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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说明】 

☆ 本说明书是“跨平台金维地学信息处理研究应用系统”(GeoIPAS V4.0)的用户操

作手册（第九版）。 

☆ GeoIPAS V4.0是基于 GeoIPAS V3.2开发的，主要增加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

和固体矿产勘查地质编录模块。 

☆ GeoIPAS V4.0软件版权归乌鲁木齐金维图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 由于物化探数据处理与资料解释工作涉及数据处理人员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

经验，本软件提供方不保证本软件所形成的成果产品的质量。 

☆ 用户在日常数据处理或实际工作中，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为您进行化探、重、

磁、电数据处理服务，为您提交高水平的成果报告打下基础。 

 

☆ 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乌鲁木齐金维图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西街 1100 号北晟商业广场写字楼 1902 室 

邮    编：830091 

电    话：0991-4820207 

传    真：0991-4815842 

联 系 人：段新力 

公司网站：http://www.jinweisoft.com 

E-mail：XJJWKJ@126.com 

GeoIPAS QQ 群号：80934660  25296575  117835441  150701727 

http://www.jinweisoft.com/
mailto:XJJWKJ@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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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金维图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前身是新疆地矿局“物化

探计算中心”，作为新疆地矿局专业从事地学软件、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空间数据库

建设以及地学资料处理研究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自创立以来，坚持立足新疆地

矿、提供专业化服务，以推动我区地矿行业高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加速地矿信息化

建设进程，服务新疆经济发展为已任，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以

创新、服务和人才为根本，逐步完善企业运营、管理、服务和创新机制，时刻体现

着公司作为地勘人特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务实创新的精神。 

金维地学信息处理研究应用系统（GeoIPAS）是金维公司在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以及新疆地矿局“基数地质勘查计划”共同

支持下研制开发的具有自主版权的基于 GIS 的应用型软件系统，是采用自主开发的

矢量平台，在 Linux 和 Windows 操作平台上，结合可视化编程，集数据预处理、地

球物理、地球化学、数学地质和水文地质等信息的处理、分析、研究、成图等为一

体的专业型软件系统，软件整体技术水平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软件自 2006年上市

后经过数次升级，已经发展成为包含基础部分、重磁模块、化探模块、土地质量调

查模块、固体矿产勘查地质编录模块在内的系列软件产品，目前已在全国地勘行业

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用户覆盖全国 30个省的地勘单位、科研院所和

大学等单位。 

虽然金维公司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地质资料信息化、数字化、推进

地质资料综合开发利用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但是我希望金维公司继续关注本

领域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吸取广大用户的合理化建议，并对其进行归纳、

总结和提炼，在后续的版本中不断融入进去，使软件系统更加丰富和完善、更好的

服务于地勘工作。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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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IPAS 是科技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新疆

地矿局共同支持开发完成的地学软件产品，拥有多项自主创新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

2007年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2008年 7月通过了中国地调局软件资质认定。 

GeoIPAS 软件包括“数据预处理、重磁、电法、化探、土地质量、地质编录、

数学地质、水文地质、专题图件、三维可视化、工具、系统输出、系统设置、系统

帮助”14个子系统，包含有 300多种各类应用程序，近千种数据处理算法。软件适

应一维、二维等各种格式的数据，能对重、磁、电资料进行二维、三维可视化正反

演，能对多目标化探资料进行处理和分析研究，成果有文本、图形、图像、立体图

四类几十种表现形式，并与其它地学软件兼容。 

GeoIPAS 软件有基础部分、重磁模块、化探模块、土地质量调查模块、固体矿

产勘查地质编录模块。 

GeoIPAS 软件界面友好、操作简单，数据处理速度快、处理成果表示直观、表

现形式多样，能有效地满足地学工作者对数据处理、图件绘制、信息提取、资料综

合分析研究等工作需求。到目前，软件已推广应用到了国内 30个省的地矿、有色、

冶金、核工业、建材和煤炭行业的地勘单位以及科研院校，用户对软件给予了“方

便、快捷、实用性好”的评价。 

“数据预处理”子系统：是针对千差万别的原始数据能快速适应后续处理而设

置的，子系统包含了“数据检查、数据整理、数据格式转换、坐标变换、数据调平

处理、矢量图数字化和离散数据网格化”等 35种数据预处理程序，是用户整理原始

数据的方便工具。尤其是离散数据网格化模块中包含的“幂指数、趋势面、方位加

权、距离平方倒数”等方法的数据网格化效果好，优势突出。 

“重磁”子系统涵盖了重力、磁法的“数据整理、数据改正、数据处理和正反

演”等数据处理工具，包含有 87个功能模块程序，适应各种比例尺的剖面、面积勘

查数据。尤其是基础参数计算、常规频率域、空间域方法数据处理，一维、二维、

三维可视化正、反演等功能模块程序具有数据处理方法多、适应能力强的特点。 

“电法”子系统包含“电法数据整理、大地电磁测深（MT AMT ASAMT）、瞬变电

磁测深、激发极化法数据处理、电阻率法数据处理、电磁剖面图、测深剖面图和断

面图”等 54多个功能模块程序，能较好的适应当前电法工作需要。尤其是针对 V8、

奔腾仪器和 GDP32 仪器的数据整理模块、二维电阻率边界元正反演模块、测深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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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断面图等模块程序适应性强、技术超前。 

“化探”子系统是目前国内包含化探数据处理方法最全的软件系统，软件不但

适应各种比例尺的剖面、离散点和网格数据，而且还适应多目标化探数据。其中的

“特征参数统计、背景分析、R型聚类分析、模糊聚类分析、因子分析、趋势分析、

相关分析、数据变换、多变量累加、累乘、比值、异常参数统计及评序泛克里格剩

余异常”等功能模块程序具有实用性非常强的特点。 

“土地质量调查”子系统由 1:250000评价单元自动划分、1:250000自动布样、

土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设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 4 部分组成。土地质量地

球化学评价包括：建立工程、数据预处理、数据插值处理、单指标评价、综合指标

评价、土壤质量综合指标评价、土地质量综合指标评价。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编录”子系统由新建工程、数据编录、地质剖面图、探槽

素描图、钻孔柱状图、工程部署图、公共设置组成。 

“数学地质”子系统提供了“地质测量中的常用计算、地质温度计压力计算、

矿物化学式计算、岩石化学计算、固体矿产储量计算和同位素地质年龄计算”六大

类 37种计算方法，主要是用于解决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中如岩石化学等方面的计

算工作。 

“水文地质”子系统提供了“化学组分数据处理、工程地质计算、水质分析评

价和简化泰斯理论计算”四大类 34种计算方法，主要是用于解决水文地质普查中的

计算工作。 

“专题图件”子系统是本软件的核心子系统，其技术水平处在国内领先。子系

统包含的“点位数据图、剖面平面图、彩色等量线图、组合异常图、地物化异常关

系图、剖析图、网格数据图截剖面图和三角剖分网绘制等量线图”等是数据描述、

信息提取、资料综合分析研究成果表示的工具，具有表示直观、多样、效果好的特

点。同时，能有效地提高成图工作效率，缩短项目的工作周期，这也是本软件对用

户工作的最大支持。 

“三维可视化”子系统包含“地物化资料综合三维立体图、重磁资料三维可视

化联合正反演”模块程序，涉及当前计算机软件开发、地物化资料处理研究的前沿

技术，软件能对地质矿产、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地理等分类异常信息进行融合、

模拟、还原现场环境等处理，对资料研究人员思路拓展、提高资料研究水平有突出

的作用。 

“工具”子系统为方便用户数据整理、编辑、修改、浏览、研究等提供了 14个

工具，其中的“文本编辑器、CSV 编辑器、图像浏览器、图形编辑器”在本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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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增强了多幅图像浏览功能和图形编辑浏览打印等实用功能。标准图幅号换算、

