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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排多金属矿区位于闽西南坳陷大田—龙岩次级坳陷带南部，政和—大埔深大断裂西侧，是福建省较大的

多金属矿产地之一．随着找矿勘查的不断深入，对在该矿区外围和深部寻找隐伏矿床提出了迫切需求，但研究区地

表地形崎岖、植被茂密，以往很少进行高精度大比例尺的综合地球物理调查，因此对隐伏的控矿构造、赋矿层位和

火成岩体分布的认识远不能满足深部找矿的需求．本文实施了反射地震、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剖面测量和大比例

尺航磁面积性测量，在成矿理论和找矿模型的指导下采用反射地震真地表偏移成像技术、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二

维带地形反演技术和航磁数据精细处理与三维反演技术，提取识别了剖面浅层逆冲推覆控矿构造和赋矿层位的反

射地震特征，与成矿关系密切的燕山期火成岩体的地震、电磁特征，以及控矿构造和隐伏岩体平面分布的航磁异常

特征．在地表地质和已知钻孔岩心及物性的约束下，构建了剖面的综合地球物理的地质解释模型，包括浅层推覆构

造和控矿地层分布，推断解释大断裂６条，次级断裂１６条和３处较大的隐伏岩体分布，为深入认识研究区的矿床

成因和分布规律，指导在外围和深部找矿提供了地球物理有效响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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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大排多金属矿区位于武夷山成矿带，其所处的

闽西南地区是特提斯东西向构造与环太平洋北东向

构造时空演化交替的典型地区，也是中国东南部重

要的成矿聚集区．在长期的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中，研

究区的中上地壳受到多期构造事件改造，形成了不

同时期的区域性隆起及坳陷，复杂多变的构造形变

格局以及不同时期频繁的火山侵入活动，使区内蕴

藏着丰富的Ｆｅ、Ｃｕ、Ｐｂ、Ｚｎ、Ａｕ、Ｓｎ等多金属矿床

（点），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大排多金属矿区的研究历史相对较长，矿产调

查和科研工作经历了由浅到深的长期积累过程．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大排多金属矿区及其外围就已经进行

过了多次矿产勘查工作，当时的研究工作认为大排

矿床类型为矽卡岩型，矿体规模较小、储量少，埋藏

有一定深度不易开采．自１９９９年实施国土资源大调

查和２０１０年马坑汤泉铁多金属成矿区被列为国家

首批整装矿产勘查区以来，地质矿产部门在大排矿

区投入了多个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开展了成矿地质

背景、成矿地质条件及成矿规律等研究．比如，在成

矿时代方面，赵希林等（２０１６）采集大排矿区的花岗

闪长岩和花岗闪长斑岩样品，分别进行锆石 ＵＰｂ

测年和辉钼矿ＲｅＯｓ同位素测试，得到ＲｅＯｓ等值

线年龄为１３５±４．１Ｍａ，锆石 ＵＰｂ年龄是１２７±

１．８Ｍａ．袁远等（２０１３）测得大排似斑状花岗岩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１３２．３５±０．８３Ｍａ及辉钼矿ＲｅＯｓ年

龄为１３３±２Ｍａ，与赵希林等测得数据相近，由此推

断燕山期是本研究区的一个重要的岩体侵位和成矿

时期．在控矿构造方面，许乃政等（２００８）认为逆冲推

覆构造是大排矿区的主要控矿构造，矿体主要赋存

在由逆冲推覆构造形成的破碎带内部．倪建辉

（２０１２）通过对大排矿区详尽的地质调查，认为经畲

组栖霞组地层和矿区发育的浅层次级逆冲推覆构

造是主要的赋矿层位和控矿构造；在矿床成因方面，

张振杰等（２０１４）提出闽西南成矿与早白垩中酸性岩

浆相关的矿床主要有铁、铅、锌、铜、钼等多金属，大

多属于层控矽卡岩型矿床．倪建辉（２０１２）认为大排

铁铅锌多金属矿在成因上与区域上的马坑铁矿存在

相似性，他们同处在闽西南铁铜多金属成矿带上，属

于海相火山沉积改造矿床．毛建仁等（２０１４）以钻探

揭露为主要手段，对矿区进行了补充详查地质工作，

投入钻探工作量１６２６７．００ｍ／３８个，探获铅锌资源

量从原来的中型扩大为大型，伴生的铁矿、铜矿、钼

矿、银矿、锰矿等资源量达到中型，认为矿床成因为

层控矽卡岩型→层控热液叠加改造型．

上述研究工作一方面使得对于大排多金属矿区

的成矿地质背景、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床成因有了深

入的了解，同时也建立了该区域新的找矿模型（倪建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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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２０１２；杜一波，２０１８；郑明泉，２０１９）和“赋矿层

位—控矿构造—燕山期岩浆活动”三位一体的找矿

思路：即研究区内上石炭船山组至下二叠栖霞组的

一套碳酸盐建造是铅锌矿床重要的赋矿层位和矿源

层（具多层性），经畲组碎屑岩与碳酸盐建造是铁矿

化的主要层位和矿源层；铅锌多金属矿体受一系列

规模不等、倾向南东东的叠瓦状浅层逆冲推覆断裂

和层间裂隙（破碎带）控制，矿体产状与地层产状或

断裂产状基本一致；燕山晚期二长花岗斑岩从深部

带来了部分成矿物质，同时对已有的矿体起到热液

交代和改造作用．这一新的找矿模型和三位一体的

找矿思路，将大排矿区外围和深部矿产预测工作与

推覆构造界面、隐伏岩体分布和赋矿岩层的揭示紧

密地联系起来．前人研究表明，地球物理方法在识别

断裂构造、发现隐伏岩体和确定标志地层等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ＷａｎｇａｎｄＭｅｎｇ，２０１９）．但由于大排

