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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省东至县杨老尖多金属矿区受东至断裂与许村断裂双重控制，区域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本文以地-井方

位激发极化测量在该矿区的应用为例，通过分析各方位测井曲线，判断已知金属矿体的延伸方向，利用金属矿化富

集区与高极化异常相对应的特性，推断钻孔旁存在隐伏盲矿体，并得到新布钻孔的验证。地-井方位激发极化测量

在多金属硫化物矿产勘查中的应用是可行的，它能有效地指导后续钻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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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东至县杨老尖多金属矿区位于下扬子台

拗和江南台隆两个Ⅱ级构造单元的交接过渡部位，

邻近长江中下游安庆-贵池矿集区的南侧[1]。区内断

裂构造发育，是成矿的有利地段，已发现的兆吉口铅

锌矿床累计查明铅锌资源量超过60万吨。前人对该

区进行了大量地质、物探、化探研究，其中曹达旺、肖

金根等从控矿地层、控矿构造等方面阐述了该区多

金属矿成矿地质特征[2]；傅仲阳、刘晓燕等对该区地

质和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该矿区是

受断裂构造及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双重作用影响[3,4]，指

出该矿区有着巨大的找矿潜力。本文主要介绍了钻

井中激发极化法地-井方位测量在该矿区勘探中的

应用，通过在见矿孔ZK16-6中进行地-井方位测量，

有效地分析了地质体与测井曲线的对应关系，并利

用方位曲线高极化特征发现井旁盲矿体、判断矿体

的空间分布，并得到新布钻孔的验证。

1研究区地质概况
1.1 大地构造位置

安徽省东至地区位于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坳的

石台穹褶断束南缘，南邻江南台隆，经历了较长的地

质发展史，处于有利的大地构造部位。经历四堡、晋

宁、加里东、印支、燕山、喜山等多次构造运动，褶皱、

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其中晋宁、印支、燕山三次构造

运动对本区影响最大，形成近东西向、北东向、北北

东向褶断构造，特别是准地台基底岩系遭受了多次

的构造变动、迭加，为多金属矿化提供成矿物质和成

矿空间[5]。

1.2 地层

研究区属扬子地层区，分跨江南地层分区和下

扬子地层分区，区域分界线大致在宣城-石台-东至

一线，研究区内大致在北纬30°左右分界。自中元古

界至新生界在区域上均有分布，中元古界溪口岩群

环沙组，岩性为浅绿色砂岩、变粉砂岩；新元古界青

白口系历口群邓家组，岩性为浅灰色变石英砂岩；南

华系休宁组地层出露较齐全，岩性为紫红色砂岩、粉

砂岩；古生界寒武系-志留系等地层零星分布（图1）。

1.3 岩浆岩

研究区内岩浆岩不发育，侵入岩主要为研究区

西北部戴村产出的面积不大的花岗闪长斑岩体，岩

石矿物组成以石英、斜长石、钾长石为主，其次为黑