图幅距离/面积和实际距离/面积换算方便了使用者。 

“系统输出”包括成果预览、打印功能，输出支持多种输出设备。 

“系统设置”为方便用户使用，本软件提供了“预置、系统颜色设置、系统子

图设置、系统线型设置、工作区信息设置、导入系统设置、导出系统设置”等与其

关联软件的兼容设置，尤其是工作区设置完成后，系统能自动导出一个被处理数据

信息的说明文件（项目信息.xml），最有效地弥补用户数据处理工作过程中极易存在

的疏漏。 

“系统帮助”包括系统介绍、系统安装、各功能模块操作方法，其中各种功能

模块的操作方法又包含了功能简介、数据准备、操作说明和操作实例，并且提供了

目录、索引、书签和搜索工具。 

运行环境 

硬件环境： 

P4以上 CPU、512M以上内存，硬盘空间推荐不少于 1GB。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Linux，Windows7，Windows8。 

其它软件：其它辅助办公软件以及常用软件。 

运行服务： 

（1）凡购买 GeoIPAS 软件，均可享受终身的常规运行维护服务。 

（2）软件加密锁非人为损坏，自购买之日起一年内免费更换，超过一年的收取

材料费。 

（3）GeoIPAS用户获得终身的软件升级服务。 

（4）GeoIPAS软件的功能、性能进行了改进、扩充或发布新版本时，乙方将及

时地向甲方提供软件升级信息。 

（5）凡购买 GeoIPAS 软件，可享受乙方提供的全方位技术支持，通过电话、传

真、信函和网络方式获得帮助。 

技术支持电话：0991-4820207；             传真：0991-4815842； 

网址：www.geoipas.com；                  E-mail:xjjwkj@126.com； 

软件 QQ群:25296575、80934660、117835441、150701727。 

 

 

http://www.jinwei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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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系统概述 

1.1  系统概述 

“跨平台金维地学信息处理研究应用系统 GeoIPAS V4.0”是在“跨平台金维

地学信息处理研究应用系统 GeoIPAS V3.2”基础上，继续进行优化组合升级，并

补充了新的数据处理方法程序。GeoIPAS V4.0 集成了“数据预处理、重磁、电法、

化探、土地质量、地质编录、数学地质、水文地质、专题图件、三维可视化、工

具、系统输出、系统设置、系统帮助”14 个子系统的地学数据处理专业软件。系

统具有视窗风格、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功能强大、数据处理速度快、成果表示

直观、表现形式多样、处理效果好、成果数据跨平台交换、适用范围广、易于工

程技术人员掌握和使用等特点，能够满足地学工作者对数据处理、信息提取、图

件绘制和资料综合研究等方面的需求。 

GeoIPAS 开发工具选用了 Fortran、C、C++语言和 Qt 等工具。Fortran 语言主

要用于数据处理程序；C、C++语言主要用于图形图像处理、系统输出；Qt 为视窗开发

工具。 

GeoIPAS 的开发按照国家、行业标准和相关规定，广泛听取了地勘单位用户的

意见，并根据地勘行业中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地质矿产等专业数据的特点研制。

各项技术性能达到了设计的指标，部分功能超出了设计的要求，是一个涵盖地学多

领域的软件系统。 

1.2  系统结构 

1.2.1  总体结构 

本系统从地勘行业的特点和应用目的出发，采用了结构化设计模式，系统按照

功能可以分解为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在系统设计中强调了各程序的稳定、功能的实

用和扩充、操作的可视化等。系统功能结构图见图 1.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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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跨平台金维地学信息处理研究应用系统(GeoIPAS)功能结构图 

1.2.2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子系统包含了数据检查、坐标转换、数据格式转换、数据整理、构

建三角剖分网、离散数据网格化、数据调平处理、一维、二维数据处理、规则测网

设计、测网坐标计算、矢量图数字化等数据准备处理方法。 

1.2.3  重磁 

重磁子系统包含：重磁数据整理（重力仪、磁力仪数据导入、整理，重力：静

态试验、动态试验、重力仪一致性试验、格值测定；磁法：噪声试验、探头一致性、

仪器一致性；数据分类抽取、畸变点查找和判断）、重磁数据改正、重力基点网平差、

重磁数据处理、重磁模型正反演、切线法外奎尔法剖面反演、二度半重磁剖面联合

反演。 

1.2.4  电法 

电法子系统包含：电法数据整理（V8 电法仪、奔腾仪器数据整理）、电法模型

正、反演、二维电阻率边界元正反演、电法曲线图、电法断面图、三角剖分网绘制

断面图。 

1.2.5  化探 

化探子系统是区域地球化学勘查中广泛应用的多元统计分析和数据处理方法的

集成，其中包含有化探特征参数统计、聚类分析、因子分析、趋势分析、三层套合

方差分析等常用处理方法，还包括数据变换、累加、累乘、归一化等新增加的处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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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土地质量 

土地质量子系统由 1:250000 评价单元自动划分、1:250000 自动布样、土地质

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设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 4 部分组成。土地质量地球化学

评价包括：建立工程、数据预处理、数据插值处理、单指标评价、综合指标评价、

土壤质量综合指标评价、土地质量综合指标评价。 

1.2.7  地质编录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编录子系统由新建工程、数据编录、地质剖面图、探槽素描

图、钻孔柱状图、工程部署图、公共设置组成。 

1.2.8  数学地质 

数学地质子系统由地质测量中常用的计算方法、地质温度计压力计、矿物化学

式计算、岩石化学计算、固体矿产储量计算和同位素地质年龄计算 6部分组成。 

1.2.9  水文地质 

水文地质子系统由化学组分数据处理、工程地质计算、水质分析评价和简化泰

斯理论计算 4部分组成。 

1.2.10  专题图件 

专题图件子系统包含：色阶、图框、点位数据图、点位符号图、剖面图、剖面

平面图、彩色等量线图、直方图、组合异常图等常规图件，还包含有地物化异常关

系图、剖析图、场强图/阴影图/色块图、三元图、网格和离散数据图截剖面图，同

时还增加了使用三角剖分网绘制等量线图、组合异常图和单元素异常图等直接使用

原始数据绘制图件功能。 

1.2.11  三维可视化 

三维可视化子系统包含有：地物化资料综合三维立体图和重磁资料三维可视化

联合正反演。 

1.2.12  工具 

工具包含有：科学计算器、长度单位换算、标准图幅号换算、图上距离/面积和

实际距离/面积换算，文本编辑器、CSV编辑器、图像浏览器、图形编辑器。 

1.2.13  系统输出 

主要用来浏览和打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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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包含有：预置、工作区信息设置、系统颜色设置、系统子图设置、系

统线型设置、导入/导出系统设置、工具栏设置和显示风格设置。 

1.2.15  系统帮助 

系统帮助包括：向导、欢迎界面、关于、帮助手册、升级报告和检查升级。 

1.3  基本术语 

系统包含的基本术语有： 

GeoIPAS：是“跨平台金维地学信息处理研究应用系统”的简称。 

子系统：完成 GeoIPAS 不同功能，由多个操作程序组成的子集。 

程序：完成一个完整的操作，并且获得相关处理结果的过程。 

对话框：与用户进行信息交换的窗口，用户可以通过选择输入、输出等方式，

填写系统要求的信息，并且可以直接发出操作指令。 

菜单：系统操作的基本指令单元。 

标准图幅：指按国家或者国际分幅标准划分的图幅。 

网格化：指将离散点数据按照一定的网格结构及某一算法将其转换成规则网格

排列数据的过程。 

数据处理：重磁、电法、化探、数学地质和水文地质的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

行处理的过程。 

地球化学元素：GeoIPAS 中地球化学元素命名使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约定，

其中元素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第二个字母小写，如果元素名为一个字母，则为大

写。 

1.4  操作约定 

单击：单击操作目标体。 

双击：双击获得下一层的操作目标体，重新开始运行程序。 

拖动：选中目标，按下不松开，移动鼠标到适当位置后松开，松开后，拖动操作结

束。 

确定：对话框中控制按钮，确认完成输入，执行处理过程。 

取消：对话框中控制按钮，中断执行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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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对话框中控制按钮，单击后弹出数据信息内容。 