矿区地表地形复杂、植被覆盖严重，以往很少进行高

精度大比例尺的综合地球物理调查，特别是在本次

研究之前，尚未开展过反射地震工作，因此，对隐伏

的控矿构造、赋矿层位和火成岩体分布的认识远不

能满足深部找矿的需求．本次研究通过实施剖面反

射地震、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和大比例尺航磁测量，

在成矿理论和找矿模型的指导下采用反射地震真地

表偏移技术、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二维带地形反演

技术和航磁数据精细处理与三维反演技术，提取识

别了浅层逆冲推覆控矿构造和赋矿层位的反射地震

特征，与成矿关系密切的燕山期火成岩体的地震、电

磁特征，以及控矿构造和隐伏岩体平面分布的航磁

异常特征．在地表地质和已知钻孔岩心及物性的约

束下，构建了剖面综合地球物理地质解释模型，包括

浅层推覆构造和控矿地层分布，推断解释大断裂６

条、次级断裂１６条和３处较大的隐伏岩体分布，为

深入认识研究区的矿床成因和分布规律，指导在外

围和深部找矿提供了地球物理有效响应特征．

１　地质背景

大排多金属矿区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在大地构

造位置上属于华南地块内的华夏地块（图１）．政

和—大埔断裂将福建省分为两部分，其中西部为永

安—梅州凹陷带，东部为闽东火山断坳带，本次研究

区则位于永安—梅州凹陷带的西南部分，是东西向

特提斯构造与东北向太平洋大陆边缘构造重叠的典

型区域（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研究区目前的构造格局是不同时期、不同构造

作用叠加改造后的结果．根据前人的总结基本可概

括如下：晋宁运动期，晚太古代的古老陆块与早元古

代麻源群发生强烈变形、变质作用，形成了较稳定的

结晶基底；加里东运动期，该区域的造山作用使其结

晶基底发生了变质及褶皱变化，伴随有大量壳源型

花岗岩的侵入，形成了该区域的褶皱基底；海西—印

支运动期是区内沉积盖层形成的主要阶段，在该时

期，地层以升降作用为主，形成了张性的较为封闭的

裂谷盆地．期间，从晚泥盆纪至早三叠纪接受到了来

自其北部和西部的陆源碎屑，形成了巨厚的海相沉

积建造，伴随有基性海相火山活动，形成了研究区晚

古生代拗陷带．目前，在石炭纪地层中发现了大量

Ｐｂ、Ｚｎ、Ｍｎ矿床及矿点，Ｃｕ、Ｐｂ、Ｚｎ、Ａｇ、Ｓｂ矿床大

多产于石炭纪和早侏罗纪地层中，在二叠纪地层中

局部也有矿床分布．早三叠纪晚期，印支造山运动导

致洋盆开始闭合，区内由拉张的裂谷环境转化为以

挤压为主的造山环境，以特提斯构造域为主体的构

造格局渐变为以环太平洋活动大陆边缘为主的构造

格局；燕山运动期，研究区全面转入中国东部大陆边

缘活动阶段，以断陷盆地发育和中酸性火山侵入岩

浆活动为主要特征，奠定了现今的构造格局，该期构

造活动对先期形成的矿体起到热液叠加和改造作

用，使矿床明显受断裂和裂隙控制（许乃政等，

２００８），图４为研究区地质图．

根据地层岩性、岩相、变质特征及接触关系，研

究区的地层可划分为前泥盆纪基底岩系、晚古生代

－中三叠纪以海相沉积为主的盖层岩系以及中新生

代陆相碎屑－火山岩系（张达，１９９９；林东燕，２０１１），

即从泥盆系到第四系地层均有发育．出露的地层主

要有石炭系船山组，二叠系栖霞组、文笔山组、童子

岩组和翠屏山组地层，较老的地层则在钻孔中揭露．

其中，船山组栖霞组地层是经历了海相浅海相沉

积形成的碳酸盐地层，岩性为灰岩和大理岩等，顶部

和上覆的文笔山组、童子岩组地层以断层或整合接

触；文笔山组地层是在泻湖相环境下沉积形成的，岩

性为泥质粉砂岩、细砂岩等，与下伏船山组栖霞组

碳酸盐岩地层的断层接触面常形成较宽的破碎带，

并发生热液蚀变和铁、锰、铅锌等矿化．童子岩组地

层岩性主要是泥岩、粉砂岩和砂岩等，岩性较软，与

下伏文笔山组地层断层或整合接触，在断层面和层

间滑动面上可看到硅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等蚀变

现象；翠屏山组地层岩性为粉砂岩、细砂岩和泥岩夹

煤层的海陆交互相碎屑岩，与下伏的童子岩组地层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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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构造地质图（修改自李培等，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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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常发育断层，断层面可见硅质和铁锰矿化．图２

