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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化探资料应用基础 

• 基础地质问题研究 

• 资源潜力评价应用 

• 地球化学定量预测 

• 应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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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探资料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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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基础 

一、1:20万及1:50万区域化探资料 
     自1978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水系沉积物测量)，
统一规范，统一标准。30多年来，获得了数百万件样品，分析元素39种
完成覆盖面积近700km2, 取得了高质量的地球化学数据，是本次潜力评
价的重要数据基础。 
二、1:25万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数据 
     收集了1999年-2013年，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数据，利用深层土壤样
分析数据进行全国39个元素地球化学图平原区部分图件编制的数据补充。 
三、中大比例尺化探资料应用 
       收集大量1:5万-10万地球化学数据（包括土壤测量和岩石地球化学资料等），
主要应用于典型矿床矿区单元素异常图、矿区异常剖析图、典型矿床地球化学
异常模式图等图件的编制，以及预测工作区找矿靶区的圈定研究。 
四、其他数据利用 
      收集了内蒙和新疆北部部分1:100万水系沉积物数据网格化加密后用于全国
单元素地球化学图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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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比例尺及采样介质 
覆盖面积 

（单位：万 平方公里） 

1 1:20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610 
2 1:50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164 
3 1:25万土壤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 159 
4 1:10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23 
5 1:5万水系沉积物（土壤）测量 153 
6 1:2.5万土壤（岩石测量）测量 1.8 
7 大于1:2.5万土壤（岩石测量）测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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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球化学编图数据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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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化探资料应用技术要求用于统一指
导全国化探资料应用的开展，各省全面搜集不同时期不同
比例尺化探数据、成果资料，分析其可利用程度，编制地
球化学基础性图件，选定与地球化学有关的成矿预测区，
根据所显示地球化学的信息要素，研究典型矿床地球化学
特征，建立典型矿床地球化学模型（式），圈定找矿预测
区和靶区，为省级预测工作区提供地球化学预测要素；开
展铜矿的潜在资源量地球化学定量预测。在此基础上，分
别完成大区和全国化探资料应用的集成与汇总。 

技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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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矿产资源潜力地球化学评价 

 

矿产资

源预测

地球化

学模型 

单元素地球化学图、异常图 

特征分析 
信息提取 

地层信息 

省级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区

圈定与预测图编制 

省级成果报告编写 

省级区域地球化学成果库建立 

全国地球化学基础数据库及成果库集成 

全国化探资料应用成果报告 

数据处理 

各省数据收集、 
整理、基础数据建库 

1:20 万和 1:50 万区域地球化学数据 

1:5 万水系沉积物数据 

大比例尺岩石土壤测量数据 

常规数据处理 

多元统计与异常分析 

误差处理、坐标转换、网格化…. 

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 

组合异常图 

综合异常图 

数据参量图 

构造信息 矿产信息 岩体信息 

矿床预测地球化学模型 

地球化学成矿模型 

典型矿床地球化学模型 

预测工作区及省级图件

 

省级铜地球化学定量预测 

大区地球化学图件汇总编制 

大区铜地球化学定量预测成果汇总 
 

大区区域地球化学成果库建立 

大区成果报告编写 
 

全国预测工作区化探资料应用成果集成 

全国铜地球化学定量预测成果集成 

全国重要矿种典型矿床地球化学模型集成 

全国基础地球化学图件编制 

全国地球化学工作程度图 
全国地球化学地理景观图 
39 元素（氧化物）地球化学图 
39 元素（氧化物）地球化学异常图 
重要矿种综合异常图 
重要矿种找矿预测图 
地球化学推断地质构造图 

技术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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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按照《化探资料应用要求》编制各类图件 

1、省级与预测工作区图件 
2、大区级图件 
3、全国性图件 

全国汇总组统一成图，如全国地球化学地理景观图。 
全国范围重新成图，主要为全国39个元素的地球化学图。 
以各大区编汇的图件为编图基础进行汇编，包括地球化学工作
程度图、地球化学单元素异常图、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图、地球化
学找矿预测图等。 