帮助：对话框中控制按钮，单击后弹出程序操作指南。 

1.5  GeoIPAS 文件类型 

GeoIPAS 文件类型由三部分组成，即图形图像文件、数据文件和参数文件。其

中图形图像文件是指系统支持的各种常用图像格式以及 MAPGIS的点、线、面明码格

式文件；数据文件是指 GeoIPAS 系统中数据预处理子系统、地球物理子系统、地球

化学子系统、数学地质子系统、水文地质子系统所支持的文件类型，可以分为离散

数据文件和网格数据文件；参数文件是系统需要输入的数据文件，一般为文本格式。 
 

 

数据类型 文件类型 后缀 文件类 备注 

数据文件 

GeoIPAS TXT 文件 TXT 文本 包含坐标、观测值 

GeoIPAS CSV 文件 CSV 文本 属性、表格文件 

GeoIPAS dat 文件 dat 文本 继承化探早期网格数据 

GeoIPAS三角剖分网文件 Tin 二进制 GeoIPAS定义 

Surfer 网格数据文件 GRD 文本 双向支持 

图形图像 

文件 

Windows Bmp 位图文件 bmp 二进制 双向支持 

Png 图像格式文件 png 二进制 双向支持 

Jpg图像格式文件 jpg 二进制 双向支持 

MAPGIS 点、线、面文件 wat wal wap 文本 双向支持 

参数文件 

GeoIPAS 色标文件 clr 文本 与通用色标格式一致 

GeoIPAS 调平文件 TPF 文本 GeoIPAS定义 

GeoIPAS 图幅信息 info 文本 GeoIPAS化探网格数据信息 

GeoIPAS 地层编码 TXT 文本 GeoIPAS定义 

GeoIPAS 切图文件 cut 文本 GeoIPAS定义 

1.6  处理流程 

1.6.1  图件制作流程 

图件制作流程见图 1.6.1所示。 

图件是反映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质矿产成果的直接表示。地球物理、地

球化学图件的种类很多，不同的图件对数据的分析解释起着不同的作用，GeoIPAS

提供了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中所需要的各类基本图件的制作方法，包括点位

数据图、点位符号图、剖面图、剖面平面图、彩色等值线图、场强图、阴影图等

十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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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化探数据处理成图流程 

以化探数据处理为例说明化探数据处理成图流程，如图 1.6.2： 

 

化探工作一般是有设计采样点位，野外采样，化验室分析样品，数据分析处理

成图，编写报告等几个环节。 

原测数据 

水文地质数据处理 

数据预处理 

重磁数据处理 

 

化探数据处理 

 
数学地质数据处理 

点位数据图 
打印输出 数据检查 

数据整理 

数据网格化 

投影变换 

格式转换 

电法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 图件绘制 输出 数据输入 

图 1.6.1  地学信息处理研究应用系统(GeoIPAS)图件制作流程

图 

 

图像输出 

文本文件 

图形文件 

剖面图 

等值线图 

场强图 

三元图 

三维立体图 

点位符号图 

 

图 1.6.2  化探数据处理成图流程 

 

数据检查 

化探处理 

网

格

化 

图形图像 

文本文件 

图形文件 

图像文件 

三维图像 

方差分析 

特征参数 

点群分析 

数据变换 点位数据图 

彩色等值线图 

组合异常图 

异常参数统计 

场强图/阴影图/色

块图 
三元图 

数据输入 

数据

成图 

三角

剖分 

三角剖分网绘制彩色等值线图 

三角剖分网绘制单元素异常图 

三角剖分网绘制剖析图 

图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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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据处理工作从化验室提供的样品分析报告开始，项目要提供坐标和样

品对应的分析数据，坐标我们一般取实际工作中的米单位，系统中默认东西向横坐

标为 X 坐标，不加带号，南北向纵坐标为 Y 坐标，需要时还要提供样品对应的地质

编码，我们拿到这个数据后首先进行数据检查，以确保数据中不出现写错、漏填、

负数、0、>等字符，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要找实验室给予纠正。数据准备好后，我们

要把数据转换成 TXT 后缀的文本文件，这就做好了处理前的准备数据工作。这个数

据可以作为化探分析处理和成图的网格化输入。 

1、数据检查：对将要处理的数据进行错误检查和错误修改，可以检查数据中

是否含有非数字字符、小数点位置是否正确、化探元素含量是否有 0 和负数，以及

畸变数据，并且将错误和畸变数据列表显示，鼠标单击错误信息便能定位到出错位

置。 

2、分析处理：方差分析、特征参数统计、点群分析、背景分析、因子分析。 

3、数据变换：有标准化、正规化、平均数计量变换、取对数，然后可再进行

累加、累乘、比值、归一化处理提取化探异常。 

4、网格化：距离平方倒数加权、幂指数加权。 

5、构建三角剖分网：构建原始数据的 Tin文件，同时可以进行补空扩边处理。 

6、图形图像：点位数据图、点位符号图、彩色等值线图、组合异常图、异常

参数统计还可以生成场强图、阴影图、色块图、三元图等图象。 

7、三维图像。 

1.6.3  物探数据处理成图流程 

物探工作一般是有项目设计、野外数据采集、数据整理导入、数据预处理，数

据处理、数据成图、成果解释、编写报告等几个环节，如图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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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物探数据处理流程图 

项目设计 

数据整理导入 

数据预处理 

G856 磁力仪数据导入、HC95 磁力仪

数据整理、CG5 重力仪数据整理、 

V8 电法仪器数据整理 

奔腾仪器数据整理； 

磁法改正、重力改正 

数据检查、数据整理、离散数据网

格化、一维数据圆滑、插值、二维

数据圆滑、插值… 

重磁数据处理 

成图处理 

场分离、位场转换、导数计算、 

解析延拓、化极… 

重磁模型正、反演 

剖面图、剖面平面图、等量线图； 

场强图、阴影图、三维图… 

开始 

结束 

处理完成？ 

否 

是 

野外数据采集 

规则测网设计、测网坐标计算 

重力：静态试验、动态试验、 

重力仪一致性试验、格值测定 

磁法：噪声试验、探头一致性、仪器一

致性；基点网平差 

电法数据处理 
测深曲线图、测深断面图、 

衰减曲线图；电法模型正、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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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GeoIPAS 的安装启动 

2.1  GeoIPAS 的运行环境 

2.1.1  GeoIPAS 组件 

硬件：加密锁 1个； 

软件：系统光盘 1张； 

手册：GeoIPAS用户操作手册 1本。 

2.1.2  运行环境 

GeoIPAS for Windows 运行在 Windows XP。 

GeoIPAS for Linux运行在 Red Flag Linux Desktop4.1或者更高版本。 

2.1.3  硬件环境 

笔记本或台式计算机 

主频：CPU 1G Hz以上； 

内存：1G以上； 

硬盘：10G以上； 

显示：推荐采用 1024×768分辨率和 16位以上彩色显示模式。 

2.2  GeoIPAS 的安装 

2.2.1  GeoIPAS 安装准备 

GeoIPAS的安装盘中有 500M以上的剩余空间。 

2.2.2  在 Windows 上安装 GeoIPAS 

双击 GeoIPAS V4.0 系统安装光盘中的“GeoIPAS V4.0.exe”，即开始系统安装，

屏幕上出现如图 2.2.1安装界面。 

单击下一步，出现图 2.2.2软件许可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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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安装界面 图 2.2.2  软件许可协议书 

选择“我接受所有的软件许可条款”，单击下一步，出现图 2.2.3软件安装程序文件

夹。 

单击下一步，出现图 2.2.4软件安装路径。 

  

图 2.2.3  软件安装程序文件夹 图 2.2.4  软件安装路径 

单击下一步系统进行安装，请稍等，安装完成后出现图 2.2.5 软件安装完成界

面。 

单击完成后，出现图 2.2.6软件介绍。 

  
图 2.2.5  软件安装完成界面 图 2.2.6  软件介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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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在 Linux 上安装 GeoIPAS 