是研究区的主要出露地层的岩性柱状图．

研究区位于中国东南大陆中生代火山—侵入岩

带西部，岩浆活动具多旋回性，十分频繁，每个构造

发展阶段都有相应的岩浆岩组合出现，在大排矿区

侵入岩的岩性主要以酸性中酸性为主，在地表出露

较少，主要是隐伏岩体，经过钻孔岩心取样和观察

（图３），岩性有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斑岩、花岗

斑岩、辉绿岩等以及少量的基性岩，其中，似斑状二

长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在侵位空间和侵位时代上与

大排矿区成矿关系密切．同时，研究区位于闽西南逆

冲推覆构造体系的南平—龙岩逆冲推覆构造带上，

属于王庄—樟坑逆冲推覆构造带的南部．燕山早期

形成的由一系列北北东向或近南北向逆冲断层组成

的浅层次级推覆构造，为岩浆热液提供了通道，其形

成的构造断裂面是矿质重新运移、沉淀、富集的重要

部位，铅锌多金属矿多赋存于该系列断层及其平行

的裂隙中．本次研究重点针对控矿构造、赋矿层位和

与矿产关系密切的隐伏岩体开展了地球物理特征提

取和推断解释．

２　地球物理数据采集与处理

为了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地球物理工作，

我们对研究区内的主要岩石类型的物性资料进行

了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同时对采集的岩心标本进

行了密度、Ｐ波速度测量（表１），总体来说研究区

内与物探关系密切的大类岩性中各类砂岩、粉砂

岩、灰岩的磁化率呈弱磁性或无磁性，平均密度为

２．６ｇ·ｃｍ
－３，平均Ｐ波速度为５８９４ｍ·ｓ－１，电阻

率为１０２～１０
４
Ωｍ；泥岩的磁化率也呈弱磁性或无

磁性，平均密度较灰岩略低，为２．５７ｇ·ｃｍ
－３，平均

Ｐ波速度为５９２３ｍ·ｓ－１，泥岩随着泥质的增加，

电阻率也不断降低，平均为１０～１０
２
Ωｍ；花岗岩类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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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排矿区主要地层岩性柱状图（修改自杜一波，２０１８）

Ｆｉｇ．２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Ｄａｐａｉ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Ｄｕ，２０１８）

表１　岩心物性参数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犱狉犻犾犾犻狀犵犮狅狉犲

序号 岩性
Ｐ波速度

（ｍ·ｓ－１）

密度

（ｇ·ｃｍ－３）

波阻抗

（１０５ｃｍ２·ｓ）

样本

个数

１ 灰岩 ５８６４ ２．６ １０．７２ ５

２ 泥岩 ５９２３ ２．５７ ７．５０ ５

３ 大理石 ３９４６ ２．５７ ６．３５ ５

４ 磁铁矿 ６５１１ ３．６５ １９．８１ ２

５ 铅锌矿 ６４０３ ３．０５ １８．６４ ４

６ 矽卡岩 ４８００ ２．５５ － ５

７ 花岗岩 ５４９０ ２．６５ １１．０６ ５

具有相对较高的磁化率，平均密度与泥岩接近，为

２．５７ｇ·ｃｍ
－３，Ｐ波速度较低，为５４９０ｍ·ｓ－１，电

阻率较高，为６×（１０２～１０
５）Ωｍ；研究区内，与其他

岩类相比，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斑岩、辉绿岩以及

矽卡岩具有较高的磁化率（８０～２２００（４π×１０
－６ＳＩ））

和较高的电阻率（６×（１０２～１０
５）Ωｍ），与灰岩伴生

的大理岩或大理岩化的岩石具有较低的Ｐ波速度

（３９４７ｍ·ｓ－１）．这些大类岩性之间的物性差异，为

开展物探工作奠定了地质地球物理物性基础．

本次研究实施了约１００ｋｍ２ 的１∶１００００直升

机航磁测量，约１３．５ｋｍ长的剖面反射地震测量和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量，对实测数据进行了精细

处理和真地表偏移成像和反演．图４是研究区地质

图和航磁测区范围以及剖面地震、可控源音频大地

电磁测线位置分布．

２．１　航磁数据采集与处理

航磁数据采集使用的是ＡＳ３５０Ｂ３型直升机搭

载航空磁测系统，配备有ＣＳ３型高精度铯光泵磁力

仪，ＰＥＩＭＡＧＣｏｍｐ航磁补偿系统、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Ｒ３２０导航定位系统和ＴＲＡ３０００雷达高度计等，地

面日变观测站使用ＧＢ４Ａ氦光泵磁力仪，空中数据

收录系统采用航空操作平台ＩＭＰＡＣ，实时显示测量

曲线、监测各参量的工作质量．采用沿地形起伏飞行

方式，飞行方向为ＥＷ 向，平均飞高为１１２ｍ，主测

线间距为１００ｍ，测量区域基本覆盖了矿床的整个

范围．同时测量了总长４０．２ｋｍ的重复线进行精度

控制．经各项改正及调平后全区航磁异常总精度为

±０．０２ｎＴ．利用Ｇｅｏｓｏｆｔ公司的Ｏａｓｉｓｍｏｎｔａｊ软件

对航测数据进行了网格化处理，网度为１００ｍ×１００ｍ，

图５ａ为实测总场磁异常图，由于研究区地表地形复

杂、植被茂密覆盖率高，地面面积性磁测工作几乎难

以进行，本次采集的航磁数据消除了地表地形和随

机干扰的影响，是研究区首次获得的高精度高质量

大比例尺的磁测数据．

由于磁性地质体受地磁场斜磁化的影响，所产

生的磁异常往往不对称且极值位置与异常体的中心

位置相偏移，给解释工作带来困难，因此，磁异常数

据处理首先需要把斜磁化的磁异常转化为垂直磁化

的磁异常，以消除斜磁化对磁异常形态的影响．本次

研究采用非对称因子化极计算方法（Ｇｕ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选择测区中心位置的磁倾角３７°２５′和磁偏

