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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谱热红外遥感技术在地质找矿中的应用
刘德长１） ，邱骏挺１） ，闫柏琨２） ，田丰１）

１）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遥感信息与图像分析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２）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内容提要： 高光谱热红外遥感技术用于地质找矿，目前国内外都在探索，由于热红外发射光谱的混合为线性混
合，利用线性解混技术可以对硅酸盐类矿物，如石英进行识别和提取。 这是其优于可见光—近红外和短波红外之
处。 大多数金属矿床与石英脉—硅化带的关系密切。 另外，石英脉与硅化带的控矿作用又有差异。 因此，利用高光
谱遥感技术提取石英脉—硅化带，并将二者区分开来，对于金属矿的找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航空高光谱热红外
遥感技术由于可以获取高空间分辨率（ 亚米级） 的高光谱热红外数据，可以进行热红外矿物精细填图，提取规模小的
石英脉或硅化带，从而更具地质找矿价值。 本文利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遥感信息与图像分析技术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的航空热红外成像系统（ ＴＡＳＩ） ，在甘肃北山柳园—方山口和新疆雪米斯坦地区获取了高空间分辨率的高光
谱热红外遥感数据，从开展实用化热红外大气校正与光谱重建技术入手，探索了石英脉—硅化带提取与区分，解决
了地质找矿中石英脉—硅化带的提取与区分这一具普遍性的关键技术难题，并通过示范应用，取得了明显的找矿效
果。
关键词：高光谱遥感；热红外；石英脉—硅化带；地质找矿

大多数金属矿床（ 如金、银、铀、铜、铅锌、钨钼

进行识别和提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石英脉与硅化

等） 与石英脉—硅化带，以及相关的蚀变作用关系

带的区分。 航空高光谱热红外遥感技术，由于可以

极为密切，是找这类矿床的重要标志性目标（ 毛光

获取高空间分辨率（ 亚米级） 的高光谱热红外数据，

周等，２００８；宋扬等，２０１１；孙振明等，２０１５） 。 此外，

可以进行热红外的矿物精细填图，从而将规模较小

石英脉和硅化带对金属矿床的控制作用有明显的差

的石英脉和硅化带识别出来，故具有很高的找矿价

异性，石英脉和硅化带往往与金、钨钼、铜、铅锌等矿

值。 目前，利用热红外数据提取石英脉—硅化带信

床关系密切（ 杨立强等，２０１４；王小飞等，２０１１；彭慧

息的技术还没有成熟的方法和软件。 本文依托中国

娟等，２０１２； 刘德长等，２０１５ａ，ｂ） ，铀矿与石英脉无

地质调查局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的工作项目，利用核

关，而与硅化带关系密切，受硅化带控制（ 指硅化带

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遥感信息与图像分析技术国家

２０１６） 。 因此，利用热红外遥感技术对石英脉—硅

北山柳园—方山口和新疆雪米斯坦地区获取了高空

类型铀 矿 ） （ 王 联 魁， １９８６； 刘 德 长 等， ２０１５ａ， ｂ，
化带进行识别和区分具有重要的找矿意义（ 王俊虎

级重点实验室的 ＴＡＳＩ 航空高光谱成像系统，在甘肃
间分辨率的高光谱热 红 外 遥 感 数 据 （ 地 面 分 辨 率

等，２０１０；黄照强等，２０１０） ，但石英脉—硅化带在可

２ ２５ｍ；光谱范围 ８ ～ １１ ５４ μｍ；波段数 ３２） ，从开展

提取出来，更谈不上区分开来。 相比而言，热红外发

了石英脉—硅化带的提取与区分技术，解决了地质

见光—近红外 ／ 短波红外矿物填图中不能被识别和
射光谱的混合为线性混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闫
柏琨 等，２００６） 。 利用线性解混技术可以对石英脉

实用化热红外大气校正与光谱重建技术入手，探索
找矿中石英脉—硅化带的提取与区分这一具普遍性
的关键难题。 之后开展应用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找

注： 本文为中国地质调查局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工作项目（ 编号：１２１２０１１２２０２７７） 和 ＨＮＫＦ“ 松辽盆地砂岩型铀矿综合预测评价技术研究”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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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效果。

１

表 １ ＭＯＤＴＲＡＮ４．０ 软件输入输出参数表

实用化热红外大气校正技术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ＭＯＤＴＲＡＮ４．０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大气效应是岩矿信息提取过程中主要的干扰因