将 Linux版本的 GeoIPAS V4.0系统安装光盘插入计算机的光驱，在资源管理器中

运行光盘中的 installer，即开始系统安装，屏幕上将出现一个安装界面，安装步骤和

Windows上的安装是一致的。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用户许可页面。 

同意用户许可协议后，单击“下一步”，用户单击“浏览”按钮输入系统安装目

录，同时可以选择是否在桌面创建图标和是否在开始菜单中创建链接，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开始进行安装，安装结束后屏幕出现系统安装成功页面，单击“完成”

按钮完成系统安装。 

安装完毕后，系统根据用户的选择可以在桌面上建立一个 GeoIPAS V4.0 的快捷

图标 或者在开始菜单中建立一个名为 GeoIPAS的程序组，用户通过双击桌面上的

图标，或者单击 GeoIPAS 的程序组中的 GeoIPAS 就可以启动 GeoIPAS V4.0 了。

在运行本系统前，需要将 GeoIPAS 的加密锁安装于计算机的 USB 接口上，确保本系

统正常运行。 

2.3  系统卸载 

2.3.1  Windows 上的卸载 

单击“开始”->“所有程序”->“GeoIPAS V4.0”程序组下的“卸载 GeoIPAS V4.0”，

可以打开如图 2.3.1所示的系统卸载页面，单击“卸载”即可完成系统卸载。 

 

2.3.2  Linux 上的卸载 

在 Linux 系统上的“GeoIPAS V4.0”程序组下有“卸载 GeoIPAS V4.0”，单击

“卸载 GeoIPAS V4.0”就可完成系统的卸载。 

图 2.3.1  GeoIPAS 软件卸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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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系统启动 

2.4.1  启动系统 

（1）Windows XP 系统的启动 

在桌面上双击 GeoIPAS 图标或者在开始菜单中单击 GeoIPAS程序组，开始运行

GeoIPAS V4.0，屏幕上将出现如图 2.4.1所示的 GeoIPAS V4.0启动界面，然后进入

如图 2.4.2所示的系统主界面。 

 
图 2.4.1  GeoIPAS V4.0 启动界面 

（2）Windows 7 系统的启动 

a、在桌面上点击 GeoIPAS图标，右键，然后点击属性，选择兼容性，使之兼容

Windows XP系统模式运行； 

 

图 2.4.2  GeoIPAS V4.0 系统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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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进入 GeoIPAS安装目录下，找到 System文件夹，里面有个叫 DrawLines.exe

文件，右键属性，同样设置为兼容 Windows XP系统模式运行。 

c、启动 GeoIPAS即可。 

（3）Windows 8 系统的启动 

a、首先将安装包中解决方案文件夹中 dic32u.dll和 dic32v6.dll两个文件拷

贝至 GeoIAPS安装目录下覆盖原来的文件； 

b、然后在桌面上点击 GeoIPAS图标，右键，然后点击属性，选择兼容性，使之

兼容 Windows XP系统模式运行； 

c、同时进入 GeoIPAS 安装目录下，找到 system 文件夹，里面有个叫

DrawLines.exe文件，右键属性，同样设置为兼容 Windows XP系统模式运行； 

d、最后启动 GeoIPAS 即可。 

（4）Windows Vista 系统的启动 

a、在桌面上点击 GeoIPAS图标，右键，然后点击属性，选择兼容性，使之兼容

Windows XP系统模式运行； 

b、进入 GeoIPAS安装目录下，找到 System文件夹，里面有个叫 DrawLines.exe

文件，右键属性，同样设置为兼容 Windows XP系统模式运行。 

c、启动 GeoIPAS即可； 

d、如果 Vista系统下 GeoIPAS 绘制等量线图时提示：“不能启动画线函数”。

你需要使用以下解决方法：将按照光盘中自带的 Vista-Update-Pack-32bit.zip 压缩包

解压安装即可。 

2.4.2  系统界面 
系统主操作界面由系统菜单、工具栏、浮动工具箱和操作区构成，系统菜单和

浮动工具箱包含有系统的全部功能，由数据预处理、重磁、电法、化探、土地质量、

地质编录、数学地质、水文地质、专题图件、三维可视化、工具、系统输出、系统

设置和系统帮助等 14部分组成，系统菜单和浮动工具箱具体功能见表 2.4.1。 

表 2.4.1  GeoIPAS 菜单功能表 

主菜单 子菜单 次级子菜单 

数 

据 

预 

处 

理 

数据检查 

数据检查 

坐标检查 

重复坐标检查 

坐标变换 
单点坐标投影 

文件坐标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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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子菜单 次级子菜单 

数据格式转换 

XYZ数据转网格数据 

网格数据转 XYZ数据 

网格数据格式转换 

Surfer7GRD 格式转换 

跨带取数 
DAT数据跨带取数 

TXT数据跨带取数 

TXT数据整理 

TXT数据项分离 

TXT数据四则运算处理 

TXT数据提取 

物探 TXT 数据可视化提取 

化探 TXT 数据可视化提取 

TXT数据按地层编码提取 

TXT数据高值处理 

GRD数据整理 

GRD数据补空、扩边 

GRD数据四则运算处理 

GRD数据间四则运算处理 

GRD数据提取 

构建三角剖分网  

离散数据网格化  

数据调平处理 

标准图幅数据动态调平 

任意区域数据动态调平 

点位符号图动态调平 

剖面平面图动态调平 

圆锥或高斯坐标数据线性调平处理 

DAT数据跨带取数及线性调平处理 

TXT数据跨带取数及线性调平处理 

一维数据处理 
一维数据滤波处理 

一维数据圆滑处理 

二维数据处理 
二维数据滤波处理 

二维数据圆滑处理 

规则测网设计  

测网坐标计算  

重
磁 

重磁数据整理 

G856磁力仪数据导入 

HC95磁力仪数据整理 

WCZ质子磁力仪数据整理 

GSM-19T磁力仪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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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子菜单 次级子菜单 

捷克 pmg1 磁力仪数据整理 

CG5重力仪数据整理 

静态试验 

动态试验 

重力仪一致性试验 

格值测定 

噪声试验 

探头一致性 

主机一致性 

数据分类抽取 

畸变点查找与判断 

质检点数据提取 

质检点数据检查 

磁法强度合成计算 

有效磁化倾角计算 

磁法改正  

重力改正 

重力值计算 

重力固体潮改正 

重力近区地形改正 

重力中区地形改正 

重力远区地形改正 

重力异常改正 

重力线性均衡异常计算 

基础数据计算 

基点联测边段增量计算 

基点联测数据整理 

基点网条件平差 

用球谐函数计算地幔应力场 

国际地磁参考场计算 

剖面数据处理 

场分离 

频率域—离散余弦变换 

频率域—傅里叶变换 

平面数据处理 

场分离 

频率域位场转换 

空间域位场转换 

八方位化极 

规格化总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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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子菜单 次级子菜单 

调和级数法一维数据曲化平 

多条剖面相关处理 

重磁模型正演 

变密度二度组合梯形体重力正演 

球体模型三维重力正演 

垂直棱柱体三维重磁场正演 

倾斜接触面水平断层磁场正演 

多边形截面法三度模型重磁正演 

水平圆柱体磁场正演 

水平圆柱体重力场正演 

球体模型三维磁场正演 

边界元法三度任意形体重磁正演 

重磁模型反演 

用 U－函数作三度单一密度界面反演 

三度密度单界面重力场反演 

二度体磁异常马奎特反演 

三度体磁异常马奎特反演 

新函数法自动反演剖面磁异常 

切线法剖面反演  

外奎尔法剖面反演  

二度半重磁剖面联合反演  

电法 

电法数据 

整理 

V8 多功能

电法测量

系统 

CSAMT Universal Sounding Format格式(*.usf) 

CSAMT AVG格式(*.avg) 

CSAMT Cross Section Data 格式(*.sec) 

CSAMT WinGlink TXT 格式(*.txt) 

TEM Universal Sounding Format 格式(*.usf) 

TEM AVG格式(*.avg) 

TEM DAT格式(*.dat) 

电法数据整理 

GDP-32 多功能电法工作站 

EH-4大地电磁测深系统 

奔腾数控 WDJD 多功能数字直流激电仪 

大地电磁测深 

(MT AMT CSAMT) 