编图方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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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质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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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各省、大区地球化学数据和编图成
果，编制全国性的地球化学系列图件，研究
地球化学特征，以及解决基础地质问题和矿
产资源潜力评价的应用 

• 地球化学地理景观图 

• 单元素地球化学图 

• 单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图 

• 组合与综合异常图 

• 单矿种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图 

• 多矿种地球化学综合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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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球化学地理景观特征 

全国划分为14个一级景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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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元素地球化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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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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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单矿种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图（组合异常、综合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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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综合找矿预测图（基于单矿种找矿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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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地球化学背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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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背景 

铁族元素地球化学域 

铁族元素（Fe、Co、Ni、V、Cr、Mn和Ti）
在中国区域地球化学场的分布有三个特点：
（1）在古中华陆块群分布区均呈高背景分布；
（2）异常带呈近EW向、NE向、NW向和SN
向构成立交桥式分布；（3）在川、滇、黔存
在一个巨大的铁族元素地球化学域，并分布
有规模巨大的Pb、Zn、Mo、U、F、B、As、
Sb、Hg等异常带，且具分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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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背景及异常分布 

亲壳元素Si、K等在造山带呈高背
景域或异常分布。在Si02地球化学
域内，亲铜元素、钨钼族、放射
性及矿化剂元素不仅呈大规模异
常分布，而且从东南向西北展现
明显的分带现象。Pb、U、Nb、
Ag、Mo、Zn异常带分布，与K2O
异常及高背景域分布大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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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球化学分布规律 

全国二级地球化
学省划分方案 
基于上述元素空间
分布规律，参考中
国二级成矿省划分
方案和中国地势图，
本研究提出中国二
级元素地球化学省
划分方案。全国共
划分出5个地球化学
域、25个地球化学
省。 

1古亚洲地球化学域  2秦祁昆地球化学域   
3特提斯地球化学域  4扬子地球化学域 
5滨太平洋地球化学域 

华南地球化学省 

喜马拉雅山地球化学省 

内蒙古高原地球化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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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元素在地球化学省分布规律研究 
主量元素（SiO2、Al2O3、Fe2O3、K2O、Na2O、CaO、MgO、
Ti、P、Mn）空间分布规律 
 
如： Al2O3主要在6个区带内显著富集：（1）大兴安岭一带，尤其是大兴安岭北段，即大
兴安岭成矿省的北段；（2）长白山一带，即吉黑成矿省的东部和华北成矿省的东北部地
区；（3）怒江-横断山-念青唐古拉山弧形带，即三江成矿省和腾冲成矿省一带；（4）六
诏山-苗岭-乌蒙山一带，即扬子成矿省与华南成矿省的西南部；（5）四川盆地西缘-大巴
山-秦岭-大别山一带，即扬子成矿省与松潘成矿省交界一带和秦岭-大别成矿省东段；（6）
中南与华东区内的湘鄂赣交界区幕阜山、赣西-粤东-闽区内山系发育地带、钦州-梧州-清
远-河源-揭西一带，即扬子成矿省东部与中南部区及华南成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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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元素在地球化学省分布规律研究 

主要成矿元素（W、Sn、Mo、Bi、Cu、Pb、Zn、Cd、Au、Ag、
As、Sb、Hg）空间分布规律 
 

如：Mo元素主要在6个成矿省显著富集：（1）华南成矿省；（2）扬子成矿省的中
部和东部；（3）大兴安岭成矿省的北部；（4）吉黑成矿省的东部；（5）冈底斯-
腾冲成矿省的南部；（6）秦岭-大别成矿省的中部和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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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推断地质构造  

通过研究元素在区域范围内的分布和
分配差异以及地球化学异常的几何形
态、面积、展布走向、排列组合和元
素共生组合相关程度、元素序列及分
带性、元素丰度及浓度分带特征等，
总结出地球化学反应地质构造特征的
指标体系。 

