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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值法在大数据地球化学图件
处理中的应用
———以青海锡铁山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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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０１２；

８１００１２；３．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西宁

８１００１２）

青海省锡铁山铅锌多金属矿床是青海省内重要的大型铅锌多金属矿床，矿区边部找矿潜力巨大。 但由于
整个锡铁山成矿带面积较大，所涉及图幅数量过多，数据库过大，导致前期取得的大量化探基础资料不能
全面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而采用传统的化探成图方法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的化探异常结果，影响找矿
效果，这极大地制约了更深层次找矿成果的取得和后备基地的优选。 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
用衬值法对已有化探数据进行系统地分析处理，克服了常规化探成图方法的不足，通过与常规化探成图
方法的对比研究，证明利用衬值法来进行大数据化探处理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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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锡铁山铅锌多金属矿床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

北缘中段，是青海省最大的有色金属矿山，属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锡铁山镇管辖。

地理坐标：东经 ９５° ３２′４０″ ～ ９５° ３５′２５″，北纬 ３７° １８′

组） 上部的沉积岩层，由炭泥质碎屑岩和碳酸盐岩
互层组成，夹有丰富的热液沉积岩和铅锌矿层，是锡

铁山铅锌矿床的主要含矿层位。 另一个层位是 ｂ 岩
组（ 火山岩组） 中的变中基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产有含铜的铅锌矿脉，为次要含矿层。
前人不同程度的研究和勘查工作以及近年来国

３３″ ～ ３７°２０′５９″。 矿区东距青海省西宁市 ６９９ ｋｍ（ 铁

家和商业性勘查的大规模投入，在锡铁山成矿带上

ｋｍ。 大地构造位于柴达木准地台北缘裂陷造山带，

点，与该成矿带上的锡铁山矿床的地位极不相称。

路） ，南距格尔木市 １３７ ｋｍ，西北距大柴旦行委 ７５

北东以金卡—乌兰深断裂为界，与欧龙布鲁克山及
宗务隆山褶皱带相邻；南西以残山山前壳层断裂带
为界，与柴达木盆地新生代坳陷相接（ 王振东和罗
先熔，２０１２） 。 锡铁山铅锌矿床形成于锡铁山—赛

发现的矿化线索，总体上呈现量小、不成规模的特
近几年来开展的 １ ∶ ５ 万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已完全
覆盖锡铁山成矿带，但由于所涉及图幅过多，数据库
过大，导致前期取得的大量化探基础资料不能全面
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而采用传统的化探成图方法

什腾山裂谷带三级盆地内，在盆地下部发育着一系

不能全面地反映真实的化探异常程度，影响找矿效

列同生断裂，含矿热液沿同生断裂上升，是形成超大

果，这极大地制约了更深一步找矿成果的取得和后

型铅锌矿床的基本条件（ 李如满和汪树栋，２００３） 。
该矿床赋存于上奥陶统滩间山群浅变质岩系中。 有
两个含矿层位：一是滩间山群 ａ 岩组（ 火山—沉积岩

备基地的优选。 因此，在已有大数据化探资料的基
础上，利用衬值法进行系统地数据分析处理以及找
矿信息集成，对于指导该成矿带实现找矿突破具有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０４
［ 基金项目］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基金项目（ 编号：青国土资矿（２０１６）１７７ 号） 资助。
［ 第一作者简介］ 邱炜，男，１９８１ 年生，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地球化学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ｓｌｅｅｐｄｒｅａｍ＠ ｖｉｐ．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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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１

衬值法数据处理及元素组合特征
数据处理是以水系沉积物样品分析数据为基

础，由于研究区面积大，地质情况复杂，不同地质体
中样品测试数据的背景差别极大，加之可能由于各
图幅间采样有效级及样品测试仪器等原因造成的系
统误差，相邻图幅背景不在一个水平上，同一元素的
含量数据与区域地质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为资源使
用和研究带来了困难。 传统方法判断异常值是以计
算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为基础，而均值和标准差的
耐抗性极小，异常值本身对它们的影响较大，非正态
分布的数据应用这些方法判断异常值，其有效性是

图１

有限的（ 汪等等，２０１３） ，经过大量数据处理及图件

分析谱系图

编制的经验，以通过地质背景变换衬度的衬值原始

（２） 在相关系数 γ ＝ ０ ４ 水平上，元素相关的元

数据集作为新的数据源来统一计算异常下限值，采
用衬值法处理数据进而编制各类图件，可以有效降
低研究区内不同成矿背景差异，较好地反映了区内
部分弱小异常，细化较大异常。

１ １

特征值统计

对研究区内 １７ 种元素的衬值数据集进行离群

点（ 最高值、最低值） 的迭代处理，以（ Ｘ±３Ｓｏ）
迭代，
＋ ３Ｓｏ 或小于 Ｘ
－ ３Ｓｏ 的值依次迭代，直到无
对大于 Ｘ
离群数值可剔除为止，形成背景数据集，求出平均值
 、标准离差（ Ｓ） 、变化系数（ ＣＶ） ，以 Ｘ
＋ １ ６５Ｓ 确
（ Ｘ）
定为异常下限及区内找矿预测的基础。