CSAMT AB极坐标计算 

原始数据曲线输出 

原始数据浏览编辑 

二维 Bostick 电阻率反演 

大地电磁一维正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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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子菜单 次级子菜单 

瞬变电磁测深(TEM) 

原始数据浏览编辑 

观测成果数据处理 

原始数据曲线输出 

TEM道数据提取 

烟圈反演 

激发极化法(IP) 
观测数据整理 

极化率衰减特征参数计算 

电阻率法 

直流电阻率测深反演 

对称四极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测深反演 

中梯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 

联剖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 

偶极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 

对称四极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 

点源均匀二维电场地形影响正演 

电测深法 K值计算 

电剖面法 K值计算 

数据文件转换 

EH-4 *.z 转 Zonge *.mdt 

V8 CSAMT *.avg 转 Zonge *.avg/*.mdt 

V8 CSAMT *.usf 转 Zonge *.avg/*.mdt 

V8 CSAMT *.txt 转 Zonge *.avg/*.mdt 

电磁剖面图/衰减曲线图  

测深剖平图/曲线类型图  

测深曲线图  

断面图（Grd）  

断面图（三角剖分）  

拟断面图（Grd）  

联剖比值曲线图  

化 

探 

化探分析数据检验 
重复样合格率计算 

三层套合方差分析 

化探特征参数统计 

地层编码统计 

可视化地层编码统计 

化探特征参数统计 

单元素异常参数统计 

单元素异常参数统计转换为综合异常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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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子菜单 次级子菜单 

化探常用统计分析 

化探背景值分析 

数理统计法背景值分析 

R型点群分析 

模糊聚类分析 

Q型聚类分析 

因子分析 

回归分析 

对应分析 

相关分析 

特征分析 

化探原生晕分析 

点聚图 0-1法 

模糊相似优选法 

隶属度和贴近度法 

逻辑信息法 

信息量预测 

原生晕分带序列 

数量化理论 1 

数量化理论 2 

数量化理论 3 

数量化理论 4 

判别分析 

化探数据分析 

TXT数据变换 

GRD数据变换 

衬值、累加衬值计算 

TXT数据元素累加、累乘、比值 

GRD数据元素累加、累乘、比值 

化探异常归一化 

化探剩余异常分析 

TXT趋势分析 

GRD趋势分析 

泛克里格剩余异常 

土地质量 

1:250000评价单元自动划分  

1:250000自动布样  

土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标

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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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子菜单 次级子菜单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 

建立工程 

数据预处理 

数据插值处理 

单指标评价 

综合指标评价 

土壤质量综合指标评价 

土地质量综合指标评价 

地质编录 

新建工程  

数据编录  

地质剖面图  

探槽素描图  

钻孔柱状图  

工程部署图  

公共设置  

数 

学 

地 

质 

地质测量中常用计算方法 

计算剖面测量中的地层厚度 

钻孔中岩（矿）层厚度的计算 

视倾角、真倾角相互转换 

计算地层断距 

根据钻孔计算岩（矿）层产状 

根据钻孔计算钻孔中岩（矿）层坐标 

根据两翼的产状计算褶皱枢纽和轴面的产状 

根据共轭剪节理计算应力方位 

地质温度计压力计 

根据辉石矿物对计算温度 

根据单个辉石矿物计算温度和压力 

根据长石矿物对计算温度 

根据斜长石斑晶成分和玻璃基质硅酸盐全分析计算温度 

根据石英与共生矿物对的氧同位素计算温度 

根据共生矿物对的硫同位素计算温度 

矿物化学式计算 

根据矿物硅酸盐全分析计算角闪石类矿物的化学式 

根据矿物硅酸盐全分析计算辉石类矿物的化学式 

根据矿物硅酸盐全分析计算黑云母类矿物的化学式 

根据矿物硅酸盐全分析计算长石类矿物化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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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子菜单 次级子菜单 

岩石化学计算 

计算 CIPW 标准矿物重量百分数 

计算查瓦里茨基参数 

计算 P·尼格里参数 

计算吴利仁超基性岩参数 

计算岩系的钙碱系数 

计算里特曼指数 

计算 A-C-FM图解作图参数 

固体矿产储量计算 

利用块段上有关钻孔数据和相关等高线的值，求得块段的品位、厚度、

体积、矿石量、金属量 

利用两个平行剖面上的有关钻孔数据，求得块段的品位、厚度、体积、

矿石量、金属量 

利用块段上下沿脉和左右天井取样数据，求得块段的品位、厚度、体积、

矿石量以及金属量 

利用两个水平断面上取样线的数据，计算两剖面间块段的品位，厚度，

体积，矿石量，金属量 

利用块段上有关钻孔数据，求得块段的品位、厚度、体积、矿石量、金

属量 1 

利用块段上有关钻孔数据，求得块段的品位、厚度、体积、矿石量、金

属量 2 

同位素地质年龄 

用钐－钕法计算岩石或矿物的地质年龄 

用钾－氩法计算岩石或矿物的地质年龄 

铀钍铅法计算岩石或矿物的地质年龄 

用铷－锶法计算岩石或矿物的地质年龄 

用普通铅法计算岩石或矿物的地质年龄 

用碳(14)法计算新生代以来的地质年龄 

水 

文 

地 

质 

化学组分数据处理 

计算用容量法测定的离子含量 

计算用比色法测定的离子含量 

计算用离子色谱法测定离子含量 

计算水样中的阴阳离子的毫摩尔数和摩尔百分数 

计算总酸、总碱以及各类硬度 

根据改进的舒卡列夫法判别水质类型 

计算水迁移系数 

水分析数据处理 

工程地质计算 

矩形基础受垂向均布荷载时地基垂直附加应力计算 

矩形基础受三角垂向分布荷载时地基垂直附加应力计算 

矩形基础受水平均布荷载时地基垂直附加应力计算 

条形基础受垂向均布荷载时地基垂直附加应力计算 

条形基础受垂直三角形分布荷载时地基垂直附加应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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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子菜单 次级子菜单 

条形基础受水平均布荷载时地基垂直附加应力计算 

采用巴顿理论计算粗糙起伏无充填结构面的抗剪强度 

采用帕顿理论计算具有起伏角的结构面的抗剪强度 

计算圆形洞室的重分布应力可得到径向应力、切向应力和剪应力 

计算围岩中出现塑性区围岩应力重分布情况 

水质分析评价 

综合指数法地下水水质或水污染评价 

熵法单元项计算地下水水质及水污染分指数 

熵法多元项计算地下水水质及水污染综合指数 

线性规划模型的单纯形解法 

简化泰斯理论计算 

无限边界承压含水层非稳定流简化泰斯 S-T系列法求参 

无限边界承压含水层非稳定流简化泰斯 S-R系列法求参 

无限边界承压含水层非稳定流简化泰斯S-R
2
/T系列法求参 

无限边界承压含水层非稳定流抽水恢复水位简化泰斯 S-T系列法求参 

无限边界承压含水层非稳定流抽水恢复水位简化泰斯 S-R系列法求参 

无限边界承压含水层非稳定流抽水恢复水位简化泰斯S-R
2
/T系列法求参 

无限边界潜水含水层非稳定流简化泰斯 S-T系列法求参 

无限边界潜水含水层非稳定流简化泰斯 S-R系列法求参 

无限边界潜水含水层利用稳定流抽水恢复水位观测资料简化泰斯 S-T 系

列法求参 

无限边界潜水含水层利用稳定流抽水恢复水位观测资料简化泰斯 S-R 系

列法求参 

无限边界潜水含水层利用稳定流恢复水位观测资料简化泰斯S-R
2
/T系列

法求参 

专题 

图件 

色阶  

图框  

点位数据图  

点位符号图  

剖面图  

剖面平面图  

彩色等量线图  

直方图  

单元素异常图  

组合异常图  

地物化异常关系图  

等量线叠加阴影图  

地化图切剖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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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子菜单 次级子菜单 

GRD数据生剖析图  

场强图/阴影图/色块图  

三元图  

网格数据图截剖面图  

离散数据图截剖面图  

 