地球化学异常及元素的有规律组合并按
某种方式呈一定方向的线性(串珠状、等
轴状、等距性)分布和特殊排列组合及其
变化，是地质构造活动所引起的地球化
学活动的结果。伴随着地质构造活动过
程，也同时进行地球化学活动。地球化
学活动过程，必然贯穿于整个地质构造
作用的始终。从这个意义来说，地球化
学异常就是地质构造存在的重要形迹。
其地球化学场的宏观特征，往往反映区
域地质构造存在及其活动方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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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推断地质构造  

依据B推断线性构造（陕西） 
新疆Cr Ni Co Mg累加值图 

Cr Ni Co Mg累加值与As Sb Li B累加值比值图 

康西瓦和阿尔金深断裂 

新疆地球化学推断地质构造图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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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推断岩体 

利用不同性质的地质体元素含量及
组合等存在明显差异，相同或相似
地质体，有相同或相似的地球化学
特征。应用“相似类比”理论来进
行地质体有无及分布范围推断。 

根据区域地球化学分析数据，通过对
数据进行不同类型的处理，建立相应
中酸性隐伏岩体推断的区域模型，并
通过对推断的隐伏岩体进行总结分析，
为岩浆岩型矿床的预测提供地球化学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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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推断岩体 

中南Th地球化学图局部（清
晰地反映了岩体出露范围） 

1-推断与已知吻合基性-超基性
岩体范围  
2-推断基性-超基性岩浆岩  
3-推断与已知吻合酸性岩体  
4-推断酸性岩浆岩（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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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三江酸性岩体球化学推断模型 

岩体空间展布与K2O、
La、Th、U、Y等高值
区分布相关 
 
与Fe2O3 、Cr 、Co 、
Ti等低值分布区相关 
 

K2O La Th U Y 

Fe2O3 Cr Co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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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指标加权模型 
F2=0.863Y+0.868Th+0.768U+0.765Zr+0.67La+0.
612K2O+0.53Be+0.576Al2O3 
F1=0.945Fe2O3+0.929V+0.925Ti+0.922Co+0.808
Cr+0.795Ni 

云南三江地球化学元素因子分析结果 

岩体分布 

F2/F1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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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酸性岩体地球化学推断 

华南岩体分布与地球化学推断指标F2/F1 

F2/F1比值 地质圈定岩体 

地球化学推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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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质问题的认识 

 
（1）新疆康西瓦与阿尔金南缘断裂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球化学界线 
（2）秦祁昆构造带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地球化学背景差异 
（3）塔里木盆地是以三组断裂构造为边界的断陷盆地，在塔里木西南边
的羊布拉克达坂-奇普恰普山口一线的化探异常呈北北西向排列，盆地其
它几边异常也有类似特征。 
（4） 不同构造单元同一时代岩石地层的地球化学聚散特征进行对比，构
建地球化学区域构架、沉积体系域，为成矿过程的地球化学作用指明了
方向。 
（5）华北陆块的线性和环形地质构造推断，地球化学线性构造组合与区
内已知的深大断裂吻合程度较高。地球化学异常带对区内重要矿产具有
显著的控制作用，表现为控矿导矿特征，在构造交汇处常形成成矿带、
矿集区和矿汇等不同成矿密集区域。 
（6）以Co、Cr、Cu、Mo、Ni、Sn等元素的地球化学急变带就能较好的
区分秦祁昆造山系与扬子陆块区、扬子陆块区与江绍-郴州-钦防对接带、
江绍-郴州-钦防对接带与武夷-云开造山系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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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潜力评价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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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床地球化学模型主要依据区域和中大比例尺化探资料

及矿床地质资料建立。包括异常模型和成因模型。异常模型
主要是从异常形态、展布和元素的垂直分带和水平分带特征；
利用微量元素、同位素、流体包裹体等手段研究成矿机理，
解决成矿的物质来源、搬运和沉淀机理，为区域性的异常解
释和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一、典型矿床的地质特征 
二、典型矿床的地球化学特征 
三、典型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找矿模型 

