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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部综合信息矿产资源预测评价研究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最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领域。随着地

表矿、浅部矿、易识别矿的日益减少, 地质找矿工作逐步向第二深度空间发展。深部矿产资源三维预测已
成为当前成矿预测研究的重点领域, 地质学家们经过长期的持续研究, 在该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与
重要认识。《地球学报》集中在 2020 年第 2 期刊发 15 篇文章作为“深部综合信息矿产资源预测评价”专
辑, 专辑涵盖了三个方向的研究成果: (1)矿产资源三维预测; (2)地质调查与研究; (3)地质、地化数据处理方
法等。这些工作主要涉及矿产资源预测评价的两个方面, 即预测方法和成矿规律, 具体包括深部构造三维重
建技术方法、同位素定年及示踪在成矿规律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地球化学异常信息机器学习提取方法等方面

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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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本文将简要介绍收入本专辑论文的研究工作, 对深入研究和认识深部综合信息矿产资源预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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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 Editor’s Preface to the “Prediction and Assessment of Deep Mineral
Resources Based on Integrated Geoinformation”
XIAO Ke-yan

MNR Key Laboratory of Metallogeny and Mineral Assessment,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Prediction and assessment of deep mineral resources based on integrated geoinformation is the most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in earth system science. With the decrease of surface deposits, shallow deposits and
deposits which are easily identified, geological prospecting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toward the second deep
space. The three-dimensional prediction has become the key field of current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research.
Based on a long-term continuous research, geologists have obtained a series of major achievements and important
understandings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prediction. The special issue (No. 2, 2020) of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contains 15 papers concerning the prediction and assessment of deep mineral resources based on integrated
geoinformation. This special issue covers the following three subjects: (1) three dimensional prediction,
(2) g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 and (3) g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These papers
mainly discuss the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method of deep structure, the application of isotopic dating
and tracing in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study, and the geochemical anomaly analysis method. This introduction
aims to briefly describe each study in the three subject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diction and assessment of deep mineral resources.
Key words: three dimensional prediction;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f metallogenic structure;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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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表矿、浅部矿、易识别矿的日益减少, 地

位、定量、定概率一体化的三维预测。本部分共有

质找矿工作逐步向第二深度空间发展, 成矿规律的

6 篇研究性文章, 其工作重点有成矿系统地质要素

研究与成矿预测方法的创新在找矿勘查中显得愈发

的预测转化模型(向杰等, 2020; 李伟等, 2020)、矿

重要(赵鹏大等, 2003), 而深部综合信息矿产资源三

化信息定量提取模型(邓浩等, 2020)、深部构造三维

维预测评价正是当前矿产资源定量预测与评价的趋

模型(毛先成等, 2020; 陈进等, 2020)及矿产定量预

势与前沿。深部资源三维预测研究是地球系统科学

测方法模型(张权平等, 2020)。
矿产预测及矿产勘查成败的核心在于, 如何构

学、构造学、数学地质学及地球物理学等多种学科,

建恰当的预测变量来反映成矿作用过程。李伟等

其预测效果一直受深部有效信息相对缺乏、预测可

(2020)分析总结了甘肃早子沟金矿的综合地质找矿

靠性随深度增加逐渐降低等问题的制约。鉴于此,

模型为“控矿断裂+有利岩体+有利围岩蚀变+等间

笔者于 2017 年申请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

距控矿”, 每个地质异常变量定量分析与提取结果

勘查开采”专项项目——“深部资源预测系统技术

在地质认识上都有较好的印证, 采用证据权重法与

研 究 与 示 范 (2017YFC0601500)” (以 下 简 称 项 目 ),

信息量法两种预测方法进行叠加分析成矿预测, 结

拟通过剖析和解决深部成矿空间三维结构重建机

果显示 Au1、Au9、Au30、M16 等主矿体深部具有

制、深部矿化定位机制及深部预测途径等重大科学

良好的找矿潜力。向杰等(2020)以四川拉拉铜矿为

问题, 建立深部成矿空间矿产资源预测评价与指标

例, 将矿床成矿系统分析(知识驱动)与三维定量分

体系, 并开发先进、可靠及实用的深部三维可视化

析(数据驱动)相结合, 将成矿作用过程及关键因素

预测软件系统平台。在此基础上, 在湖南—贵州锰

(源、运、储、保等)转化为可预测的具体空间要素, 构

矿整装勘查区、山东莱州—招远金矿整装勘查区及

建了区域找矿要素三维地质信息, 以找矿信息量为

四川会理—会东矿集区等地, 针对锰、金、铜等国

数学模型, 圈定了 4 个找矿靶区, 分别位于红泥坡

家战略紧缺矿产, 开展深部三维预测评价及找矿预

大型铜矿矿区南部、落凼矿区东南部及东北部和黎

测示范, 建立地学多元综合信息三维预测模型, 圈

洪矿区东南部。

S

研 究 中 最 具 有 交 叉 学 科 性 质 的 领 域 , 涉 及 到 矿床

在大数据时代, 机器学习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

上述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要涉及示范区深部

种基于数据驱动建立预测模型的新途径和表达。然

资源三维预测及相关内容, 因此, 专辑名称为: 深

而, 在三维预测中, 深度学习需要以非结构化的三

部综合信息矿产资源预测评价。

维地质模型为研究对象, 这使得一般的适用于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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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深部找矿靶区并估算资源潜力。本专辑论文即是