三角剖分网绘制等量线图  

三角剖分网绘制 

组合异常图 
 

三角剖分网绘制 

单元素异常 
 

 三角剖分网绘制剖析图  

三维 

可视化 

地物化资料综合三维立体图 

重磁资料三维可视化联合正反演 

工具 

科学计算器  

长度单位换算  

标准图幅号换算  

图幅距离/面积->实际距离

/面积换算 
 

文件清理  

文本数据合并  

文本编辑器  

CSV编辑器  

图像浏览器  

图形编辑器  

系统输出 打印浏览和输出  

系统 

设置 

预置  

GeoIPAS工作区信息设置  

系统颜色设置  

系统子图设置  

系统线型设置  

导入系统设置  

导出系统设置  

系统 

帮助 

设置向导  

欢迎界面…  

软件简介  

帮助手册  

升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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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处理子系统：包含多种数据整理工具、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和数据处理工

具。 

重磁子系统：包含重磁常用数据处理工具、重力数据特殊处理及解释工具、磁

法数据特殊处理及解释工具、重磁模型正演工具。 

电法子系统：包含电法数据处理、解释及成图工具。 

化探子系统：包含地球化学数据处理中常用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土地质量子系统：包含 1:250000 评价单元自动划分、1:250000 自动布样、土

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设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 4 部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

评价包括：建立工程、数据预处理、数据插值处理、单指标评价、综合指标评价、

土壤质量综合指标评价、土地质量综合指标评价。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编录子系统：包含新建工程、数据编录、地质剖面图、探槽

素描图、钻孔柱状图、工程部署图、公共设置。 

数学地质子系统：包含地质测量中常用计算方法、温度计和压力计、矿物化学

式计算、固体矿产储量计算、岩石化学计算和同位素地质年龄计算。 

水文地质子系统：包含工程地质计算、水质分析计算、简化泰斯理论计算和水

化学组分数据处理。 

专题图件子系统：制作各类地学平面、专题图件程序。 

三维可视化子系统：地物化资料综合三维立体图和重磁资料三维可视化联合正反

演。 

工具：科学计算器、长度单位换算、标准图幅号换算、图上距离/面积和实际距

离/面积换算，文本编辑器、CSV编辑器、图像浏览器、图形编辑器。 

系统输出：包含打印预览、打印等功能。 

系统设置：包含预置、工作区信息设置、系统颜色设置、导入系统设置和导出

系统设置。 

系统帮助：包含 GeoIPAS产品简介、系统中每个程序的使用说明。 

系统工具栏中各程序的快捷图标和名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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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图标 程序名称 序号 图标 程序名称 

1  数值检查 23  直方图 

2  坐标检查 24  剖析图 

3  离散数据网格化 25  场强图/阴影图/色块图 

4  切割法场分离 26  三元图 

5  窗口法场分离 27  地物化关系异常图 

6  导数计算 28  网格数据图截剖面图 

7  空间域解析延拓 29  离散数据图截剖面图 

8  二度半人机交互式反演 30  地物化资料综合三维立体图 

9  二维电阻率边界元正反演 31  重磁资料三维可视化联合正反演 

10  测深曲线图 32  工作区设置 

11  测深断面图 33  导入 MAPGIS颜色表 

12  衰减曲线图 34  系统颜色设置 

13  化探特征参数统计 35  系统子图设置 

14  R型聚类分析 36  系统线型设置 

15  三层套合方差分析 37  导入系统设置 

16  点位数据图 38  导出系统设置 

17  点位符号图 39  文本编辑器 

18  剖面平面图 40  图像编辑器 

19  彩色等量线图 41  CSV数据编辑器 

20  组合异常图 42  图形浏览器 

21  色阶 43  帮助手册 

22  图框 44  金维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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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检查设置操作界面 

第 3 章  数据预处理子系统 

GeoIPAS 数据预处理子系统是针对千差万别的原始数据能快速适应后续处理而

设置的，子系统包含了“数据检查、数据四则运算处理、数据格式转换、坐标变换、

数据调平处理、离散点数据网格化、构建三角剖分网和规则测网设计”等几十种数

据预处理工具，是用户整理原始数据的有效帮手。离散点数据网格化模块中包含的

“趋势面、方位加权、距离平方倒数和幂指数”等数据网格化方法。 

3.1  数值检查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检查数据中是否含有非数字字符、小数点位置是否正确、负号位置

是否正确以及畸变数据，并且将错误和畸变数据列表显示，鼠标单击错误信息便能

定位到出错位置，方便修改。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数据检查”中的

“数值检查”命令后： 

1、首先将需要检查的数据装入，该模块支持空格

和逗号分隔的 TXT和 CSV文件。 

2、然后做检查设置，选择需要检查的列，做畸变

检查时选择单列，如图 3.1.1，做其它检查时可同时

选择多列。 

3、检查修改完成后，可对数据进行保存。 

三、参数说明 

1、首行忽略：即对文件的第一行标识字符不做检查。本系统中使用的 TXT文件

都必须包含首行标识字符，在数据检查的过程中，将以第一行为基础，判断数据是

否少数据或者是多数据。 

2、畸变检查：此项是检查数值变化大的数据，根据用户输入的条件进行数据筛

选，一般是筛选出极高值或者极低值，此项检查主要针对人为输入错误引起的畸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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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坐标检查操作界面 

 

图 3.1.2  数值检查结果浏览的操作界面 

四、结果说明 

1、结果显示栏：左

边显示的是错误信息，

右边显示的是警告信

息，如图 3.1.2 左边显

示的错误必须进行修

改，否则在后续的数据

处理中会出错或计算错

误，右边信息是警告信

息，用户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修改。 

2、修改好的文件，可以直接进行保存。 

3.2  坐标检查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是对数据的坐标进行检查，防止因坐标不正确而影响作图，本程序

支持文本格式数据。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

理”菜单下的“坐标检

查”命令。  

1、装入要检查的

数据文件，选择横坐标

和纵坐标列，然后选择

一个数据列，数据列的

数据将在坐标检查中

显示，方便用户查阅，

如图 3.2.1。 

2、界面提供了坐标点位浏览图参数设置，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如

图 3.2.2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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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坐标检查浏览参数设置操作

界面 

图 3.2.3  坐标检查浏览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图 3.2.4  属性查看操作界面 

 

图 3.3.1  重复坐标检查操作界面 

选择点位标注

数据时，系统会自动

标注其点位的行数，

方便用户在文件中

进行查找。 

3、在此模块中

提供了直接修改坐

标功能，点击按钮

，弹出如图3.2.3

所示窗口： 

在此窗口中可

以修改其错误的

坐标，点击确定点

会重新定位，方便用户再次检查。 

4、点击 按钮，可以查看当前点所有的属性，弹出如图 3.2.4所示窗口： 

5、修改完毕后，用户可以将其正确的数据保存出来。 

三、参数说明 

1、坐标列选择：包括横坐标、纵坐标和数据列，其中数据列，一般选择样号等

能代表当前点的列，这样，如果坐标错误可以很方便的查找到其错误的点。 

2、浏览参数设置：即设置基本的浏览参数，用户一般不用设置，采用系统默认

的设置即可。  

四、结果说明 

1、本程序只提供坐标错误信息，用户可

以根据这些信息将数据文件修改正确。 

3.3  重复坐标检查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是对数据的重复坐标进行检查，可对 TXT、CSV格式的数据进行检查。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数据检查”中的“重复坐标检查”命令，可打

开如图 3.3.1所示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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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单点坐标投影操作界面 

图 3.4.2  原始投影参数操作界面 

图 2.2.6  软件介绍界面 

 