１ ２

Ｒ 型聚类分析
为了研究区内元素之间的组合关系，揭示主要

地质作用，了解主要的地质环境中元素聚散趋势和
成因相关联系，对全区近万件水系沉积物样品的 １５

种元素的衬值数据集进行了 Ｒ 型聚类分析，研究其
相关的聚散趋势和地质作用。

通过对区内 １５ 种元素 Ｒ 型 聚 类 分 析 的 解 读

（ 图 １） ，对元素共生组合特点有如下认识：
（１） 在相关系数 γ ＝ ０ ７５ 水平上，元素相关的
元素组在谱系图上显示有 ４ 个，从上至下分别是：①
Ｃｄ、Ｚｎ—区内沉积型地层相关元素组；② Ａｇ、Ｐｂ—
中高温贵金属及有色金属元素组；③ Ｃｏ、Ｃｕ—基性
超基性岩元素组及有色金属元素组；④ Ｃｒ、Ｎｉ—基
性超基性岩相关元素组。
１２７２

青海省锡铁山成矿带 １５ 种元素 Ｒ 型聚类

素组在谱系图上显示有 ３ 个，从上至下分别是：①

Ｃｄ、Ｚｎ、Ａｇ、Ｐｂ—区内沉积型地层元素组；② Ａｓ、Ｓｂ、
Ｍｏ—低温成因地层相关元素组；③ Ｃｏ、Ｃｕ、Ｃｒ、Ｎｉ—
基性超基性岩相关元素组。
（３） 在相关系数 γ ＝ ０ １５ 水平上，元素相关的
元素组在谱系图上显示有 ２ 个。 代表中酸性侵入体
的 Ｓｎ、Ｔｈ 元素与 Ｐｂ、Ｚｎ、Ａｇ 等主成矿元素的组合元
素存在相关关系，由于相关系数极低，推测区内的中
酸性侵入体和主成矿元素相关性不大，而与基性超
基性岩元素有关的 Ｃｕ、Ｃｏ、Ｎｉ 元素也与 Ｐｂ、Ｚｎ、Ａｇ
等主成矿元素的相关性不大。

综上所述，结合谱系图可以看出：在锡铁山成矿

带中，与主成矿元素 Ｐｂ、Ｚｎ、Ａｇ 相关性最大的为 Ｃｄ

元素，其次为 Ａｓ、Ｓｂ、Ｍｏ 元素，而 Ｓｎ、Ｔｈ 元素和 Ｃｕ、
Ｃｏ、Ｃｒ、Ｎｉ 元素与主成矿元素相关性较差，即主成矿
元素 Ｐｂ、Ｚｎ、Ａｇ 与区内的中酸性侵入体和基性超基

性岩相关性不大。 而 Ａｕ 元素和 Ｗ 元素相对独立，
可以看作与其他元素都没有相关性。

２

衬值法在锡铁山成矿带的可行性
研究
为了验证衬值法对地球化学数据处理的有效

性，对整个锡铁山成矿带的化探原始值数据和衬值
数据分别进行了综合异常图的绘制，通过对比来验
证衬值法的有效性。 由于整体图幅面积较大，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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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锡铁山成矿带衬值综合异常和真值数据综合异常对比效果示意图（ Ａ 区块）

更直观清晰地表达，特将整个图幅分成了若干个区
块来进行对比研究，部分区块对比结果如下：

２ １

Ａ 区块（ 图 ２）

常图上的 ＮＷ 部及 Ｅ 部没有异常出现，而通过衬值
法圈定的综合异常的 ＮＷ 部和 Ｅ 部均确定出了多
处综合异常，以上说明通过原始值来圈定异常的会

该地区成矿潜力极好，已发现有典型的大型铅

存在漏减异常的情况。

（１） 在相同的区域内，通过衬值法圈定出 ５ 处

好的反映，而原始值数据圈定的综合异常对于弱小

锌矿床（ 锡铁山） 。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综合异常，而通过原始值数据圈定出了 ２ 处综合异
常；

（２） 在综合异常的分布上，原始值数据综合异

（２） 根据异常规模可以看出，区内原始数据综

合异常圈定过于粗略宽泛，异常外带面积过大，中带
和内带较少，而通过衬值法圈定的综合异常相对清
晰简练；

（３） 通过上图还可以看出衬值异常和已有矿床

的套合程度也较好，且对于 ＮＷ 部和 ＳＥ 部个别弱
小异常也有较好的反映，而原始数据综合异常对于
弱小异常的反映信息不够详细，只有异常外带。

２ ２

Ｂ 区块（ 图 ３）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 在相同的区域内，通过衬值法圈定出 １０ 余

处综合异常，而通过真值数据仅圈定出了 ８ 处综合

（３） 通过衬值法圈定的异常对于弱小异常有较

异常的反映信息较少。

（４） 通过比较还可以看出衬值法圈定的异常和

已知矿化点的套合程度也比较理想。

２ ３

Ｃ 区块（ 图 ４）
通过对上图的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 在相同的区域内，通过衬值法圈定出不同

规模的综合异常 １０ 余处，而通过原始数据仅仅圈定
了 ６ 处综合异常，且仅存在元素异常外带，无内带和
中带。

（２） 根据各自异常规模可以看出，原始数据综

合异常圈定过于粗略宽泛，异常外带面积过大，而中
带和内带又缺失，而通过衬值法圈定的综合异常相
对清晰简练，且具有清晰的异常外中内带，相对原始
数据圈定的综合异常多而不泛，重点突出。

异常；

１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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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铁山成矿带衬值综合异常和真值数据综合异常对比效果示意图（ Ｂ 区块）

图４

锡铁山成矿带衬值综合异常和真值数据综合异常对比效果示意图（ Ｃ 区块）

通过利用衬值法和传统化探处理方法分别对青
海省锡铁山成矿带较大面积图幅的化探数据分析处
理，加之与已知矿床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其实际效
果比较理想，优势明显，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的。 对
于跨图幅较大面积的化探数据处理来说，衬值法具
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圈定的异常区可信度高，在类似
的工作中采用衬值法进行数据处理进行图件的编制

１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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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结论

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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