   在典型实例矿床地质特征和地球化学特征研究的基础上，
归纳提炼典型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找矿模型。 
 

典型矿床地球化学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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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矿床地球化学模型研究 

矿种 总个数 
有坐标的个数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矿种 
总个
数 

有坐标的个数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钨 45 43 1 19 14 11 铅+锌 135 119 10 55 39 31 

锡 51 47 4 14 21 12 金 161 157 7 47 38 69 

钼 65 58 9 19 22 15 银 57 54 5 24 14 11 

铜 145 142 5 36 36 68 锑 30 30 1 6 14 9 

铅 133 117 10 54 39 30 稀土 23 23 5 5 4 9 

锌 2 2 0 1 0 1 镍 22 22 0 7 7 8 

全国总计：734个 

在省级典型矿床研究基础上，围绕化探方法找矿效果显著的钨、锡、钼、
铜、铅、锌、金、银、锑、稀土、镍计11个矿种，全国共建立地球化学找
矿模型73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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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金矿地质地球化学模型 

全国金矿地球化学建
模矿床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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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蚀变岩型金矿-山东焦家金矿 

微细侵染型金矿—贵州烂泥沟金矿床 

陆相火山岩型金矿—吉林刺猬沟金矿床 
斑岩型金矿—云南北衙金矿床 

云南老王寨金矿区域化探异常剖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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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类型金矿床地质地球化学找矿模式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描述 

地 
质 
特 
征 

矿区地层与

赋矿建造 

主要为变质岩系里赋存矿体。 

矿区构造与

控矿要素 

以断裂构造发育的特征，一般都有两组或更多组走向断裂是控矿

的主体构造。 

矿体空间形

态 

主要呈似层状、波状延展，具分枝复合、膨缩和尖灭再现特点；

脉状等分布。 

矿石类型 
主要有石英硫化物脉、黄铁绢英岩型、绢英岩、强黄铁绢英岩化

花岗岩、弱黄铁绢英岩化花岗岩。 

矿石矿物 
主要有银金矿、金银矿、自然金、自然银、铋银金矿、黄铁矿、

黄铜矿、磁铁矿、方铅矿、闪锌矿等。 

矿化蚀变 主要有钾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绢英岩、碳酸岩

化、绿泥石化等。 

地 
球 
化 
学 
特 
征 

区域地球化

学异常模式 

（1:20万） 

主要成矿指示元素：Au、Pb、As 、Ag；部分矿床伴生元素Zn、
Sb、Bi、Hg、Cu、W、Mo；少数矿床伴生元素Cd、Ni、Cr、
Mn。 

矿区异常模

式（1:5万） 

主要成矿指示元素Au、As、Sb、Ag、Cu、Pb、Zn；矿床伴生元

素Bi、Mo、Co、Hg、Ni、Ba。 

原生晕特征 山东省莱州市焦家金矿：矿区原生晕中，元素的浓度在矿体剖面

出现有规律的变化。矿体为高浓度中心，向外浓度降低，直至趋

近于背景值，矿体异常出现的主要元素是Au、Ag、Cu、Zn、As、
Bi、Pb、Te。 

矿体元素垂直分带序列自上而下是Hg、Sb、Ag、As、Pb、Cu、
Bi、Te、Au、Zn、Co、Ni、Mn。矿头晕元素为Hg、Sb，矿尾晕

元素为Co、Ni、Mn。其它为近矿指示元素。 

破碎蚀变岩型金矿床地质地球化学找矿模式 
 
分类 项目名称 项目描述 

地 

质 

特 

征 

地质背景 主要产于活动大陆板块边缘弧内侧的构造岩浆活动带、亲弧裂谷及大陆裂谷。 

含矿岩体 赋存于花岗岩、花岗岩斑岩、花岗闪长斑岩以及石英斑岩中或围岩中呈细脉状充填交代。 

矿区构造与 

控矿要素 

矿体主要受断裂侵位浅成斑岩体内的网脉状构造、岩体上、下接触构造带、围岩中的构造

破碎带以及岩脉发育地段的层间破碎带、裂隙密集带等构造控制，这些都是主要控岩、控矿、

储矿构造。 

矿体空间形态 矿体形态严格受接触构造带控制，多呈层状、似层状或板状、透镜状、脉状。 

矿石矿物 

金属矿物有自然金、黄铁矿、白铁矿、毒砂、黄铜矿、辉鉍矿、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