三、参数说明 

1、坐标列选择：选择横坐标和纵坐标所在列。 

2、设置检查精度：在坐标检查时，如果不设置，程序只检查整数位是否重复，

如果设置了检查精度，程序将精确到设置的小数位数。 

四、结果说明 

在文件的开始写出其重复的坐标行，方便用户进行修改或删除操作。 

3.4  单点坐标投影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单点不同投影参数的坐标进行转换。  

二、操作说明 

1、单击“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单点

坐标投影”命令，可打开如图 3.4.1所示的操

作界面，首先输入坐标，然后对原始投影参数

和结果投影参数进行设置，设置完毕即可进行

计算。 

1、单击“原始投影参数”按钮，

可打开如图 3.4.2所示的操作界面： 

（1）坐标系类型:包括投影平面直

角坐标系和地理坐标系两种，演示用例

为地理坐标系度分秒格式； 

（2）投影范围：包括区域地图、

各州和各大洋地图、半球和世界地图 4

种类型，用户一般选择区域地图即可； 

（3）椭球参数：包括北京 54/克拉索夫斯基（1940年）椭球、西安 80/1975年

I.U.G.G推荐椭球、WGS-84等 70多种椭球参数可供选择； 

（4）坐标位置：包括东经北纬、东经南纬、西经北纬和西经南纬四种。度分秒

格式以东经北纬为基础，经度和纬度都为正值，东经南纬的经度为正值纬度为负值，

西经北纬的经度为负值纬度为正值，西经南纬的经度为负值纬度为负值； 

（5)投影类型：包括高斯-克吕格投影坐标系、通用横向墨卡托投影坐标系、兰

伯特等角圆锥投影坐标系等 40多种投影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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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文件坐标投影操作界面 

3、单击“结果投影参数”按钮，可打开如图 3.4.3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1、当选择地理坐标系时，只需输

入地理坐标单位，单位有：DDMMSS、度、

分、秒、弧度。  

2、当选择高斯坐标系类型时，需

要输入比例尺、坐标单位、中央经度等

参数。 

3、伪偏移：各个地区为了成图时，

标注方里网时数据保持正值，人为对方

里网数据加或减一个固定值，即伪偏移，用户在国内使用时，伪偏移可以不进行修

改采用默认值即可，当处理国外数据时，则需要获取国外成图时的偏移量。 

四、结果说明 

投影结果在界面上直接显示。  

3.5  文件坐标投影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投影参数间的坐标进行批

量转换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文件坐标投影”命令，打开如图 3.5.1 所示的

操作界面。 

首先装入数据文件，文件格式为*.TXT或*.CSV，然后选择对应的坐标列，再对

原始投影参数和结果投影参数进行设置，设置完毕即可进行计算。 

三、结果说明 

1、结果文件在原始文件的基础上在文件的前面新增加两列用于保存转换后的坐

标，其他的数据均不受影响。 

2、系统会自动识别文件是空格分隔还是逗号分隔，如果用户选择的是空格分隔

的文件，保存出来的就是以.txt为后缀的文件，如果用户选择的是以逗号分隔的文

件，保存出来的就是以.csv 为后缀的文件。 

图 3.4.3  结果投影参数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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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XYZ 数据转网格数据操作界面 

3.6  XYZ 数据转为网格数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将 XYZ 格式存放的网格数据转换为 GRD 格式的网格数据，不改变原

始数据值，只改变了数据的存储方式，本程序适用于“规则坐标”的 TXT 数据，支

持*.TXT和*.CSV格式文件。如果数据是不规则的离散点数据，请使用“离散数据网

格化”模块进行网格化生成 GRD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最小坐标、最大坐标和坐标间距信息，将数据进行

规则排放。程序运行时，首先确定其当前的坐标，然后对文件中的坐标数据进行搜

索，在四周一半坐标间距范围内，如果能搜到坐标数据，则将同一坐标列的数值自

动填充到当前位置，如果没有，

则填充为 GRD 数据空区特征值

1.70141e+038，同一坐标列的数

值，如果搜索到多个数据时，程

序只保留其中一个，保留原则是：

先搜到谁保留谁。 

三、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格

式转换”的下一级菜单，选择“XYZ 数据转网格数据”命令，打开如图 3.6.1 所示

的操作界面： 

1、首先装入数据文件，再选择要转换的列，可以选择多列同时进行批处理； 

2、输入正确的最小、最大坐标及坐标间距；  

3、输入结果文件存放路径；  

4、选择结果文件名格式及文件保存类型；  

四、参数说明 

1、特殊值处理：可以将负值替换为 GRD 特征值 1.70141e+038，也可以按用户

自己指定值替换。  

2、网格化参数：包括 X和 Y的最大值、最小值、间距和行列数，用户要根据自

己的工区范围来确定坐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转换的过程中，必须满足最大值和

最小值之差（xMax-xMin）/xDis和（yMax-yMin）/yDis能被间距整除，如果不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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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  网格数据转 XYZ 数据操作界面 

除，将会引起数据排放的错位，导致数据错误。  

3、存储文件名描述：包括前缀和后缀，如果用户选择，则结果文件名会在选择

的列名的前面或后面添加用户输入的信息以示区别。 

4、文件保存类型：包括 ASCII GRD数据和二进制 GRD数据两种。ASCII GRD数

据是明码格式，可以使用常规 TXT 阅读器打开，二进制的 GRD 数据格式，无法使用

常规 TXT 阅读器打开，但是占用的空间较小，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类型选

择。 

五、结果说明 

本程序计算的结果文件为 GRD数据，格式与 Surfer等其它软件兼容。 

3.7  网格数据转 XYZ 数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将 DAT 和 GRD 格式的网格数据转换为 XYZ 文本数据格式，在转换

的过程中没有改变数据值，只改变了数据的存储格式。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格式转换”

的下一级菜单，选择“网格数据转 XYZ数据”

命令，打开如图 3.7.1所示的操作界面。 

1、首先选择数据所在目录，程序自动将

该目录下的所有 DAT或 GRD数据文件调入； 

2、然后选择需要转换的数据文件，同时

程序会自动将文件名中的元素取为列名，也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这个表格中的字符作为列名。 

三、参数说明 

1、原始数据类型：包括 GRD数据和 DAT格式数据，DAT是 GeoIPAS自定义数据，

主要是兼容 GeoIPAS早期版本的数据格式。 

2、结果文件对应列：即结果文件中的列名。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是 TXT 数据，格式为坐标+对应列的值，列名为 X、Y 和“结果文件对

应列”中确定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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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1  网格数据格式转换操作界面 

图 3.9.1  SURFER7.0GRD 数据格式转换操作界面 

3.8  网格数据格式转换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实现 ASCII GRD 数据和二进制 GRD数据之间的转换。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下的“格式转换”

中的“网格数据格式转换”命令，打开如图

3.8.1所示的操作界面。 

首先打开需要进行格式转换的文件，然

后选择需要转出的类型。 

三、参数说明 

结果数据类型：包括二进制 GRD数据、ASCII GRD 数据和 DAT格式数据。ASCII 

GRD 数据是明码格式，可以使用常规 TXT 阅读器打开；二进制 GRD 数据是二进制格

式，用常规 TXT阅读器打开是乱码，可用系统的 TXT编辑器打开，自动转为 ASCII GRD

数据；DAT是 GeoIPAS自定义数据，主要是兼容 GeoIPAS早期版本的数据格式。 

四、结果说明 

本程序计算的结果文件为 GRD数据，能和 Surfer等其它软件兼容。 

3.9  SURFER7.0GRD 数据格式转换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实现SURFER7.0格式数据与

SURFER其他格式数据之间的转换。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格式

转 换 ” 的 下 一 级 菜 单 ， 选 择

“SURFER7.0GRD数据格式转换”命令，打开如图 3.9.1所示的操作界面：  

先打开需要进行格式转换的文件，然后选择结果数据类型。 

三、参数说明 

结果数据类型：包括 SURFER二进制 GRD数据和 ASCII GRD数据。SURFER7.0 二

进制 GRD 数据本身和自己的较低版本都不兼容，因此和本系统也不兼容，需要做一

次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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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1  TXT 数据项分离操作界面 

图 3.11.1  TXT 数据四则运算处理操作界面 

四、结果说明 

本程序计算的结果文件为 GRD数据，能和 surfer较低版本兼容。 

3.10  TXT 数据项分离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将一个包含多列数据的 TXT 数据文件分别存储为多个单列的 XYZ

数据文件。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下的“TXT 数据整理”中

的“TXT数据项分离”命令，打开如图 3.10.1所示

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1、存储文件名描述：输入“描述内容”，即

在存储文件的结果名称前面加上“描述内容”，例

如：输入“K4527”，那么在存储的所有文件前面

加上了 K4527，文件名变为 K4527Cu等。 

2、选择的列有多个，则产生的结果文件就有多个，并且结果文件名与之对应。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文本格式，包括 X、Y和数值 3列，程序会自动判断打开的文件类型，