云母、角闪石；该岩体出露面积约1.5 km2，呈近东西

向长条状展布，沿戴村向斜核部侵入，围岩有休宁

组、南沱组。区内火山岩仅发育有青白口纪铺岭组，

为一套变安山玄武岩，变凝灰岩类，分布于小安里等

地，呈带状零星分布。



1.4 地质成矿条件分析

研究区扬子准地台盖层与基底之间的不整合面

有利于多金属矿化的赋存，多金属岩石化探异常和

金矿化大部分产出于不整合面下部的青白口系老地

层中。区内大面积出露中元古代蓟县系、新元古代

青白口系浅变质岩系和南华系休宁组老地层，准地

台基底形成后遭受长时间风化剥蚀，物质来源丰富，

导致区内准地台基底岩系和盖层各地层多金属元素

Au、Ag、Pb、As、Sb、Bi背景值高于地壳丰度值，其中

蓟县系和青白口系地层Au高于地壳丰度值 1.13～

3.0倍，Ag高于地壳丰度值1.15～4.9倍，Pb高于地壳

丰度值 1.36～1.93倍，As高于地壳丰度值 4.76～9.8

倍，Sb 高于地壳丰度值 1.66～3.62

倍。该地区金多金属元素的富集为

区域成矿创造有利条件[6]。

2地球物理特征
为了更好地对测井资料进行解

释，前期搜集了研究区内有关岩矿

石电性参数[7]。从表1中可以看出，

区内电阻率值较高的岩性以花岗

斑岩为主，电阻率平均值为2 454.9

Ω ·m，泥岩、粉砂岩、构造破碎带电

阻率较低，构造破碎带电阻率平均

值1 056.22 Ω·m；泥岩极化率极低，

平均值为 1.28%，变质粉砂岩的极

化率值不高，极化率平均值2.24%，

而富含矿化的构造破碎带、硅化带

则极化率值明显偏高，极化率平均

值 3.42%，对于找矿起到指示作

用。通过分析得出，研究区内以黄

铁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等为

主的多金属硫矿化带呈现低阻高

极化特征，激电异常能有效反映地

下金属硫化物的赋存情况，对于找

矿有着指导作用。

3工作方法与技术
地-井方位激发极化测量：供电

电极 A、B置于地面，变换A极方位，

B极置于距井口相当远处为“无穷

远”极，观测装置置于钻孔中，缓慢

向下进行激发极化测量。该方法分为两种测量模

式，一种是把供电电极A置于井口（r = 0），可用来查

明井底盲矿，确定背景电阻率和极化率值；另一种是

将供电电极A置于距井口一定距离（r = 100 m），改变

其相对于钻孔方位的测量模式，在井中对不同A极

方位进行逐次激发极化测量，可用来查明井旁盲矿

并确定其空间位置[8-12]。

无穷远B极至井口的距离应满足B极在测量点

产生的极化场小于A极在该点的极化场的5%。供电

电极B极rB距离应满足的关系式如下：

rB
h

= 1
δ2 3 [( rh )2 + 1]- 1

图1 杨老尖多金属矿区地质图

Fig.1 Region geological schematic map

1.牛屋组；2.环沙组；3.邓家组；4.葛公镇组；5.休宁组；6.南沱组；7.兰田组；8.皮

园村组；9.寒武系；10.第四系；11.花岗斑岩脉；12.花岗闪长岩脉；13.流纹斑岩脉；

14.石英脉；15.断层；16.硅化；17.钻孔；18.地名；19.矿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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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为测井深度，δ为B极影响的允许误差。