C

地质学家们经过长期的持续研究, 在深部资源

预测的深度学习方法难以直接扩展至三维预测。邓

预测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与重要认识。

浩等(2020)以山东大尹格庄金矿床为例, 提出了一

本期《地球学报》收集了 15 篇关于深部资源三维预

种基于深度学习的隐伏矿体三维预测方法, 方法以

测及其相关内容的学术论文, 主要以地区性研究论

三维地质模型为输入, 基于深度卷积网络自动提取

文为主, 主要内容涉及目前地学界所研究的热点地

找矿指标, 构建三维地质模型到矿化信息的定量关

区及锰、金等国家战略紧缺矿产, 如湘黔地区锰矿、

联, 并且利用该方法建立了大尹格庄金矿床的隐伏

江南造山带(湖南段)金矿及胶东、胶西北金矿等。

矿体三维预测模型, 指示了矿床深部成矿有利地段,

当前的专辑涵盖以下三个主题: (1)矿产资源三维预

应用 ROC 曲线 AUC 面积对比了深度学习模型和人

测; (2)地质调查与研究; (3)地质、地化数据处理方

工建立找矿指标的预测模型, 表明基于深度学习的

法。以下将对这三方面成果做一简要综述。

预测模型较大地提升了预测准确性。

1

矿床的形成明显地受地质构造的控制, 深部矿

矿产资源三维预测

产预测依赖于对研究区深部成矿构造推断和矿化分

随着矿产资源预测的发展, 深部综合信息矿产

布规律的认识, 深部成矿构造及深部成矿作用已成

资源预测评价已经成为矿产勘查领域的热点, 其工

为当前深部找矿工作中的研究热点。陈进等(2020)

作流程主要包括三个步骤(陈建平等, 2007; 肖克炎

以胶东大尹格庄金矿床为研究对象, 通过三维地质

等, 2012): (1)分析总结研究区矿床成因、成矿规律、

建模及三维空间分析, 认为断裂带的距离场因素反

控矿地质条件和找矿标志, 建立三维找矿地质模型

映热液活动的集中部位, 断裂面的趋势-起伏因素

和三维实体模型; (2)在成矿预测理论的指导下, 补

和陡缓转换因素主要控制矿体的空间方位, 断裂面

充与成矿有关的物、化、遥信息, 提炼出综合找矿

坡度因素则能大致表征矿体的产状。采用迁移学习

模型; (3)构建研究区三维立方体单元块, 将找矿定

算法并结合地质情况圈定了三个找矿靶区, 分别位

量化信息赋予每一个立方体预测单元, 最后使用合

于大尹格庄东方向约 4.9 km、赵家庵东北方向约

适 的 找 矿 信 息 处 理 方 法 , 开 展 研 究 区深 部 矿 体 定

4 km 及 4.8 km 的区域。毛先成等(2020)以胶西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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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集区为研究对象, 综合利用地质、地球物理、地

乐锰矿的大地电磁测深剖面进行了处理和解释, 结

球化学勘查等数据, 提出了多源数据综合、浅部地

果表明大地电磁反演电阻率模型等值线图中的“凹

质构造建模、深部地质构造推断、耦合处理建模四

中凹”地层结构是圈定成矿靶区的主要地球物理标

个过程组合与迭代的深部成矿构造三维建模方法;