素之一，在反演地表温度和发射率之前，必须先对遥
感数据进行大气校正，以剔除大气效应的影响。 本
文利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４．０ 软件计算了大气透过率、上行

置、日期等确定。

将 ＭＯＤＴＲＡＮ４．０ 软件计算出的大气透过率、上

行辐射、下行辐射输入到图 ２ 所示的计算机处理流
程中。 现将整个处理流程简述如下：

第一步进行大气下行辐射校正。 根据普朗克定

律，设定所有波段的发射率为 ０ ９９，每个波段均计
算一个地面温度，以所有波段计算得到的最高温度

参数

输入

１

大气模式

中纬度夏天

２

气溶胶类型

４

传感器高程

６

工作区地理坐标

５

的参数（ 表 １） 主要根据 ＴＡＳＩ 数据获取时的地理位

实用化热红外光谱重建技术

序号

３

辐射和下行辐射（ 图 １） 。 输入 ＭＯＤＴＲＡＮ４． ０ 软件

２

１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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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度
地面高程

乡村

２３ ｋｍ

２．０ ｋｍ
０．９ ｋｍ
略

作为地表 实 际 温 度 的 估 计 值， 并 将 该 值 代 入 公 式
（１） 中，计算出地面辐射亮度值（ 去除大气透过率与
上行辐射） 。
Ｒ′ ＝ Ｌ′ － （１ － ε） Ｒ′ ＝ Ｌ′ － ( １ － ε′ )·Ｌ ｄｏｗｎ （１）

式中，Ｒ 为地表辐射亮度， Ｌ 为辐射能量， ε 为发射
率。

第二步计算发射率的 β 谱 。

图 １ 采用 ＭＯＤＴＡＲＮ４．０ 计算的大气上行辐射、下行辐射、透过率

Ｆｉｇ． １ Ｕｐｗａｒ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ＴＡＲＮ４．０

１１９２

地

质

论

评

图 ２ ＴＡＳＩ 数据大气校正与光谱重建流程

Ｆｉｇ． ２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ＳＩ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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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３

图 ３ 柳园地区北部航空 ＴＡＳＩ 数据（ ａ） ＴＡＳＩ 原始影像；（ ｂ） 发射率影像；（ ｃ） 温度影像
Ｆｉｇ． ３ （ ａ） Ｒａｗ ＴＡＳＩ ｉｍａｇｅ；（ ｂ） Ｅｍｉｓｓｉｖｉｔｙ ｉｍａｇｅ；（ 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

βｂ ＝

Ｎ·ε ｂ

∑ εｂ

（２）

式中：β ｂ 为计算得到的 β 谱； Ｎ 为波段数；ε ｂ 为发射

率。

第三步，根据公式（ ３） ，计算得到最小发射率，

将所有波段的相对发射率减去最小发射率，即为最

１１９４

地

质

论

２０１８ 年

评

终得到的发射率。
ε ｍｉｎ ＝ － ０．９１７４·ＭＭＤ ０．９７２３ ＋
０．９９２４

（３）

ε ｍｉｎ 为最小发射率，ＭＭＤ 为 β
谱的最大 － 最小值的差。
将处理后获取的发射率影像

（ 图 ３） 中的波谱与地面实测波谱
作了验证，二者吻合很好（ 图 ４）

３

３．１

石英脉—硅化带的
提取与区分
石英脉和硅化带的光谱特征
石英脉和硅化带的主要成分

都是 ＳｉＯ ２ ， 其 发 射 光 谱 如 图 ５ 所
示。 ＳｉＯ ２ 的振动频率和对 称 性 是
已知的，８ ～ １６ μｍ 范围为最强吸
收区。 该强吸收区由一个强吸收
带（ ８ ６ ～ ９ ７ μｍ） 和一稍 弱 的 吸
收带（１２ ～ １４ μｍ） 组成，其中强吸

图 ５ 柳园地区石英与硅化带发射光谱

Ｆｉｇ． ５ Ｅｍｉｓｓ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 ｖｅｉｎ ａｎｄ ｓｉｌｉｃｉｆｉｅｄ ｂｅｌｔ ｉｎ Ｌｉｕｙｕａｎ ａｒｅａ

