区 ,39.85%落入背景

区 ,本区无大型及特大型矿。

在地质异常的基础上 ,结合化探 、物探等信

息 ,根据GIS 有利成矿信息综合的模型 ,圈定了

研究区成矿靶区图(限于篇幅 ,图略),它不仅与该

区已知矿产吻合得很好 ,符合客观实际 ,效果佳 ,

而且还发现了几处新的成矿靶区 ,目前正在进一

步工作 ,可作为该区后续矿产资源评价预测的基

础。

4　结　语

1)本文从信息数字化角度 ,首次利用 GIS方

法提取地质变量 ,该方法与前人手工方法相比 ,节

省了人力 、物力 、财力 ,提高了速度 、数据精度和准

确度;与前人半自动 、不完整信息提取的计算机方

法相比 ,实现了自动化 、完整信息提取。

2)完成简单变量提取后 , 引入 3 个综合变

量 ,挖掘隐含信息 。用“相对熵”的定量指标来考

察围岩蚀变组合特征与矿化的关系 ,这对于与围

岩蚀变有关的矿化的预测具有指导意义;用断裂

优益度变量评价在以构造为主要控矿因素的内生

矿产中每个网格单元是否有利储矿;用中心对称

度来研究和圈定古火山机构 、小型等轴状隐伏侵

入体等具有放射状断裂体系的环形构造 。

3)通过对矿床和矿床点与线型异常和各面

型异常的 GIS 空间功能分析 ,得出本区锌矿的找

矿有利度 ,它是计算机自动取舍地质变量和对定

性变量自动赋值的基础。

4)从变量提取 、地质异常圈定 ,贯穿信息量

化这一主线 ,特别是地质异常的量化 ,与前人的定

性地质异常描述相比 ,无疑又前进一步 。

5)通过G IS 对地质 、物探 、化探等信息的综

合 ,圈定了找矿可行地段色块图 ,它与该区已知矿

产吻合得很好 ,符合客观实际 ,效果好 ,可作为该

区后续矿产资源评价预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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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云南省维西地区地质异常色块图

Fig.6　Geo logical Anomaly Pattern in Weix i Area , Yunnan Province

参　考　文　献

1　赵鹏大 , 胡旺亮 , 李紫金.矿床统计预测(第二版).北

京:地质出版社 , 1994

2　朱　光 , 季晓燕 ,戎　只.地理信息系统基本原理及应

用.北京:测绘出版社 , 1997

3　Goodchild M F.Geog raphical Info rmation Science.I 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 rmation Systems ,

1992 , 6(1):31 ～ 45

4　Healy R G.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Geog raphical

Information Sy stems_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s , 1991

(1):251～ 276

5　Cao Y ,Hu G D , Ma H C.Application of GIS to Geolo gi-

cal Information Ex traction.Nontraditional Mineral Re-

sources for 31st I nterna tional Geological Conference , Bei-

jing , 2000

6　池顺都 , 吴新林.云南元江地区铜矿 GIS 预测时的找

矿有利度和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球科学 , 1998 , 23(1):

75 ～ 78

7　赵鹏大 , 池顺都 , 陈永清.查明地质异常:成矿预测基

础.高校地质学报 , 1996 , 2(4):361 ～ 373

第一作者简介:曹瑜 ,博士 ,博士后。现主要从事“ 3S”技术在矿产

资源和环境领域中的应用等研究。

E_mail:cy_610@sohu.com

Synthesis of Beneficial Ore_forming Information Based on GIS

CAO Y u
1　HU Guangdao

2　Y ANG Zhi feng
1　SHEN Zhenyao

1

(1　S 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Envi ronment Simulation , Institute of Environmen tal Science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19 Xinjiekouw ai St reet , Bei jing , China , 100875)

(2　Faculty of Earth Resources ,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 29 Lumo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4)

Abstract:GIS is an ef fective tool to process and analy ze spat ial geological information.Since

1980s , with the mature of the GIS technology ,GIS is widely used in many areas.Although a lot of

w orks has been done for the mineral resources quantitative appraisal with GIS , few studies w ere

conducted through ex tracting , screening and synthesizing geological variables using GIS for the

mineral resources quantitative appraisal.In this paper , some data involving geology and geo_chem-

ist ry have been collected to establish the database.With the help of GIS technology these data are

integrated to circling ore_forming places.

　 　When suitable grid cells are ascertained in the research area , GIS spatial overlaying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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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used to ex tract geo_information , then some geological variables are synthesized to burrow im-

plicit geological information such as composite entrop ,beneficial deg ree of fault and center symme-

try degree of fault.The analysis method of o re_finding benef icial degree in linear anomaly and

plane anomaly is int roduced to filt rate the geological variables relative to mineral resources.Geo-

anomaly model based on GIS is expounded , and the method of circling ore_forming places is

brought forw ard.The geological variables in Weixi area in the Yunnan province are taken out , and

the geo_anomaly and the o re_forming benef icial places are circled in the same area.

Geo_informat ion is ext racted using G IS spatial functions.Definition and dependability of geo

variables are improved , compared w ith those obtained wi th former man_made methods.Therefo re ,

the prediction and explo ration cycle is reduced.In order to burrow concealed geo_info rmation , 3

special geo_models are introduced to integrated basic geo_variables ,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The

geo_information is quant if ied in the ext ract ion of geo-variables and the delineation of geo_anoma-

ly.In part icular , the geo-anomaly quant if ication is more advanced than the geo_anomaly qualita-

tive description.Ore_forming places ,Which Geo_variables are integrated to circle , is in correspon-

dence w ith the mineral resources in research area.

Key words:GIS;beneficial ore_forming information;sys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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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rsion com_putation of elastic finite element is made w ith the fo rces on the boundary and

relative weight ratio as parameters to be inversed using displacement data of nine stations surveyed

from 1998 to 2000 and the ten principal st ress o rientation data observed before 1986.Meanwhile ,

the kinematic feature of active f racture is taken into accoun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ent

main driving forces of structure motion of Sichuan_Yunnan area are still f rom the collision of Indi-

an plate w ith Eurasian plate and the ex trusion ef fect of Philippine plate can no t be igno red.This

result demonstrates the succession feature of structure motion of this area now adays.

Key words:Sichuan_Yunnan area;genet ic algo rithm;relative weight ratio;joint i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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