矿、磁铁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电气石、绢云母、白云母、高岭石等。氧化后见铜兰、孔雀

石、浸染状褐铁矿。 

矿化蚀变 主要有硅化、钾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绿泥石化，局部有透闪石化、阳起

石化、绿帘石化、菱铁矿化、磁(赤)铁矿化和碳酸盐化。 

 

地  

球 

化      

学 

特 

征 

区域地球化学异

常模式 

（1:20万） 

主要成矿指示元素：Au、Ag、Cu、Pb、Mo、Zn；部分矿床伴生元素：As、Sb、Bi、Hg

少数矿床伴生元素W、Ni、Cr、B、Fe2O3、Sr、Ba。 

矿区异常模式

（1:5万） 

内蒙古陈家杖子金矿床：异常元素组合为Au、Ag、Cu、Pb、Zn、As、Sb、Sn等，各元

素异常套合好，浓集中心一致，浓度分带明显。组合元素异常有北东与北西两个方向，北东方

向的元素有Au、As、Sb（Ag、Cu、Pb），北西方向的元素有Au、Ag、Pb、Zn（Sn），这种

方向性反映了异常区内控矿构造的方向。 

原生晕特征 广西贵港市龙头山金矿床：元素组合为Au、Ag、As、Bb、Cu、Pb、Zn、Mo、Bi。前缘

晕：As、Ag、Bi、Bb、Au；尾部晕：Zn、Pb、Mo、Cu。 

斑岩型金矿床地质地球化学找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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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金、银、铅、锌、钨、锡、
钼、锑、镍、稀土 11 个矿种 
地质地球化学模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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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区圈定与评价 

   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区的圈定与综合评价主要是汇总

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单元素异常、多元素组
合异常和综合异常，结合地质成矿背景,汇编形成全国铜、
金、银、铅、锌、钨、锡、钼、锑、镍、稀土11个矿种
找矿预测区图及铅锌银铜综合找矿预测区和钨锡钼综合
找矿预测区，并汇总了预测区范围内的地球化学找矿靶
区（最小预测区）。依据省级和大区找矿预测区成果，
全国层次选择重要成矿带进行了地球化学找矿预测综合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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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单矿种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区圈定方法 

单矿种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区的圈定依据 

(1)区域地球化学图； 

(2)单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图； 

(3)多元素组合异常图； 

(4)多元素综合异常图； 

(5)不同成矿类型的典型矿床模型； 

(6)地质矿产图。 

在以上化探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地球化学异常分类和评价结果、
地球化学组合和综合异常在空间分布规律，预测矿种的矿床类
型等综合因素进行预测区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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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球化学综合找矿预测区圈定方法 

地球化学综合找矿预测区的圈定依据 
1、以全国单矿种找矿预测区圈定结果为基础，选择矿种组合，如铅
锌银铜矿和钨锡钼矿综合预测区，按照选择矿种预测区空间叠合共同
部分为第一要素，确定综合预测区的基本空间范围。 

2、参考组合矿种元素地球化学异常的平面分布和找矿预测区的组合
分布，以成矿区（带）划分、成矿成因类型和大中型矿床的分布的为
依据，对预测区范围进行修正，最终确定综合找矿预测区。 

3、按照预测区评级分类方法，对综合预测区分级与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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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圈定结果 

统计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利用化探异常结合地质矿产背景圈
定了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区共计4941处。其中A级949个，B级1346个，C
级2453个；找矿靶区共2662个。全国铅锌银铜综合找矿预测区209处，
钨锡钼综合找矿预测区120处。 