收带中心位于 ９ １ μｍ，稍弱的吸

３．２．１

非对称伸缩振动导致，稍弱的吸收带则由 Ｓｉ—Ｏ—Ｓｉ

第一次变换是基于一个近似的噪声协方差矩阵，对

收带的中心位于 １３ μｍ 处。 强吸收带由 Ｓｉ—Ｏ—Ｓｉ
的对称伸缩振动导致。

石英脉的成分，除含一些金属硫化物的成分外，

一般为均一的 ＳｉＯ ２ ，其结晶度和纯净度均高；硅化
带是断裂带中破碎岩块被硅质胶结形成的构造角砾
带，其 ＳｉＯ ２ 的结晶度和纯净度均差。 由于石英脉与
硅化带的地质特征不同，造成了二者光谱特征的差
异：石英脉由于结晶度和纯净度高，吸收带位置稳定
在 ９ １ μｍ 处，光谱整体形态光滑；硅化带由于结晶

最小噪音分量（ ＭＮＦ） 变换

ＭＮＦ 变换实质上是两个阶梯式的主组分变换。

数据中的噪声进行去相关和重新调节，变换后的数
据中噪声具有单位方差并且无波段相关。
第二个步骤是噪声数据的一个标准主组分变
换，数据空间可以被分为两部分，前者与大特征值和
相关特征图像有关，后者为补充部分，具有近于均一
的特征值和噪声优势图像。 最终通过观察最终特征
值和相关图像来确定数据的固有维数。

度低，所含角砾成分岩性和含量变化大，导致主要吸

收带的位置变化大（ 从 ９ １ μｍ 向长波方向移动） 。
石英脉的 ＳｉＯ ２ 对称性高，导致在 １３ ０ μｍ 附近的吸
收带的深度大，而硅化带的 ＳｉＯ ２ 对称性差，导致在

１３ ０ μｍ 附近吸收带深度变小（ 图 ５） 。
３．２

石英脉—硅化带信息提取与制图

由于高光谱数据的复杂性和海量性，采用光谱
变换技术对于减少冗余信息。 本次研究通过最小噪

音分量（ ＭＮＦ） 变换进行降维和压缩，进而利用像元

纯度指数（ Ｐｉｘｅｌ Ｐｕ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ＰＰＩ） 进可端元选择。
端元被提取出来和识别后，采用混合谐调匹配滤波

（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ｔｕｎｅｄ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ＭＴＭＦ） 方法实现对
端元赋存及丰度的填图。

图 ６ 提取的石英影像波谱图

Ｆｉｇ． ６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ｑｕａｒｔｚ ｍｉｎｅ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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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柳园地区石英脉—硅化带分布图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 ｖｅｉｎ—ｓｉｌｉｃｉｆｉｅｄ ｂｅｌｔ ｉｎ ｔｈｅＬｉｕｙｕａｎ ａｒｅａ

图 ８ 石英脉—硅化带的野外查证点照片

Ｆｉｇ． ８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 ｖｅｉｎ—ｓｉｌｉｃｉｆｉｅｄ ｂｅ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６

地

３．２．２

质

论

２０１８ 年

评

像元纯度指数（ Ｐｉｘｅｌ Ｐｕ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ＰＰＩ）

反复投影 ｎ 维散点图到随机单元矢量来计算

ＰＰＩ，通过记录每次投影的极值像元，注记每个像元

被标定为极值的总次数。 ＰＰＩ 图像被产生。 这些图
像的直方图显示被 ＰＰＩ“ 击中” （ ｈｉｔ） 的分布。 从直
方图中选取阈值，用于选择最纯的像元，以保证被分
析的像元数最小。 这些像元被输入到分离特定光谱
端元的交互式可视化算法中。

３．２．３

Ｎ 维可视化中进行端元识别

在 Ｎ 维可视化中，光谱被视为 Ｎ 维散点图中的
一个点，Ｎ 是波段数。 对给定的像元，Ｎ 维空间中组
成 Ｎ 值点的坐标是每个波段对应像元的光谱反射

图 ９ 柳园花西山金多金属矿区石英脉

率。 这些点在 Ｎ 维空间的分布可用于估计光谱端

与硅化带区分识别图

元数和它们的纯光谱特征。

３．２．４

Ｆｉｇ． 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 ｖｅｉｎ—ｓｉｌｉｃｉｆｉｅｄ ｂｅｌｔ ｉｎ ｔｈｅ

混合谐调匹配滤波

Ｈｕａｘｉｓｈａｎ ｇｏｌｄ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ｕｙｕａｎ ａｒｅａ

本次研究采用的混合谐调匹配滤波技术可以最

１—蓝色端元；２—绿色端元；３—黑色端元

１—ｂｌｕｅ ｅ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２—ｇｒｅｅｎ ｅ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大化突出目标，通过最大化一个已知端元的响应，并

