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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激电勘探的综合地学信息三维找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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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前人提出的具有“高度综合、抽象概括”的“地质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找矿模型”不同，本文应用三
维激电勘探技术等综合物探方法，在“CT”勘查区的基础上，综合勘查区已有地、化等找矿信息，通过数
据综合、信息挖掘，构建勘查区“具体的、叠加综合信息”的三维找矿模型。该模型具有全局观、真实性、
形象化等特点，通过近十个项目的验证，综合地学信息三维找矿模型提供的找矿信息不仅丰富、详实、直
观，而且见矿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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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地质找矿预测评价工作中，物探专家希望像

地质专家建立的放之世界皆准的“成矿模式或找矿
模型”一样，建立一个基于“地球物理勘探技术”的
具有“高度综合、抽象概括”的“找矿模型”用来找
矿预测。但由于地球物理数据的多解性等特点，地
球物理找矿标志只能作为一种地质找矿的间接标
志（王钟等，1996），在地质人员的眼中，无非是几种
物性的高中低搭配组合，相比地球化学标志，在指
导找矿方面给予的重视程度不够，尽管如此，地球
物理勘探仍然是地质找矿中不可或缺的勘查技术
手段。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作为只提供间
接找矿标志的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在建立“地质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找矿模型”中只能起到辅助
作用。
由于缺少直接的找矿标志，可利用的矿化信息

其它勘探技术难以获得的深部找矿信息。因此，应
利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先给勘查区做个“CT”
（徐
2016），在构建“三维地质体模型”的基础上，
飞等，
建立综合地学信息的三维找矿模型，为找矿预测提
供信息。

1 综合地学信息三维找矿模型的主
要内容
与前人提出的“高度综合、抽象概括”的“综合
地学信息找矿模型”（徐飞等，2016）不同，综合地
学信息三维找矿模型是基于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综
合地、化等找矿信息，构建勘查区“具体的、叠加综
合找矿信息（实体模型 + 综合信息叠加 + 找矿标志）
的三维地质模型”，具有全局观、真实性、形象化等
特点。
综合地学信息三维找矿模型包含以下三个层
面的内容。

少，隐伏矿（体）找矿预测具有探索性强、风险大的
特点（王庆乙和胡玉平，2004）。地球物理勘探技术

1.1 “CT”勘查区

具有大而可控制的探测深度，可以通过天空、地面、

以综合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为主，通过野外数据
采集、数据预处理、三维反演等方法，获取地下地质
体三维物性分布特征；结合地质、化探、遥感和钻探

地下（钻孔或坑道）进行三维探测，以快速地获取勘
查区地下各类地质体的物探信息，为找矿预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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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构建地下三维地质体；为研究“成矿地质
体”（叶天竺，2013）的空间分布特征提供信息。

1.2

综合地学信息找矿标志
地质异常是在物质组成、结构、构造或成因序

次上与周围环境具有显著差异的地质体组合（赵
1999），地质异常与物化探异常之间存在着
鹏大等，
耦合和套合的空间关系，地质标志、物探标志和化
探标志是产生地质异常的与成矿有关的各种因素
的集合，物探标志是指关于地质体的物性的辩识特
征。它是立体填图工作中划分各种地质体的主要
参数之一，是构建成矿地质体等的重要信息，也是
地质找矿预测的一个间接（或直接）找矿标志。

1.3

信息融合、挖掘与三维建模
在出现三维可视化软件之前，地质人员表达三

维地学数据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基于二维纸质图件
的剖面图、
中段图、
纵投影图、
栅栏图、
序列剖面图等
传统方法。现在，地质人员可以使用三维地质建模
软件，
构建地下三维地质体模型，
提取各种找矿地质
信息，利用其强大的互交式空间数据处理和分析工
具进行数据融合与挖掘，
提取各种找矿地质信息。

2 “CT”勘查区的勘查技术
地球物理勘探（简称物探）的种类很多，如果按
研究岩（矿）石的物性特征可分为重磁勘探方法、地
震勘探方法、激发极化法、电磁感应方法等。
激发极化法是电法勘探类理论和反演软件较
为成熟的技术方法，由于提供的参数多、效果好，一
直作为地质找矿的“地球物理勘探”方法之一。目
前，高精度、抗干扰的激电设备和三维反演软件为
开展三维激电勘探提供了物质条件，三维激电勘探
方法是以地 - 地或井（坑道）- 地方式，采用三极或
四极装置采集数据，使用反演软件获取地下三维电
性资料，结合其它物探资料，开展三维地质体立体
填图。
从成本效应和技术成熟度讲，三维激电勘探可
以作为“CT”勘查区的首选勘探技术。三维激电勘
探是常规激电勘探的扩展，其理论、工作方法手段
与常规激电一样。具有地面和地下全域空间采集
数据、测线（点）多次覆盖、采集信息量大、探测深度
大、旁侧影响小、纵向横向分辨率高、参数多（电阻
率、极化率、金属因子、激电电阻率等）、反演结果的
人为因素少等特点。

图 1 “CT”勘查区技术集成示意图
a—三维激电勘探野外布置示意图；b—三维反演物性分布图；c—物性分布曲面立体图；d—切面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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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岩浆期后热液作用。从数量上讲，与岩浆活