金找矿预测区： A级150个，B级186 个，C级321个； 
银找矿预测区： A级121个，B级154 个，C级262个； 
铜找矿预测区： A级120个，B级201，C级336个； 
铅找矿预测区： A级130个，B级155个，C级283个； 
锌找矿预测区： A级102个，B级125个，C级272个； 
钨找矿预测区： A级52个，B级97个，C级216个； 
锡找矿预测区： A级53个，B级80个，C级140个； 
钼找矿预测区： A级107个，B级131个，C级239个； 
锑找矿预测区： A级54个，B级73 个，C级161个； 
镍找矿预测区： A级38个，B级60个，C级174个； 
稀土找矿预测区： A级22个，B级78个，C级149个；  



42 

金 
银 铜 
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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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找矿预测研究 

湖南郴州钨矿集区找矿预测研究 

新田岭 柿竹园 瑶岗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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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尔泰和准噶尔成矿带 

根据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分布规律，
结合地质背景和已知矿产的分布，
该成矿带共圈出9个找矿预测区：
主要是诺尔特铅锌铜（金银钨、稀有）
预测区，哈巴河铜锌金预测区，阿尔泰
铅锌铜金预测区，哈腊苏铜（钼金）预
测区，哈图金（铬铜钼银钨）预测区，
唐巴勒铜金（铬钼银钨锌）预测区，喀
拉麦里金锡铬银（铜钨）预测区，石窑
房钨锡（铅锌）预测区，达坂城铜钼银
（稀有、铅锌）预测区。 
 
主要矿种资源潜力评价 

在所圈定的地球化学找矿预测区内
寻找海相火山岩型铜多金属矿，斑
岩型铜矿，海相火山岩型和破碎蚀
变岩型金矿，夕卡岩型钨锡矿以及
伟晶岩型稀有等矿产，具有很大的
矿产资源潜力。 

重要成矿带地球化学找矿预测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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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岭成矿带(Ⅲ-83) 

本区找矿潜力较大的矿种有铅锌、钨、锡、金、
铜、锑、银和稀土矿，是广东南岭地区找矿潜
力最大的成矿带。特别是钨、锡、铅锌矿床找
矿远景巨大，例如锯板坑大型钨矿床。 

重要成矿带地球化学找矿预测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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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银铜综合找矿预测区209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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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锡钼综合找矿预测区12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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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定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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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探资料应用中，开展了铜地球化学定量预测研究，汇总资料主
要有：各省（市、自治区）完成的铜地球化学定量预测成果；长江
中下游成矿带、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及藏东“三江”成矿带铜地球化
学定量预测研究成果。 
         
       汇编成果分别从已知铜矿床（参与资源量估算的典型矿床）和
铜矿预测区两个方面进行，均以数量、资源量、规模及矿床类型等
指标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剖析，统计指标分别从行政区划和成矿区
带两个单元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对铜矿床和预测区的数量和资源量
等信息用一张全国铜矿资源潜力预测图的形式表示，同时还讨论了
预测区圈定和资源量计算结果的可信程度及预测成果的时空分布特
征 。 
 



地球化学定量预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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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矿为例 

中国25个各类典型铜矿床的空间分布图 

技术方法——建模 



从地球化学异常识别和评价的视角进行预测区
的圈定，遵循成岩-成矿-成晕同系统性以及多
参数联合示踪的指导原则。 

地球化学预测区
圈定的依据 

可信度分
级 

备注 
A
级 

B
级 

C
级 

地
球
化
学
异
常
特
征 

综合异常图 √ √ √ 预测元素综合异常至
少具外带 

相似度图 √ √ 异常分带清晰，至少
两级分带 

预测元素衬
值图 √ √ √ 预测元素衬值有异常

（至少外带） 

多元素平均
衬值图 √ √ √ 异常分带明显、异常

强度较高 

单元素组合
衬值图 

（个数） 

≥
n ≥n 

≥
n
+
1 

有预测元素衬值异常
，且多元素衬值异常
的套合程度高（重叠

面积大） 

地
质
矿
产
特
征 

矿产图 √ 预测元素对应的矿点
或矿化点 

地层 矿源层(“源”、“储
”) 