３—ｂｌａｃｋ ｅ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抑制混合未知背景的响应来去除要对所有端元已知
的需求，从而与已知特征进行匹配。 它提供了一个
基于与特定光谱库或图像端元光谱相匹配而迅速识
别特定物质的方法。 该技术产生的图像与光谱分解
的结果相似，但计算量显著减少，而且不需要对所有
端元均有已知的条件。 通过上述研究，提取石英的

影像波谱见图 ６；所填的石英—硅化带的分布图见
图 ７。 石英脉—硅化带的野外查证照片如图 ８ 所
示。

３．３

石英脉与硅化带区分的填图实验
石英脉和硅化带有单独存在的，也有混合存在

的，为了更好的对比研究，选择了柳园—方山口地区
花西山多金属矿区的两条混合型石英脉—硅化带进
图 １０ 甘肃柳园花西山矿区不同富含 ＳＩＯ２ 端元光谱特征

行了区分的填图试验。

填图的方法是在热红外矿物填图技术的 ＭＴＭＦ

Ｆｉｇ． １０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ｑｕａｒｔｚ ｅ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ｘｉｓｈａ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ｕｙｕａｎ ａｒｅａ

算法改进基础上进行的，直接从 ＴＡＳＩ 图像上寻找不
同的富含 ＳｉＯ ２ 端元值，分析岩石、矿物发射波谱特

征，从发射光谱角度区分石英脉和硅化带，并以此为

会随之发生明显的改变。

元的石英脉和硅化带图（ 图 ９） 。

化蚀变线状体为石英脉，产于印支期黑云母花岗岩

ＳＩＯ ２ 端元的光谱特征图，不同富含 ＳＩＯ ２ 端元提取的

化带。

基础，按同一阈值进行信息提取，得到不同 ＳｉＯ ２ 端
图 １０ 是甘肃柳园花西山金矿及外围不同富含

信息以不同颜色表示，黑色代表黑色石英端元，绿色
代表绿色石英端元，蓝色代表蓝色石英端元，它们的
光谱特征见图 ５，其共同特征是在 ８ ３ ～ ９ ５ μｍ 波
长范围内主要吸收带特征是随着 ＳｉＯ ２ 含量变化（ 硅
化程度及蚀变发育的不同） ，吸收峰位置和深度也

经光谱分析和野外查证，黑色富含 ＳｉＯ ２ 端元矿

中，其外围绿色和蓝色受杂质影响大的线状体为硅

４

地质找矿效果
利用航空高光谱热红外技术，通过石英脉—硅

化带的提取与区分，在柳园—方山口地区发现了与
石英脉有关的金矿和与石英脉—硅化带有关的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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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矿。 此外，在雪米斯坦地区还发现了与硅化带有
关的铀矿化等。
４．１

１１９７

英脉中金含量高达 １０ ｇ ／ ｔ。 此外，还伴有铜、铅、银
等异常。
４．２

石英脉型金矿

石英脉—硅化带型铅银矿

本文中发现的石英脉型金矿产出于柳园—方山

发现的石英脉—硅化带型铅银矿，位于柳园—

口地区的黑石山—花牛山深大断裂带的南侧。 从航

方山口地区，邻近黑石山—花牛山区域深大断裂带

的蚀变带。 主要蚀变类型为硅化、绢云母和黄铁矿

像上观察， 该石英脉—硅化带总体呈 ＥＷ 向展布。

空高光谱遥感图像上可以看到呈 ＮＷＷ 向带状展布
组成（ 图 １１ａ） 。 野外查证表明，该矿床受蚀变的（ 主

从 ＮＥ 转向 ＥＷ 的拐弯地段。 从航空高光谱遥感图
野外查证表明，石英脉受同方向断裂带控制，在地貌

要为赤铁矿化和绢云母化） 海西期黑云母花岗岩之

上呈陡峭山脊，

中含金属硫化物（ 图 １１ｂ） 。 化学分析结果显示，石

方铅矿和黄铁矿 （ 图 １１ｄ） 。 化学分析， 银达到 ５６

中的一条石英脉控制。 石英脉长 ３ ５ ｋｍ，宽 ２ ｍ，其

产状近于直立（ 图 １１ｃ） 。 采集的手标本上可见

图 １１ （ ａ） 航空高光谱遥感蚀变矿物填图结果；（ ｂ） 野外查证为含金石英脉（ 镜向北西） ；
（ ｃ） ＥＷ 硅化断裂带的断裂构造野外照片；（ ｄ） 硅化带中方铅矿和黄铁矿照片