志, 民乐—花垣一带为古天然气渗漏口的过渡相和

基于地质勘探、地震、重力、大地电磁和构造地球

边缘相, 含锰地层具有越往东北向埋深越浅、厚度

化学勘查数据, 构建了胶西北金矿集区招平、焦家

也越来越薄的特点, 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地球物理深

和三山岛三条成矿带 3000 m 以浅的深部成矿构造

地探测技术对南华纪沉积型锰矿床的找矿指导。

三维模型及其离散光滑插值(DSI)模型; 综合利用

“江南造山带”呈弧形横跨桂北、黔东、湘西、

胶西北金矿集区深部成矿构造三维模型, 通过三维

湘北、赣北、皖南以及浙北等广大区域(长达 1500 km,

可视化矿化空间分析和成矿信息提取, 圈定了招平

宽约 200 km), 其中湖南段分布的金矿资源量极为丰

断裂带找矿靶区 5 个, 焦家断裂带找矿靶区 4 个,

富, 集聚了湖南 90%以上的金矿, 呈带状分布, 累计

三山岛找矿靶区 3 个。

探明金资源储量达 600 t, 且多数矿床勘查深度不足

矿产资源定量预测的最后一步是成矿信息的

500 m, 深部找矿潜力巨大, 被誉为湖南的“金腰带”
。

统计预测, 主要是指应用统计方法进行找矿信息

雪峰弧形构造带中段金(锑)矿床众多, 为湖南

量、找矿有利度的运算, 进而确定找矿靶区。张权

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 其中古台山矿床是颇具代表

平等(2020)建立了贵州烂泥沟金矿的三维地质模型,

性的石英脉型金锑矿床。孙骥等(2020)研究了古台

应用“立方体预测模型”方法定量提取了控矿要素

山矿床成矿流体 He-Ar、Sr 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成

并实现异常信息的三维空间重构, 通过三维证据权

矿流体的 3He/4He 为 0.011~0.038 Ra,

与找矿信息量相结合的综合圈定办法, 有效减少了

414.4~732.6, 表明成矿流体主要为地壳流体, 同时

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 共圈定找矿靶区 5 处, 其中

有部分大气降水的加入; 含矿石英流体包裹体

A 类靶区 2 处, B 类靶区 3 处。

ISr-223.6 变化于 0.723 60 ~ 0.731 67, 平均 0.727 44,

S

Ar/36Ar 值为

通过与地层和岩体锶同位素组成对比, 认为古台山

地质调查与研究

矿床成矿流体是岩浆流体运移过程中与来自基底具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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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研究是成矿预测的基础, 具体包括成矿地

有高锶同位素比值的碎屑岩水岩相互作用的结果;

质背景、成岩成矿地球化学特征、矿床成因及成矿

此外, He-Ar 同位素揭示矿区深部及周缘地区板溪

规律等。本部分共有 6 篇研究性文章, 其中涉及湘

群具有更好的资源潜力。
江南造山带湖南段早古生代花岗质岩石

对于研究早古生代构造演化以及金成矿作用具有

金矿成岩成矿地球化学特征、成矿规律的文章共

重要意义。金鸡矿床是湘东北地区新近发现的

3 篇 (黄 建 中 等 , 2020; 隗 含 涛 等 , 2020; 孙 骥 等 ,

一个中型早古生代金矿床, 其钻孔中发现的花岗岩

2020)以及 1 篇研究南盘江—右江盆地构造演化与

和花岗闪长岩锆石 LA-ICP-MS U-Pb 年龄分别为

C

西北地区锰矿成矿背景研究的文章 2 篇(邹光均等,
2020; 曹创华等, 2020), 研究江南造山带(湖南段)

金锑成矿作用的文章(杨成富等, 2020), 此外还有

(425.2±1.5) Ma 和(430.6±1.5) Ma; 岩石地球化学数

1 篇文章介绍了山东省齐河—禹城地区矽卡岩型铁

据表明, 花岗岩属 I 型花岗岩, 其来源于地壳中变

矿的“三位一体”预测(郝兴中等, 2020)。

泥质岩石的部分融熔; 花岗闪长岩属埃达克岩, 其

湘黔渝毗邻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扬子陆块东

起源于地壳中变砂质岩石的部分融熔; 岩体岩石地

南缘, 发育有完整的南华纪沉积记录, 同时也是我

球化学、年代学以及 Sr-Nd 同位素特征表明二者是

国南华纪“大塘坡式”沉积型锰矿的重要富集区。

华南早古生代陆内造山事件的产物, 指示金鸡金矿

邹光均等(2020)通过沉积相剖面的横向对比, 用“优

床属于造山型金矿床(隗含涛等, 2020)。

势相”成图法编制了湘黔渝毗邻区南华纪早世、中

黄 建 中 等 (2020) 系 统 分 析 总 结 了 江 南 造 山 带

世、晚世的岩相古地理图件, 研究区南华系沉积环

(湖南段)金矿成矿规律与资源潜力, 从构造-岩浆作

境大致可分为大陆相区(河流相和湖泊相)、过渡相

用-沉积建造角度, 结合地质年代学、古地磁、岩相

区 (三 角 洲 相 )和 海 相 区 (海 岸 相 以 及 浅 海 陆 棚 相 );