本次地-井方位测井共完成测量钻孔2个，测井

米数1 150 m。数据采集使用重庆地质仪器厂生产的

JGS-1智能测井系统、DZD-6A多功能直流激电仪，

配用 JD-3软电极系探管。测量时采用点测方法，共

布置了四个方位测量：A1、A2为主方位（270°、90°），

A3、A4为副方位（0°、180°）。方位测量时供电A极距

井口约100 m，无穷远B极距离井口约1 200 m。

4资料解释与钻孔验证
通过地质编录在ZK16-6孔中发现较好黄铜矿

化，从而针对性地布置了地-井方位测井，以期通过

分析各方位测井曲线寻找高极化异常，预测该钻孔

中矿化的走向和井旁盲矿体的分布。

通过图3测井曲线特征可见，ZK16-6孔井口测

量曲线于90.01～100.01 m段表现出低电阻率高极化

率特征，根据研究区岩矿石电性特征，该异常段推测

为黄铜矿化引起；方位测量中，A1、A2方位测量表现

高极化特征，A1曲线呈现反“S”型，推测矿体向西方

向延伸。195.01～210.01 m段井口测量曲线连续性

较好，表现为典型的中低阻-高极化异常特征，对照

电性特征和地质编录，推测该异常段是由构造破碎

带中的黄铁矿化体引起的异常；方位测量中，A1、A2

方位测量表现高极化特征，A1方位205.01 m处极化

率最高达到11.12%，A2方位195.01 m处极化率达到

最高10.39%，结合物性参数，推测由黄铜矿化引起，

异常矿化体由东向西缓慢倾斜。

地-井方位测量在 130.01～140.01 m处A1方位

测量有明显的高极化异常反映（图3），图中A处有正

开口形态，测量值达到最高13.74%，推测在ZK16-6

孔A1方向有金属矿化。在400.01～420.01 m处A1方

位测量有明显的高极化异常反映，图中B处极化率达

到最高值 20.85%，A1方位曲线呈反“S”型，推测在

ZK16-6孔A1方位有金属矿化体存在。

通过对ZK16-6孔地-井方式方位测井结果的解

译，发现270°方位测量有高极化异常特征，推测270°

方位有金属矿化体存在。随后在ZK16-6孔270°方

位大约100 m处进行ZK16-7孔验证。

如图3所示，ZK16-7孔进行地-井方位测井，井

口测井发现低阻高极化异常，150.01～165.01 m、

405.01～422.01 m井口视电阻率为相对低阻、视极化

率为相对高极化，井口曲线A′、B′处极化率最高，与

ZK16-6孔A、B处相对应，结合地质编录信息，推测

为构造破碎带中的黄铜矿化引起的异常，从而验证

了ZK16-6孔地-井方位测井寻找井旁盲矿的有效性。

根据钻孔岩芯取样金属元素分析结果表（表2）

可知，ZK16-6孔深201.71～202.86 m处见达到工业

品位的金矿，金品位1.50 g/t，厚度达到1.15 m，地-井

方位测井井口视电阻率极化率曲线中低阻高极化异

常与该位置对应较准确。在 ZK16-7 孔深 155.2～

156.79 m处见达到工业品位的金矿，金品位8.25 g/t，

厚度约1.50 m；420.16～421.82 m处见达到工业品位

的铜矿，铜品位2.43%，厚度达到1.66 m。地-井方位

测井井口视电阻率极化率曲线也在两处对应低阻高

极化异常。该位置对应较准确。由此表明钻探资料

岩性

地表浮土
变质泥岩

变泥质粉砂岩
变质粉砂岩
花岗斑岩

构造破碎带

视电阻率/Ω·m
最大值
450.63
894.48

1 032.39
1 658.83
4 062.21
4 329.36

最小值
46.36
90.63

173.52
152.81

2 112.75
759.97

平均值
115.12
378.32
462.84
664.56

2 454.91
1 056.22

视极化率/%
最大值

3.15
3.18
3.21
3.35
4.75
6.29

最小值
0.42
0.53
1.03
1.22
2.67
2.96

平均值
0.91
1.28
2.71
2.24
3.32
3.42

表1 东至地区电性参数统计表①

Tab.1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electrical parameters

of Dongzhi region

①乐成生，何金华，肖金根，等.安徽省东至县兆吉口地区铅锌矿普查报告[R].安徽省核工业勘查技术总院.2013

图2 电极系布置图

Fig.2 Arrangement of electrodes

样号

ZK16-6-1
ZK16-6-2
ZK16-6-3
ZK16-7-1
ZK16-7-2

见矿位置
自/m
94.40
201.71
581.30
155.29
420.16

至/m
95.85
202.86
582.76
156.79
421.82

视厚度
/m

1.45
1.15
1.46
1.50
1.66

品位
Au/10-6

1.20
1.50
1.87
8.25

<0.05

Ag/10-6

12.30

Cu/10-2

2.43

表2 钻孔见矿样品金属元素分析表

Tab.2 Metallic element data from the drilling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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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激发极化地-井方位测井成果基本吻合，验证了

地-井方位测井的有效性。

5结论
（1）安徽省东至县杨老尖矿区位于东至断裂与

许村断裂的夹持区，区内地质成矿条件优越，井中激

发极化法地-井方位测量在该矿区多金属矿勘探中

应用效果良好。井中激发极化法通过测量钻孔内各

地质体激发极化电位的大小，能大致推测岩矿层电

性及矿化程度，估计岩矿层的厚度。由于其接收装

置置于井中，可降低干扰，加大探测深度，提高对矿

化的分辨力，与郭博等的研究结论相同 [12]。

（2）通过地-井方位测井在东至县杨老尖多金属

矿区勘探中的应用，有效识别低阻高极化异常体并

反映出ZK16-6孔旁270°方位有高极化率异常分布，

从而推断可能有盲矿体的存在，其后通过ZK16-7钻

孔验证，发现达到工业品位金矿体（8.25 g/t），说明该

方法对寻找隐伏多金属矿体有一定的帮助，有利于

提高钻探见矿率和找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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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ground-well induced polarization in the
polymetallic deposit exploration in the Yanglaojian，