Ｆｉｇ． １１ （ ａ）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ｕｓｉｎｇ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ｂ） Ｑｕａｒｔｚ ｖｅｉ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ｃ）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Ｗ ｔｒｅｎｄｉｎｇ ｓｉｌｉｃｉｆｉｅｄ ｂｅ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ｄ）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ｇａｌｅｎａ ａｎｄ ｐｙｒｉｔ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ｌｉｃｉｆｉｅｄ ｂｅｌｔ

１１９８

地

质

论

２０１８ 年

评

图 １２ 研究区蚀变矿物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 １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μｇ ／ ｇ；铅含量达到 １ ４９％。
４．３ 硅化带与接触带复合型铀（ 铍） 矿

配滤波和基于光谱特征参数的识别方法。 本文采用
基于匹配滤波的方法，首先利用大气辐射传输模型

本文中发现的硅化带与接触带复合型铀矿化位
于新疆雪米斯坦地区的查干陶勒盖—巴音布拉克控

计算大气上行辐射、下行辐射、透过率等大气辐射参

岩大断裂的北侧。 矿床出露于断裂带向北呈弧形拐

之后再利用换算得到的发射光谱提取地物信息。 这

弯的地段。 在航空高光谱矿物分布图显示，这一地

种方法可满足提取的需要，因为石英脉与硅化带具

区赤铁矿化和绢云母化较为发育（ 图 １２） 。 硅化蚀
变带与花岗斑岩的接触带重接复合，其特征与邻近
的白杨河铀（ 铍） 矿床控矿特征相似。
经野外查证，该区的岩石类型为似斑状花岗岩。

数，得到了发射光谱与地面实测光谱相一致的效果，

有明显不同的地质特征和光谱特征，运用高空间分
辨率的高光谱热红外（ ＴＡＳＩ） 遥感数据，并从方法和
软件开发方面，不仅实现了石英脉—硅化带的大面
积、快速提取，而且进行了示范性的区分。

通过放射性测量，在硅化蚀变带与花岗岩接触带复

通过找矿应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表明高光谱

合地段发现两处放射性异常，西部异常区伽马辐射

热红外遥感技术在地质找矿中具有很好的找矿前

强度为 ６５０ Ｕγ； 东 部 异 常 区 伽 马 辐 射 强 度 为 １０５
Ｕγ，围岩的伽马强度一般仅为 ４５ Ｕγ。

５

结语

石英脉—硅化带的大面积、快速提取与区分是
地质找矿中具普遍性的关键难题，对金属矿的找矿
突破具有重要作用。 相比可见光—近红外和短波红
外，高光谱热红外遥感技术在提取和识别硅酸盐类
矿物方面具有更加优秀的效果。 利用线性解混技
术，可以对石英进行定量化的识别和提取。 本文利
用航空高光谱热红外遥感技术，探讨了这一地质找
矿的科学难题，并为其解决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目前利用热红外数据提取和区分石英脉—硅化
带还没有成熟的方法和软件。 通常采用的是基于匹

景，对其深入研究和应用，将会从新技术，新方法的
角度推动地质找矿的新突破。
致谢：感谢方洪宾、聂洪峰和叶发旺对本项目的
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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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ｋｅ—Ｎｕｊｉａｎｇ Ｓｕ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 Ｔｉｂｅｔ．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８９（３） ：

６０８ ～ ６１７

闫柏琨，刘圣伟，王润生，甘甫平，陈伟涛，杨苏明． ２００６． 热红外遥感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ｈｕ，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ｅｌ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ｂｏ．２０１０＆． ＳｉＯ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杨立强，邓军，王中亮，张良，郭林楠，宋明春，郑小礼． ２０１４． 胶东中

ｆｉｅｌ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定量反演地表岩石的 ＳｉＯ ２ 含量．地质通报， ２５（５） ：６３９ ～ ６４３．
生代金成矿系统．岩石学报， ３０（９） ：２４４７ ～ ２４６７．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Ｖ Ｅ， Ｗｙａｔｔ Ｍ Ｂ， Ｍｅｓｗｅｅｎ Ｈ Ｙ． ２００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ａｎ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ｔｉ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ｇｒａｎｉｔｅ⁃ｔｙｐｅ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ｏ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２（１） ：１２６ ～ １３２．