三维地质模型构建准则

动相关的成矿类型占大多数。有些岩体可能是成

由于成矿地质活动一般较为复杂，地层岩性变

矿地质体的一部分或全部，如超基性岩体、斑岩岩

化较大，根据物探资料，把每个地层区分开来较为

体和次火山岩等。有的岩体含矿也有的不含矿。

困难，因此在构建矿区三维地质体模型时，应根据

因此，应根据矿床成因和成矿地质作用来确定是否

成矿类型、钻孔资料和物探三维反演信息以及岩、

把岩体单独归为一类地质体。

矿石物性资料，采取简化方式划分地质体。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几个：

（4）基底围岩
我们把成矿时期前与成矿作用无关的深部地

（1）围岩

层或岩体归为基底围岩。如果地层或岩体物性差

把成矿时期后与成矿作用无关的地层或岩体

异较大且对找矿有指示作用的，可以细分成多组地

归为围岩。如果地层或岩体物性差异较大且对有

质体。

找矿指示作用的，可以细分成多组地质体。
把与成矿同期、受成矿地质作用能量辐射弱的

4 综合地学信息三维找矿建模的技
术流程

一类地质体归为近矿围岩。它具有弱（无）蚀变或

综合地学信息三维找矿建模就是在现代地质

（2）近矿围岩

矿化特征。

找矿理论的指导下，在构建勘查区地下三维地质体

（3）成矿地质体

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地质找矿的先验经验，提取与

成矿作用类型不同，成矿地质体也不一样，实
际工作中应根据具体的成矿作用来确定成矿地
质体。

成矿作用有关的各种地质找矿标志，指导找矿。
基于三维物性填图的综合地学信息找矿建模
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基于综合地、物、化、钻等资料，

①类矿地质体

通过三维物性模型构建的三维地质体模型；根据勘

根据地球物理找矿标志的特点，我们把与成矿

查区成矿地质体的地质背景或环境的地质、地球物

地质体有密切关联的一类地质体称为类矿地质体。

理、地球化学特征信息，通过分析总结、归纳集成，

类矿地质体因成矿类型不同有所区别，需要根据特

建立综合地学信息三维找矿模型。

定的物性标志来确定，如激电异常可以作为划分类

主要技术流程：

矿地质体的通用的特定的物性标志；强磁性和高密

（1）收集和整理工作区的地质、物化遥资料，根

度可以作为如含磁铁矿或超基性镍铜矿特定的物

据已有的工作和相关的研究成果确定工作区的成

性标志。类矿地质体包含蚀变地质体和矿（化）体，

矿模式、矿床类型和成矿地质体。

是物探探测的目标物或目的物。

（2）通过对地球物理资料的数据处理、三维反

②控矿岩体

演和解释，分析、总结工作区物性分布特征，构建三

岩浆成矿作用包括火山喷发作用和岩浆侵入

维物性模型。归纳总结工作区岩、矿石的物性参数

图2

综合地学信息三维找矿建模流程示意图

（引自：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2010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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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结合地质等资料，通过空间数据分析、处理等

或工程验证结果，总结分析三维地质找矿模型的存

手段，实现三维物性模型到三维地质体的转换。

在问题，丰富和完善找矿模型的内容，指导下一步

（3）综合分析总结工作区地、物、化等资料和成
矿控制因素，根据各种与成矿作用有关联的信息进
行空间分析和数据融合，圈定成矿地质体和赋矿空

的地质找矿预测评价工作。

5

结论
地质找矿在本世纪初经历了一段“疯狂”的时

间，确定其规模、产状和空间分布特征。
（4）归纳总结本区找矿预测的地质标志、物探

期后，现在基本触底回归常态，一些矿业公司加大

标志、化探标志，建立综合地学信息三维地质找矿

了勘查力度。隐伏矿找矿一直是地质人员面临的

模型，圈定找矿靶区。

课题，由于矿体埋深大、人文干扰强，因此，如何采

由于地质找矿工作的复杂性，地质勘查贯穿矿

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在矿集区或矿山深边部开展地

产资源开发的全过程，找矿预测是一个不断认识 -

质找矿仍然是地质勘探者是思考的问题。近几年，

验证 - 再认识的实践活动。每个勘探区应根据钻孔

我们开展了以三维激电勘探为主的综合信息找矿

图3

综合地学信息三维找矿建模成果集成示意图
（引自：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2019 ②）

a—成矿地质体空间分布立体图；b—三维地质模型（岩体）分布立体图；c—综合地学信息三维地质找矿模型
1—高极化体；2—控矿岩体；3—环磁异常；4—环激电异常；5—高磁异常；6—高极化异常；7—化探综合异常；8—化探综合 1；9—化探综合 2；
10—化探综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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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评价工作，为矿山深边部找矿提供了丰富、详
实、直观的三维找矿信息，预测效果好，见矿率高。
因此，基于三维激电勘探的综合地学信息三维找矿
模型为开展深部找矿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是
今后找矿工作方法应用的趋势。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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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al ore prospecting model with comprehensive geoscientiﬁc
information based on 3D IP exploration
HU Yuping1, ZHANG Guangchun1, GAO Zhenquan2, ZHAO Yingnan2, ZHANG Juwei1,
ZHANG Ping1, LI Wei1, LIU Muxing1
(1. China Non-ferrous Metals Resource Geological Survey, Beijing 100012, China; 2. Guocheng Mining co., Ltd.,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geological-geophysical-geochemical prospecting model”with“highly
comprehensive and abstract generalization”proposed by predecessors, The 3D ore prospecting model is
based on the“CT”exploration area with the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methods including 3D IP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grating g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information, with“speciﬁc and superimposed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in the exploration area through data integration and information mining.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view, authenticity and visualization. Through the veriﬁcation of nearly ten projects, the
comprehensive geoscientific information 3D prospecting model not only provides rich, detailed and intuitive
prospecting information, but also has high ore occurrence rate.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geoscientiﬁc information;“CT”exploration area; 3D comprehensive prospecting
model; geological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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