角３°３５′，对实测航磁数据进行了化极处理（图５ｂ）．

实测磁异常是下半空间所有磁性地质体产生的

磁异常的叠加，为了将区域磁异常和局部剩余磁异

常有效分离，我们采用自动趋势面分析方法对化极

后的磁异常进行了异常分离处理（Ｏｂａｓ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利用多项式拟合区域背景，通过与研究区内

大型地质结构的形态对比，确定多项式近似的阶次

为二次，拟合区域异常（图５ｃ），然后将实测异常减

去区域异常获得了局部剩余异常（图５ｄ）．定性分析

认为，区域磁异常主要由变质岩基底形态引起，总体

呈“南高北低”趋势，形态上类似于“倾斜台阶”异常，

反应了研究区基底构造形态表现为特提斯东西向构

造特征，在区域异常西部叠加了一个形状类似于“柱

体”的异常，推测深部存在有磁性火山机构；剩余磁

异常整体上表现为环太平洋北东向构造特征，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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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大排矿区主要侵入岩岩心（修改自杜一波，２０１８）

Ｆｉｇ．３　ＭａｉｎｉｎｖａｄｅｒｏｃｋｃｏｒｅｓｏｆＤａｐａｉ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Ｄｕ，２０１８）

图４　研究区地质图和测区测线位置图（地震和ＣＳＡＭＴ剖面）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ｗｉｔｈ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ｐａｉ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ＣＳＡＭ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西部较大的正异常，推测为深部磁性火山机构在浅

部的延续，测区中部和东部可明显看出有北西向展

布的正异常区和北西、北东向交叉展布的正异常区，

推测为北西向浅层推覆构造和北东向火山机构造成

的岩浆通道所致．剩余磁异常主要由基底以上磁性

地质体和不同深度的线性构造（包括断裂）所引起，

因此，下面的异常特征提取和三维反演主要针对剩

余磁异常进行．

２．２　反射地震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次研究采用的是Ｓｅｒｃｅｌ４２８ＸＬＴＭ 数字地震

仪，所采集的地震数据是在闽西南大排多金属矿区

首次开展的反射地震探测．因工区常年植被覆盖，地

形陡峭，施工难度极大，且无经验可循．在现场反复

试验后，确定的采集系统和采集参数为：２Ｄ直线观

测，中间激发两边接收，６４次覆盖，单井炸药震源，

平均药量８ｋｇ，井深１４ｍ，采样间隔０．５ｍｓ，采样长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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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ａ）航磁总场磁异常；（ｂ）航磁化极异常；（ｃ）区域磁异常；（ｄ）剩余磁异常

Ｆｉｇ．５　（ａ）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ｔｏｔａｌｆｉｅｌ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ｂ）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ｏｐｏｌ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ｎｏｍａｌｙ

度５ｓ，炮点距６０ｍ，检波点距２０ｍ．

由于地表的非均匀性和地表高差变化较大等自

然因素，所采集的地震数据信噪比较低，几乎在野外

单炮记录中看不到有效的地震信号，采用常规处理

流程处理后，叠前时间偏移亦未获得很好的成像效

果，剖面上很难识别有效的同相轴，难以进行构造和

岩性等地质解释，因此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针对复

杂地表情况，开展了改进成像效果的方法技术研究．

通过分析前人研究和前期工作积累，我们认识

到能否真实地保留近地表信息是影响复杂地表条件

下金属矿地震勘探成像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地震

常规处理针对的是目的层较深的情况，经常将近地

表信息视为干扰，通过建立浮动基准面静校正后，一

般更注意深部的成像结果，不太关注浅层５００ｍ甚

至更深的近地表信息，而这些浅层信息在隐伏固体

矿产勘探中经常是要向下追踪的控矿构造，有时甚

至是直接要寻找的矿体的有效信息．因此，金属矿地

震资料处理除了要获取深层地质信息外，还需要真

实地保留近地表信息，才能够保证目标深度成像结

果的清晰性和与地表地质情况的连续性．

另外，地震资料处理分为基于时间偏移的处理

流程和基于深度偏移的处理流程，前者通过静校正

和时间偏移实现聚焦，后者通过深度域速度模型和

深度偏移实现地下位置的正确归位，前者的优点是

便于聚焦，但构造成像位置不准，后者的优点是构造

成像位置准确，但在没有地震同相轴的原始资料上

不能直接使用．因此，深度域速度模型是实现深度偏

移，进而实现精确构造成像的关键．深度域速度模型

的建立，首先要保证在时间域成像已经聚焦的同相

轴在深度域成像中仍然可以聚焦，即要求深度域速

度模型和时间域速度模型等效，同时又要求深度域

速度接近真实，只有在精确地构建了全深度域速度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从真地表开始的深度偏移成像，

才能保证在复杂地表条件下深度偏移成像结果聚焦

和位置准确．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开展了保留近地表

信息、构建全深度域速度模型、进行从真地表开始的

深度偏移成像方法研究与应用．

首先，我们开展了从真地表开始的叠前深度偏

移成像研究（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这需要解决两个问

题：一是数据消除静校正量后回到地表；二是结合近

地表速度建模建立全深度域的速度模型．我们将进

行完反褶积后的地震数据重新恢复到地表面上，得

到了包含了整个处理流程在地表上的地震数据．然

后是速度建模方面，主要也包含两部分：一是近地表

速度建模，采用初至波波形反演获得；二是深部速

度，采用常规处理手段获得．然后将二者拼合成统一

的速度模型，即全深度域速度模型，进一步应用全波

形反演修改完善全深度域速度模型，再进行真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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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前深度偏移成像．