Ｗａｎｇ Ｌｉａｎｋｕｉ．１９８６＆． “ Ｔｈｒｅｅ⁃ ｉｎ ⁃ｏｎ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ｔｙｐｅ
Ｕ⁃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ｌｉｃｉｆｉｅｄ ｚｏｎｅ—ｃｈｌｏｒｉｔｉｚｅｄ ｚｏｎｅ—
ａｌｋａｌｉ ｆｅｌｄｓｐａｒ．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１） ：１ ～ １４．

Ｍａｒ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ｏ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ｆｅｉ， Ｑｉ Ｈｕａｗｅｎ， Ｈｕ Ｒｕｉｚｈｏｎｇ， Ｂｉ Ｘｉａｎｗｕ， ａｎｄ Ｐｅ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ａｏｑｉ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Ｚｈｅｎｍｅｉ， Ｙａｎ Ｄｏｎｇｃｈｕａｎ， Ｍａ Ｗｅｉ． ２０１０＆．

ｓｉ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ｅｉｎ ｔｙｐｅ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０６（ Ｅ７） ：１４７３３ ～ １４７４６．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ａｎｇｄｉｓ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ｕｓｉｎｇ 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４６ （ ６ ） ： １０９２ ～

１０９８．

Ｌｉｕ Ｄｅｃｈａｎｇ， Ｑｉｕ Ｊｕｎｔｉｎｇ， Ｔｉａｎ 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ｎ Ｙｕ． ２０１５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ｆａｕｌｔ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ｉｓｈｉｓｈａｎ—Ｈｕａｎｉｕ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５１（２） ：３６６ ～ ３７５

Ｌｉｕ Ｄｅｃｈａｎｇ， Ｙｅ Ｆａ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Ｙｉｎｇｊｕｎ， Ｔｉａｎ 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ｕ Ｊｕｎｔｉｎｇ．

２０１５ｂ＆．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ｏｌ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Ｌｉｕｙｕａｎ—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ｋｏｕ ａｒｅａ，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７（１２） ： １５４５ ～ １５５３．

Ｊｉａｎｔａｎｇ． ２０１１＆．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ｕｎｇｓｔｅｎ， ｔｉｎ， ｂｉｓｍｕｔｈ，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８５
（３） ：４０５ ～ ４２１．

Ｙａｎ Ｂｏｋｕｎ， Ｌｉｕ Ｓｈｅｎｇｗｅｉ， Ｗａｎｇ Ｒｕｎｓｈｅｎｇ， Ｇａｎ Ｆｕｐ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Ｗｅｉｔａｏ， Ｙａｎｇ Ｓｕｍｉｎｇ． ２００６＆．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Ｏ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５（５） ：６３９ ～ ６４３．

Ｙａｎｇ Ｌｉｑｉａｎｇ， Ｄｅｎｇ Ｊｕ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Ｇｕｏ Ｌｉｎｎａｎ，
Ｓｏｎｇ Ｃｈｕｎ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ｅｎ Ｘｉａｏｌｉ． ２０１４＆．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ｇｏ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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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Ｏ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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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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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ｖｅｉ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ｏ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ｑｕａｒｔｚ ａｎｄ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ｖｅｉｎ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ｓｃａｌｅｓ， ｔｈｕ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ｕｙｕａｎ—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ｋｏｕ ａｎｄ Ｘｉｅｍｉｓｔｉ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ＳＩ ｉｍａｇ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ｑｕａｒｔｚ ａｎｄ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ｖｅｉｎｓ．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ｑｕａｒｔｚ—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ｖｅｉｎ； ｏ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 １２１２０１１２２０２７７）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ｅｒｏ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Ｕ Ｄｅｃｈａｎｇ，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３８， ｍａｌｅ， ｓｅｎ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ｍａｊｏｒ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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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稀土元素含量，平均约 ６００ × １０ －６ 。

可见，煌斑岩体及其风化壳中具备发育稀土、铌元素超常富
集甚至成矿的基础条件。 因此，在稀土资源，特别是风化壳
型稀土矿床找矿时，应加强基性、超基性岩，特别是煌斑岩类
及其风化壳中的稀土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有望取得稀土资源

特征． 贵州地质， １０（３） ： １８９ ～ １９１．

王登红， 李华芹， 陈毓川， 屈文俊， 梁婷， 应立娟， 韦可利， 刘孟宏．

２００５． 桂西北南丹地区大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中发现高稀土
元素方解石． 地质通报， ２４（２） ： １７６ ～ １８０．

王亮， 陶平． ２０１２． 贵州东南部含金刚石钾镁煌斑岩找矿远景区预
测． 地质与勘探， ４８（４） ： ７７５ ～ ７８３．

找矿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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