古地理分析, 认为前寒武纪构造演化过程中发生了

南华裂谷盆地形成与 Rodinia 超大陆裂解关系密切,

两次重要的金元素补给事件, 奠定了区域金成矿的

自西向东分为武陵次级裂谷盆地、天柱—怀化隆起、

物质基础; 加里东期和印支期两期金矿床分别形成

雪峰次级裂谷盆地三个构造单元, 南华纪“大塘坡

于陆内造山、陆内伸展背景下, 二者分区成带产出,

式”沉积型锰矿主要形成于武陵次级裂谷盆地内的

构成一条复合型造山型金矿带, 是横贯湖南的巨型

裂陷海湾相带中的次级半地堑或地堑盆地单元内。

“金腰带”; 已有的研究成果及深部验证情况表明

曹创华等(2020)在上述研究基础上, 对区内经过民

该成矿带深部找矿潜力巨大, 2000 m 以浅金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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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计理论实验, 可视化了不同算法, 认为不同机

南盘江—右江盆地具独特的盆地构造演化历

器学习方法在不同地区的地球化学异常信息提取中

史和背景, 是西南低温成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

的效果存在不一致性; 将人工神经网络、随机森林以

泛发育有 Au-As-Sb-Hg-Tl 等低温热液矿床, 金锑成

及支持向量机应用于湖南香花岭锡多金属矿及甘肃

矿作用与盆地构造演化密切相关。南盘江—右江盆

合作金矿的地球化学异常信息的识别与提取时, 人工

地的构造演化划分为五个阶段, 即早中泥盆世裂谷

神经网络的结果在香花岭研究区较好, 随机森林的结

盆地阶段—晚石炭世裂陷洋盘发育阶段—二叠纪洋

果在合作研究区较好; 在地球化学异常信息提取中,

盆消失及前陆盆地发育阶段—中晚三叠世盆地消亡

比较不同监督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集、测试集精确度,

及碰撞后伸展阶段—中侏罗世—早白垩世晚期 NE

可以选出最佳算法, 构建最优模型, 从而使地球化学

向挤压构造发育阶段; 盆地构造、岩相古地理、流

异常信息提取的结果更具备可靠性。

体演化及岩浆活动对金锑成矿控制明显; 盆地找矿
预测模型可以概述为中心为陆内斑岩型铜矿床, 上

4

结论

部或边部为矽卡岩型铜矿床、脉状钨-锡-银-铅-锌矿

本专辑发表的 15 篇文章, 涉及矿产资源三维

床和远端低温热液型金-银-锑-汞矿床, 该模型对研

预测、地质调查与研究及地质、地化数据处理方法

究区深部斑岩型矿床或与斑岩体有关的矽卡岩型矿

等研究方向与内容, 主要系统总结了项目的阶段性

床的找矿勘查具有重要意义(杨成富等, 2020)。

研究方法及成果。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简要介绍有
助于读者了解这批文献关于深部矿产资源预测评价

显的航磁异常和重力异常, 具有良好的矽卡岩型铁

的研究方法。总之, 深部资源预测研究不仅包含着

矿成矿地质条件。区内铁矿体控矿要素为奥陶纪碳

数学地质学、岩石学、构造学、矿床学、地球物理

酸盐岩地层和石炭纪—二叠纪碎屑岩地层, 燕山晚

学、地球化学众多的学科内容, 而且是一个长期研

期闪长岩体, 以及奥陶纪地层和岩体接触带及其附

究的过程。

S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禹城深覆盖区发育有明

近成矿有利部位等, 郝兴中等(2020)总结了该地区

圈定了李楼西、石庄、郭店村、丁寺东南、大张村、
朱庄南共 6 个最小预测区。

地质、地化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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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卡岩型铁矿的“三位一体”综合找矿预测模型, 并

处理, 包括地质、物探、化探及遥感等, 提取与成
矿有关的异常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进而达到优选找
矿靶区的目的。本部分共有 2 篇研究性文章, 包括
地形可视化的算法和模拟(李朝奎等, 2020)以及地
球化学异常信息提取算法(李苍柏等, 2020)。
地形可视化是利用数字高程模型 DEM, 采用
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进行三维地形模拟显
示。利用 GPU 高性能并行计算功能, 将其与 ROAM
算法相结合进行地形可视化研究, 可为矿产资源评
价、三维地质建模等工作提供基础分析数据(李朝奎
等, 2020): 运用强制分割方法对 ROAM 算法所产
生的裂缝进行修复, 能够消除地形建模过程中产生
的地形裂缝; 利用 GPU 进行加速实验时, 随着计算
量的增大, 计算效果越来越明显, 当计算量达到一
定值时, 加速效果达到一个稳定的趋势。
地球化学异常识别对矿产资源的定位、定量预测
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在矿产资源勘查的新形式以及
海量数据的支持下, 研发复杂地质条件下地球化学的
提取技术, 对勘查地球化学数据进行挖掘和再开发,
进而带动找矿突破显得尤为重要。李苍柏等(2020)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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