构造 成岩、成矿通道（“
动”） 

火成岩 矿质富集（“热源”
、“物源”） 

粗选 

优选 

技术方法——圈区 



类比法和面金属量法是地球化学定量预测中两种资源量估算方法, 其
特色在于重视成矿作用 “源”→“动”→“储”→“变”的研究和
和深入挖掘不同尺度勘查地球化学数据隐藏的成矿信息，强调成矿作
用与地球化学信息的关联性分析。并首次把相似系数和剥蚀系数两个
参数引入了估算资源量，使估算的资源量与客观实际更加吻合。 

技术方法——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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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地球化学定量预测 

主要矿床类
型中铜矿床
数的分布  

已知铜矿床中最重要的成矿时代是新生代和中生代，无论是铜矿床的
数量还是铜资源储量占据绝对位置 

主要矿床类型
中铜资源储量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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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区预测
资源储量；
全国预测区
个数和资源
量及九个预
测类型的预
测资源量 

各III级成

矿带和省
级行政区
不同级别
预测资源
量 

不同矿床类型
和矿床规模铜
矿床；不同预
测区矿床类型
、预测区级别
及预测区规模 

全国不同规
模的铜矿床
和预测区的
个数与预测
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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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预测区在不同规模中的个数和资源量分布 
预测规模 预测区个数 预测资源量（万吨） 
超大型 10 4337.7445  
大型 77 7274.2014  
中型 226 5046.2084  
小型 396 1471.1272  
矿点 475 129.6061 
总计 1184 18258.8874  

预测类型 预测区计数
（个） 

预测铜资源量（万吨） 

总数 平均值 
最大
值 

斑岩型 282 8493.4753 30.1187 
847.15

35 

海相火山岩型 253 4220.0607 16.6801 
624.14

00 

矽卡岩型 226 3461.7775 15.3176 
196.67

88 

热液型 226 1057.5129 4.6793 
149.65

80 

海相黑色岩系型 18 459.7856 25.5436 
384.06

76 

铜镍硫化物型 23 395.5304 17.1970 
186.07

08 

陆相杂色岩系型 27 67.8297 2.5122 
19.518

8 

陆相火山岩型 27 64.8934 2.4035 
14.663

5 

海相杂色岩系型 3 38.0220 12.6740 
26.346

0 
总计 1085 18258.8874 —— —— 

九类铜预测类型的个数和资源量分布特征 

铜矿地球化学定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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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共预测了1184个铜预测区，预测铜总资源量约

1.8亿吨，预测资源量是180个已知铜矿床(参与资源量

估算)9800.5万吨的1.86倍。 

 

其中：348个A级预测区、7640万吨，545个B级预测区、

8090万吨，291个C级预测区、2520万吨。 

全国铜矿地球化学定量预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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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展望 

1、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化探资料应用，主要是以基础性的研究为
主体，仅仅开展了少量的综合性的研究。今后在地球化学综合研究，地
球化学模式的应用，地球化学背景与异常分离等深入研究，将能更好地
发挥地球化学在矿产资源找矿预测潜力评价中的作用。 
2、地球化学调查获得了大量丰富的地学信息，为基础地质、矿产地质、
环境地质以及其他地学提供了基础的地球化学资料，地球化学异常系列
研究成矿系列有重要的理论及方法意义。基础地质及矿产地质领域地球
化学研究方法技术的研究应用，地球化学理论及方法体系研究，具有广
阔的前景。 
3、探索地球化学数据处理和异常定量评价方法技术的创新性研究。地
球化学叠加分带模式、弱小异常的识别和解释技术，建立典型矿床的地
球化学标志模型，突破地球化学在矿产资源定量预测瓶颈。 
4、大比例尺地球化学调查数据在地球化学研究和矿产资源评价中的应
用，开展区域尺度与大比例尺地球化学数据相结合的开发利用研究，有
利提升地球化学资料应用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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