图６是基于全深度域速度模型和全波形反演的

真地表深度偏移成像结果，可以看出，剖面上界面反

射同相轴、层位产状变化、断面波形态等非常清楚，

清晰地反应了３０００ｍ深度上的地层结构和断裂构

造特征．

２．３　可控源大地电磁数据采集与处理

为了克服大地电磁法中天然场源的随机性及信

号微弱的缺点，加拿大学者提出了利用ＣＳＡＭＴ方

法，该方法使用接地导线或不接地回线为场源，在波

区测量相互正交的电场、磁场切向分量，并根据测量

结果计算出卡尼亚视电阻率及阻抗相位，目前已应

用于普查、金属矿产、石油勘探等方面．

本次研究 ＣＳＡＭＴ 数据采集设备采用 ＧＤＰ

３２，采集系统如图７所示，接收机位于排列中央，两

侧各布置三个不极化电极，与接收机处不极化电极

形成六道电道，不极化电极间点距８０ｍ，排列总长

４８０ｍ．采用两个有限长导线发射源，赤道装置，最

大电流分别为１５Ａ和１４Ａ，发射源和采集线间距

离６ｋｍ，每个采集点包含６个接收电极和一个与之

垂直的接收磁极，采集频率为８１９２～０．１２５Ｈｚ，１７

个频点采集数据，手动换频，发射和接收采用石英钟

ＸＭＴ对时，保证时间上严格一致．

在ＣＳＡＭＴ数据处理中，进行了干扰数据剔

除、静校正和过渡区校正等常规处理．反演计算中用

有限差分法模拟考虑地形的ＣＳＡＭＴ响应，用伪δ

函数来代替场源直接计算总场，采用自主研发的带

地形的反演方法（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进行了二维反演．带地形的ＣＳＡＭＴ反演与

地震数据的真地表偏移成像具有相同的成像空间，

为后续的地质解释奠定了基础，

图８是剖面的二维带地形反演结果，可以看出

图６　反射地震真地表深度偏移成像

Ｆｉｇ．６　Ｄｅｐｔｈ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ｒｅ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图７　（ａ）ＣＳＡＭＴ数据采集观测系统；（ｂ）ＣＳＡＭＴ源与测试位置图

Ｆｉｇ．７　（ａ）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ＳＡＭＴ；（ｂ）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ＣＳＡＭＴａｎｄｉ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８　ＣＳＡＭＴ数据反演的电阻率剖面

Ｆｉｇ．８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ｒｏｍＣＳＡＭＴ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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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近地表（深度５００ｍ以内）处以小范围的高阻

体和低阻体交错分布为主，随着深度的增加，视电阻

率逐渐增加，呈现出以高阻为主的态势．剖面上从西

向东视电阻率由相对低向相对高变化，分布有三个

规模较大、深度较深的高阻异常体，推测这三个高阻

体可能与岩浆活动有关．剖面东部有一个规模较大

形状倒置的高阻异常体，推测可能与推覆体构造

有关．

３　地球物理有效特征提取与综合解释

在获得了高质量的一手实测数据和处理结果

后，我们首先利用航磁异常数据在平面上的分辨能

力，对局部剩余磁异常进行了线性特征提取和三维

反演，推断解释了２２条平面断裂分布和３处隐伏磁

性岩体分布．

在对剖面成像结果进行地质解释时，我们首先

对地震剖面附近的两口深井进行了岩心采样和物性

测量，建立了井旁水平层状介质模型，通过与模型正

演对比，对地震真地表深度偏移成像剖面的有效反

射层位和地层进行了标定和识别，同时利用地震剖

面上的断面波形态以及层位产状变化和视电阻率剖

面上的高阻与低阻交界位置进行了断裂构造交互识

别．进一步综合地震剖面上的无反射特征、视电阻率

剖面上的高阻异常、航磁三维反演结果给出的高磁

化率异常和钻井资料，进行了剖面隐伏岩体识别．最

终构建了包括岩性、断层和岩体的剖面地质地球物

理综合解释模型．

３．１　基于航磁线性构造特征和三维物性反演的平

面构造体系划分和隐伏岩体分布推断

磁异常线性特征提取与增强是突出与断裂构造

或地质体边界相对应的构造信息的一种重要方法．

Ｗａｎｇ和 Ｍｅｎｇ（２０１９）利用倾斜角方法对大排矿区

的磁异常进行了断裂推断，本次研究在其基础上将

多种线性构造增强算法（总水平导数、θ图、归一化

标准差）应用于剩余磁异常，综合分析开展了基于航

磁数据的隐伏断裂推断．共推断大断裂６条、次级断

裂１６条，其中大断裂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次

级断裂则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图９是总水平导数法处理后的剩余磁异常线性

特征与推断断裂的叠合图，其中，标号 Ｆ的断裂

（Ｆ１—Ｆ１６）为研究区已知断裂，标号Ｄ的断裂（Ｄ１—

Ｄ６）和标号Ｓ的断裂（Ｓ１—Ｓ１６）为本次研究推断的大

断裂和次级断裂．

将已知断裂和推断断裂分别叠合在区域磁异常

和剩余磁异常图上（图１０），从区域磁异常叠合图

１０ａ中可看出，已知断裂中的Ｆ１、Ｆ２、Ｆ４、Ｆ１０，推断

次级断裂中的Ｓ１、Ｓ２和Ｓ３等北东向断裂与区域磁

异常北东向分布趋势具有较好的对应性，反映出北

东向断裂与研究区磁性基底构造特征具有很好的继

承性．从剩余磁异常叠合图１０ｂ中可看出，北西向主

要断裂Ｄ１、Ｄ２、Ｄ５，南北向主断裂Ｄ３、Ｄ４等基本位

于磁性岩体的边界，北西向和南北向次级断裂中的

Ｓ６、Ｓ７、Ｓ８、Ｓ９、Ｓ１６等也都位于磁性岩体的边界位置

图９　研究区推断断裂和磁异常线性特征叠合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ｏｆｆａｕｌｔ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ｌｉｎｅａ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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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研究区断裂推断图（ａ）在区域磁异常上的叠加图；（ｂ）在剩余磁异常上的叠加图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ｏｖｅｒｌａｙｉｍａｇｅｏ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ａｐ；（ｂ）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ａｐ