Dongzhi county, Anhui province

ZHOU Qian1，YANG Biao1，HE Jin-hua1，XU Qiang-ping2，WU Zi-ying1，WANG Wei1

（1.Anhui Nuclear Exploration Technology central Institute,Wuhu 241000,China;

2.No.327 geological team,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Anhui Province,Hefei 230011,China）

Abstract:There are superior regional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Yanglaojian.（Dongzhi county，Anhui province）
polymetallic deposit controlled by the cross site of Dongzhi fault and Xucun fault. In this paper, the extension
direction of known metal ore body is judged by analyzing logging curve, which i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ound-well induced polarization in the mining area. The existence of the blind ore body beside the borehole is
inferred by the high polarization anomaly in the metallized area. The accuracy of interpretation results i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drilling core metal analysis.The method is feasible in the exploration of polymetallic
sulfide mineral resources, and it can effectively guide the follow-up drilling design.
Key words:borehole induced polarization method;ground-well indeuced polarization work pattern; polymetallic
deposit;blind or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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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型铀矿表生流体成矿作用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675)成功获批

2019年3月，国际IGCP委员会公布了9个新获批IGCP 计划，其中以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牵头的“砂岩型铀矿表生流体成矿

作用”项目（Supergene Fluid Ore-forming Process of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编号IGCP 675）是其中之一。

砂岩型铀矿具有开采方式经济、环保、简单，矿床规模大，成本低等特点，其资源量和供给量分别占全球的27%和49%。项目针对北纬和

南纬20～50°大规模中新生代地层中（图1）的铀成矿作用，开展砂岩型铀矿表生流体成矿作用、成矿模式、古气候对铀成矿的制约等方面的对

比研究。目前，项目已联合美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赞比亚、坦桑尼亚等9个国家的科学家，将对各大陆之间砂岩型铀矿形成环

境与成矿作用的共性与特殊性进行系统对比和研究，提出控制全球砂岩型铀矿的主要成矿模式，创新砂岩型铀成矿理论。同时，青年科学家、

女性科学家及第三世界科学家的培养和参与也是该项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项目将为全球铀矿科学家搭建一个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为

全球铀矿科学家提供相互学习的机会，提升对砂岩型铀矿的成矿理论认识。

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科学计划之一，也是联合国系统唯一的国际地球科学发展计划。计划始于1972

年，由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为应对全球不同大陆间地层以及地质过程对比所面临挑战而共同发起。IGCP 675 项目2019年年会

将于10月在天津召开，届时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具体信息请及时关注IGCP 675 网站：http://kp.tdgis.cn/igcp675/index.html。

首席科学家：金若时，男，汉族，1958年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地质矿产勘查研究工作。2010年以来，主持“我国主要盆地煤铀

等多矿种调查评价”、“华北地区砂岩型铀矿勘查选区研究”、“北方砂岩型铀矿工程”、“中国北方巨型砂岩铀成矿带陆相盆地沉积环境与大规

模成矿作用（973计划）”等项目，作为副总

指挥组织参与“大营铀矿普查”会战，提出

了砂岩型铀矿煤田、油田勘查资料二次开

发找矿新思路，取得了重大铀矿找矿突

破。还提出了砂岩型铀矿“含铀岩系模式

层序”、“红-黑岩系耦合对成矿环境的制

约”和“鄂尔多斯盆地岩石颜色垂直分

带”、“盆内隆缘式控矿”和“跌宕构造控矿

与表生流体地质作用”等新观点，以及基

于成矿地质作用为基本原则的“铀矿床分

类”方案，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

丰富了砂岩型铀矿的成矿理论体系。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陈印、

滕学明供稿）图1 全球砂岩型铀矿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