或和磁性岩体的走向一致（后期的反演结果也可看

出），说明由磁性特征推断的北西向和南北向断裂与

研究区盖层中的磁性岩浆活动密切相关，很好地反

映了磁性岩体的岩浆侵入通道和赋存状态．

综合来看研究区内已知和由磁异常线性特征推

断的隐伏断裂主要有北东向、近南北向和北西向三

组，其中中部为近南北走向断裂，西部和东部为北

西、北东向断裂，断裂的性质和成因为燕山早期形成

的逆冲断层所组成的浅层次级推覆构造，这些断裂

构造反映了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岩浆侵入通道和岩体

赋存状态，根据矿床成因和找矿模式研究，其形成的

构造断裂面是矿质运移、沉淀和富集的重要部位，对

在外围和深部找矿具有参考意义．

磁异常三维反演可生成具有磁化率对比的三维

地质体分布，可有效地用于确定潜在磁性场源体形

状和深度．本研究采用经典的３Ｄ物性反演算法对

研究区航磁数据进行了反演成像．反演中将地下划

分为一组棱柱体单元，同时假设每个单元内的磁化

率恒定，初始值设置为磁化率为零的常数模型，反演

过程中，加入了深度约束与物性约束．分析认为，异

常应由地下３ｋｍ内的场源引起的，所以反演深度范围

为０～３ｋｍ．整个测区被划分了１７０×１００×３０＝５１００００

个棱柱体单元，每个棱柱体单元的维度是１００ｍ×

１００ｍ×１００ｍ．

图１１为研究区航磁剩余异常３Ｄ反演结果的

透视图和在ＡＢ剖面上的切片．从透视图１１ａ可以

看出，研究区内由西向东存在着三个较大的磁性岩

体，磁性异常体及其边界分别与化极磁异常的高值

部分和推断的断裂有很好的吻合，进一步说明了研

究区磁异常特征很好地反映了磁性岩浆侵入通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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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研究区航磁３Ｄ反演结果

（ａ）３Ｄ反演结果透视图，其中红线、蓝线是推断断裂，黑线是剖面ＡＢ位置；（ｂ）３Ｄ反演结果在剖面ＡＢ处的切片．

Ｆｉｇ．１１　３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ａｕｌ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Ｂ；（ｂ）Ｓｌｉｃｅｓａｌｏ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Ｂｏｆｔｈｅ３Ｄｉｎｖｅｒｓｅｒｅｓｕｌｔ．

岩体的赋存状态．从剖面切片图１１ｂ可以看出，在剖

面所处位置以下分布着两个磁性体，其中位于西侧、

在两个钻孔ｚｋ１００１和ｚｋ２００１附近的磁性体体积相

对较大，顶部位于地下１５０ｍ 左右，深部可达到

２８００ｍ，整体呈近似楔形，沿着近北西—南东方向

展布，东侧的磁性岩体相对较小较浅，深度范围为地

下１５０～１６００ｍ，磁性体在上部１５０～７００ｍ深度时

是三个独立部分，７００ｍ以下三个独立部分相连通

构成了一个整体．另外，在剖面以外研究区的东北部

存在着一个较大的磁性岩体，从地下３５０ｍ一直延

伸至２５００ｍ左右，异常体北侧部分沿着近北东向

展布，南侧部分沿着近南东向展布．

根据前人研究，研究区内燕山晚期（１２７．０±

１．８Ｍａ）侵入的岩浆岩与成矿关系密切，为成矿提

供了含多金属矿化热液，对沉积介质中的铁铅锌多

金属起到活化、叠加、转移和富集的作用．钻井岩心

显示，侵入岩岩性为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斑岩、

花岗斑岩和辉绿岩等，呈灰色或深灰色，含暗色矿物

成分较多，具有相对较高的磁性，是研究区磁异常的

主要场源．因此磁异常三维反演结果给出了与成矿

关系密切的岩浆岩岩体的空间赋存状态．

３．２　钻孔岩心取样与井旁地震正演模拟

钻孔ｚｋ１００１和ｚｋ２００１位于地震和电法剖面附

近（图１２），其中，ｚｋ１００１钻孔距离剖面垂直距离约

３００ｍ，井深８００ｍ，ｚｋ２００１钻孔距离测线垂直距离

约６００ｍ，井深１１００ｍ，两个钻孔均在钻到火成岩

后停钻，并保留有完整的岩心，按照岩心地层序列，

我们在这两口钻井中进行了岩心采样，在实验室内

采用超声脉冲法测量了岩石样品的纵速度，并通过

测量标本的质量和体积，获得到了岩心的密度，表１

是实验室获得的主要岩心的物性参数．

根据钻井岩心资料以及实验室内测量的岩心物

性参数，建立了对应于两个井位层位的水平层状介

质模型（忽略了厚度小于１０ｍ的地层以及溶洞等形

态构造），计算了界面处的反射系数，采用雷克子波

与反射系数褶积获得了物性结构的合成地震记录，

如图１３连井地震剖面所示，其中右图为左图的放大

显示，合成地震记录置于地震剖面中，可以看出，剖面

的反射同相轴与合成地震记录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在大理岩出露层位由于速度较低与围岩差异显著，形

成较强的阻抗，在合成地震记录上表现为较强的反射．

前人研究表明，研究区内矿床的主要含矿岩系

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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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岩心的岩性及其合成地震记录

（ａ）ｚｋ１００１；（ｂ）ｚｋ２００１．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ａｃｅｏｆ（ａ）ｚｋ１００１，（ｂ）ｚｋ２００１

图１３　连井地震剖面，右图为左图的放大显示

Ｆｉｇ．１３　Ｗｅｌｌ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ｐｉｃｔｕｒｅｉｓｔｈ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ｏｆｔｈｅｌｅｆｔｏｎｅ

为晚石炭系经畲组和中二叠系栖霞组的滨海—浅海

相碎屑岩及灰岩．深孔揭露结果显示，经畲组灰岩大

部分变质成白色、乳白色大理岩或浅色大理岩化灰

岩；栖霞组灰岩大部分也已大理岩化或成为大理岩．

本次钻井资料分析和岩心物性测量亦发现，铅

锌矿和磁铁矿出现的位置伴随着大理岩岩层分布，

而大理岩或大理岩化灰岩与围岩纵波速度有较大差

异，反映在地震剖面上就是强的反射同相轴．将合成

地震记录并入到地震剖面所在位置，并进行能量平

衡后，可以看出，井旁合成地震记录中的强反射与地

震剖面中的强反射有很好的对应，在磁铁矿和铅锌

矿出现的位置，因为大理岩的存在产生了明显的反

射，且振幅较强，虽然磁铁矿和铅锌矿矿体的厚度较

薄，顶底反射不能够分辨，但因为伴生的大理岩岩层

的存在，所产生的强反射同相轴为间接识别赋矿层

位提供了信息，可据此配合振幅级别等，推断横向主

要控矿层位展布和相邻纵向层位分布．

３．３　基于地震真地表深度偏移成像和犆犛犃犕犜带

地形二维反演的剖面地质解释与综合建模

获得“赋矿层位—控矿构造—燕山期岩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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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综合地球物理精细解释的目标，闽西南大排

矿区属于推覆控矿构造，成矿和控矿的主要地质要

素之一是推覆断裂和推覆体内部结构，同时，燕山期

的岩浆作用是矿区成矿物质的主要来源，也是成矿

赋存的重要标志．在实施了剖面精细探测的基础上，

利用剖面反射地震成像、视电阻率反演和航磁三维

反演结果剖面切片，结合钻井岩心和物性资料，对剖

面进行了联合解释和建模．

地震剖面上因为断面波和层位产状的变化明

显，首先进行推覆断层的识别．为了进一步判断所识

别断层的准确性，将从地震成像结果中识别出的断

层线拖曳到视电阻率剖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大部

分断层线的位置位于高阻与低阻的转换位置，以此

为依据，在视电阻率剖面中识别出在地震剖面上特

征不够明显的断层，并将其添加到地震剖面上，依此

交互识别交互验证．最后以地表地质图上的已知断

裂向下追踪对识别出的主要断层进行确定，以保证

整体断层识别的可信度，综合勾画出推覆断层的

框架．

由于岩体内部的物质分布相对均匀，没有明显

的定向沉积，在地震剖面上呈现随机反射的特点，波

形杂乱，表现为无明显反射的空白带．另外，前述章

节物性统计分析给出，研究区岩浆岩岩体具有相对

较高的电阻率，在视电阻率剖面上表现为高阻，根据

这两个特征，在地震剖面和视电祖率剖面上交互进

行了火成岩岩体的识别．首先在地震剖面上圈出明

显无反射的区域，将其拖曳到视电阻率剖面上，通过

视电阻率高阻异常边界对地震识别的岩体进行修

改，将修改后的岩体分布拖回到地震剖面，进行交互

修改交互验证．进一步与磁异常三维反演切片获得

的视磁化率剖面进行对比，剖面左侧的岩体在磁化

率剖面上显示高磁性，进一步证明了其为岩体的可

能，剖面中部的岩体无明显磁异常，考虑到研究区的

地质背景，地震和电法剖面上圈定的这个岩体有可

能是无磁性或极弱磁性的酸性岩体，也可能是林地

组砂岩岩体，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剖面右侧的高磁异

常，对应了视电阻率剖面上的高阻异常，因此，亦推

断为小型隐伏岩体．

图１４是从地震剖面、电阻率剖面和磁法反演剖

面上联合识别的推覆断层、隐伏岩体结果．结合图

１２和图１３的岩心资料以及井震对比分析，再结合

测区的地质情况以及不同岩性的物理性质，在图１５

给出了地层、断层和岩体的综合解释结果．从图中可

以看出，剖面由浅到深，地层依次为：第四系、早二叠

纪童子山组、早二叠纪文笔山组、早二叠纪栖霞组、

石炭纪经畲组和石炭纪林地组，地层特征明显稳定

并表现出被推覆构造错段向上逆冲的趋势，其中石

炭世经畲组到早二叠纪栖霞组为本区的主要含矿层

位，由于其伴生的大理岩层速度较低，产生了明显的

反射，且振幅较强，通过井资料标定后为研究区控矿

地层识别和地层解释提供了依据．剖面从西到东，发

育了一系列浅层逆冲推覆构造，其中，剖面右侧的两

条断裂向西倾斜，其他断裂向东倾斜，根据研究区地

质概况，大排外围北侧的构造格局为ＮＮＷ 倾伏的

复式倒转背斜和南北向断裂的组合，倒转背斜的轴

面倾向北东，走向北北西，沿着背斜两翼发育有逆冲

断裂，同时也发育滑脱断裂，断裂以走向近南北为

主．由于本研究剖面位于倒转背斜南端末尾，因此，

剖面上所看到的这两种倾斜方向的断裂反映的是北

侧背斜构造特征的延续．在背斜构造核部即剖面上

４ｋｍ位置附近———大排铁铅锌多金属矿区，推覆构

造、隐伏岩体和赋矿层位共存，断裂为花岗岩体的侵

入和成矿热液的运移提供了通道，赋矿层位为成矿

成藏提供了储存空间，另外，在１２ｋｍ处较小的磁

性岩体所对应的电阻率高阻值异常出现上下倒置现

象（位于地表低阻值异常体上方，即较老地层上覆于

新地层之上），推测可能为区域逆冲推覆体，根据推

覆构造控矿特征，推覆体结构的重合是深部找矿的

重要依据，因此推覆体下层是深部找矿需要关注的

区域．

４　结论与认识

综合研究区成矿理论、找矿模型和综合地球物

理解释结果，我们对闽西南大排多金属矿区的地球

物理响应特征及其找矿意义有了如下认识：

（１）研究区存在一系列规模不等的燕山早中期

叠瓦状逆冲推覆断裂和层间裂隙，这些断裂和断层

一方面为岩浆热液提供了通道，同时，其形成的构造

断裂面是矿质重新运移、沉淀、富集重要部位，是研

究区的主要控矿构造．

航磁异常线性构造增强平面特征清晰地给出了

与隐伏岩体边界和侵位关系密切的断裂构造的平面

分布信息，据此推断出大断裂６条，次级断裂１６条，

其中大断裂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次级断裂则

多为首次推断的隐伏断裂；在反射地震成像剖面上，

断面波形态以及层位产状变换等特征明显，对推覆

断层结构给出了清晰的勾画，剖面左侧有两条北西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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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地震剖面、电阻率剖面、磁化率剖面综合解释断层和岩体

Ｆｉｇ．１４　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ｍａｇｍａ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图１５　剖面综合地质解释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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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断层，中部和右侧有多条北东倾向断层、构造面

倾角为３０°～４５°不等，地层被断层错断明显，表现出

向上逆冲的趋势；在视电祖率剖面上，高阻和低阻的

边界对地震断层解释给出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正，

进一步通过地表已知断裂向下追踪延伸，验证了剖

面断层解释的正确性．

（２）研究区内主要岩浆岩为燕山晚期二长花岗

斑岩、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和辉绿岩，钻孔岩心显

示其颜色呈深黑色，说明其所含暗色矿物成分相对

较多，物性测量结果显示其具有较高的磁化率和电

祖率，是研究区航磁剩余异常和视电祖率高阻异常

的主要成因．

磁异常三维反演结果给出，在约１００ｋｍ２ 的磁

测区域内有三个较大的隐伏磁性岩体分布；视电阻

率剖面上在４ｋｍ、９ｋｍ、１２ｋｍ位置处存在三个规

模较大的高阻异常体，视电阻率数值达到了８０００Ωｍ；

地震偏移成像剖面上岩体表现为波形杂乱无明显反

射的空白特征，通过地震、电法交互识别并与航磁反

演结果叠合，勾画出了剖面上的岩体分布特征．其

中，平面左侧岩体的北部边界对应于大排矿区的位

置，剖面４ｋｍ处的岩体给出了其纵向分布特征，这

些隐伏岩体为矿区成矿作用提供了多金属矿化热

液，对沉积介质中的铁铅锌多金属矿起到活化、叠

加、转移和富集的作用，同时也是开展深部和外围找

矿的重要指示标志之一．

（３）研究区的主要含矿岩系为晚石炭系经畲组

和中二叠系栖霞组的滨海浅海相碎屑岩及灰岩．其

中，经畲组的岩性变化相对较大，栖霞组下部岩性为

灰深灰中厚层状含燧石灰岩、夹泥灰岩等，其中部

分的灰岩已大理岩化或成大理岩；通过钻井资料分

析和岩心物性测量，铅锌矿出现的位置往往伴随着

大理岩层分布，而大理岩或大理岩化灰岩表现出了

与围岩纵波速度上的较大差异，这个差异反映在地

震剖面上就是强的反射同相轴，为间接判断赋矿层

位提供了依据．

（４）大排矿区地表起伏大，横向速度变化强烈，

传统的反射地震基于静校正的处理以及时间偏移成

像方法无法对近地表构造进行精确成像，本次研究

采用真地表成像技术，通过层析和深层速度体的速

度拼合构建全深度域速度模型，实现了从真地表开

始的深度偏移成像；同时，采用带地形的ＣＳＡＭＴ

数据反演，从地表起算的电法成像结果与真地表地

震成像剖面保持了相同的坐标位置，为构造综合解

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５）综合地表地质、钻孔岩心、真地表地震深度

偏移成像剖面、带地形的视电阻率剖面和航磁三维

反演开展了剖面地质模型建模解释．地震剖面、视电

阻率剖面和航磁反演剖面交互验证互为约束，勾画

了构造形态、岩体分布，地表地质向下延伸、钻孔岩

心横向标定赋予了剖面断层、岩体和地层的地质内

涵，最终给出了从真地表到３０００ｍ深度的综合解

释地质模型，清晰地给出了推覆构造、控矿层位以及

岩体分布，为三位一体的找矿思路提供了地球物理

响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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