如果是空格分隔的数据，则结果文件是 TXT 数据，如果是逗号分隔的数据，则结果

文件是 CSV数据。 

3.11  TXT 数据四则运算处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是对 TXT 数据文件中所选择的

列中数据，按给定的系数进行加、减、乘、

除运算处理。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下的“TXT 数据

整理”中的“TXT 数据四则运算处理”命

令，打开如图 3.11.1所示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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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1  TXT数据按裁剪范围提取操作界面  

 

图 3.12.2  图幅号信息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1、运算：对某一列进行操作，包括加、减、乘和除，并且可以设置在计算过程

中，某些特定的数据不参与计算，主要是保证特征值不变，比如 TXT 数据中包含了

1.70141e+038空区特征值，则不需要参与计算。 

2、替换：对整个文件进行操作，主要是将文件中包含的所有需要替换的内容全

部进行替换。 

3、删除：设置删除条件，当某个数据符合删除条件时，与其同行全部数据也将

被删除，这是为了保证数据个数一致。 

3.12  TXT 数据按裁剪范围提取 
一、功能简介 

本程序可以将 TXT 文本数据按照用户输入的坐标范围或者标准图幅范围，将数

据提取出来。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TXT数据按

裁剪范围提取”命令，打开如下图 3.12.1

的操作界面装入 TXT 数据文件，再进行你

要的选择。  

三、参数说明 

1、数据提取处理方式：包括内提取和

外提取，内提取是将其范围内的所有点提取

出来，外提取是将范围外的所有点提取

出来。 

2、数据提取方式：包括按控制点坐标提取和按

图幅号提取。①按控制点坐标提取，则需要输入控制

点数和控制点坐标，并将对控制点坐标的投影参数与

数据文件的投影参数保持一致；②如果选择使用图幅

号计算控制点，则弹出如图 3.12.2 窗口，输入相应

的图幅号即可得到 4个角点坐标，并自动填充到主界

面的控制点坐标中，坐标类型为度分秒格式。在程

序中提供的国家分幅编号有八种：100万、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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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万、20 万、10 万、5 万、2.5 万、1 万。国际图幅分幅编号有七种：100 万、50

万、25万、10万、5万、2.5万、1万。 

3、控制点坐标：输入需要提取的数据坐标范围，按照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顺

序输入，可以不封闭，程序会自动将首尾相连。 

4、控制点坐标可以保存和导入：导入的是 TXT 数据格式，自动获取 TXT 数据的

前 2 列，只要保证 TXT数据的前 2列是坐标列，并且第一列是经度/X列，第二列式

纬度/Y列即可，这样就省了输入的麻烦，控制点坐标可以保存成 TXT数据文件，下

次使用时导入即可；控制点坐标也可以从 TXT数据文件导入。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是 TXT数据。 

3.13  TXT 数据剖面方式提取 

一、功能简介 

本程序可以将物探 TXT 文本数据用剖面平面图的形式打开且可以进行任意形式

的提取。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TXT 数据剖面方式提取”命令，打开如下图 3.13.1

的操作界面装入 TXT数据文件，再进行你要的选择。  

 

图 3.13.1  TXT 数据剖面方式提取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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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1  TXT 数据点位方式提取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1、数据提取处理方式：包括内提取和外提取，内提取是将其范围内的所有点提

取出来，外提取是将范围外的所有点提取出来。 

2、数据提取方式：包括任意形状提取，矩形提取，导入坐标提取，任一剖面提

取，剖面两点间提取，任意两点间提取。 

3、控制点坐标：输入需要提取的数据坐标范围，按照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顺

序输入，可以不封闭，程序会自动将首尾相连。 

4、控制点坐标可以保存和导入：导入的是 TXT 数据格式，自动获取 TXT 数据的

前 2 列，只要保证 TXT数据的前 2列是坐标列，并且第一列是经度/X列，第二列式

纬度/Y列即可，这样就省了输入的麻烦，控制点坐标可以保存成 TXT数据文件，下

次使用时导入即可；控制点坐标也可以从 TXT数据文件导入。  

5、线提取包含剖面线提取、剖面线两点之间提取、任意两点之间提取。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是 TXT数据。 

3.14  TXT 数据点位方式提取 

一、功能简介 

本程序可以将化探 TXT 文本数据用点位符号图的形式打开且可以进行任意形式

的提取。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

单下的“TXT数据点位方

式提取”命令，打开如

下图 3.14.1的操作界面

装入 TXT 数据文件，再

进行你要的选择。  

三、参数说明 

1、数据提取处理方

式：包括内提取和外提

取，内提取是将其范围

内的所有点提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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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1  TXT 数据按地层编码/线号/

点号提取操作界面 

外提取是将范围外的所有点提取出来。 

2、数据提取方式：包括任意形状提取，矩形提取，导入坐标提取，任一剖面提

取，剖面两点间提取，任意两点间提取。 

3、控制点坐标：输入需要提取的数据坐标范围，按照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顺

序输入，可以不封闭，程序会自动将首尾相连。 

4、控制点坐标可以保存和导入：导入的是 TXT 数据格式，自动获取 TXT 数据的

前 2 列，只要保证 TXT数据的前 2列是坐标列，并且第一列是经度/X列，第二列式

纬度/Y列即可，这样就省了输入的麻烦，控制点坐标可以保存成 TXT数据文件，下

次使用时导入即可；控制点坐标也可以从 TXT数据文件导入。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是 TXT数据。 

3.15  TXT 数据按地层编码/线号/点号提取 

一、功能简介 

TXT 数据按地层编码/线号/点号提取可以将 TXT 文本数据按照不同样品所在的

地层或者不同线号点号分别进行提取处理，便于用户分别对不同数据进行处理。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TXT数据按地

层编码/线号/点号提取”命令，打开如图

3.15.1 所示的操作界面，先装人数据文件，

然后输入你的选择即可。  

三、参数说明 

选择编码/线号/点号列：即需要根据此列

将数据分开的列，程序将根据此列数据进行分

类。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是 TXT数据，其文件名为原始数据不同编码、线号或点号组成。 

3.16  TXT 数据高值处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包括替换高值和剔除高值两种处理方式。替换高值可以平抑特高值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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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1  TXT 数据高值处理操作界面 

围数据的影响；剔除高值是按循环剔除或按指定次数剔除大于平均值加指定倍数离

差值的数据。 

二、方法原理 

根据数据的背景值，然后结合用户输入的条件，对数据中特高值进行相应的处

理，其原理是将超出背景值的数据统一乘以一个系数进行平抑。 

1、按背景值进行替换公式： 

背景值=平均值+标准离差×倍数； 

首先对数据进行排序，然后从数据中找到小于背景值的最大数据 V0； 

结果数据=V0+(原始数据-V0)×变换系数；  

2、按大于固定值进行替换公式： 

首先对数据进行排序，然后从数据中找到最大数据 Vmax； 

计算出系数： 

X = 替换后数据最高值/Vmax； 

结果数据 = 原始数据×X； 

三、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

下的“TXT数据整理”中的

“TXT 数据高值处理”命

令，打开如图 3.16.1所示

的操作界面： 

首先装入数据文件，

然后在窗口中输入选择处

理的列。 

四、参数说明 

1、处理方法：包括替换高值和剔除高值两种处理方式，替换高值是将满足条件

的高值通过计算公式进行平抑，剔除高值是将满足条件的数据进行删除处理。 

2、需要处理的列：是用户选择的进行处理的列，一般情况每次只选择一列处理。 

3、结果文件中公共列：指结果中，仍然存在的列，一般需要选择坐标列、编码

列、编号列等，即保持结果文件数据的完整性。如果文件中某一位数值被剔除，结果

文件中对应的公共列数据也相应剔除，这样就保证了坐标、编码与数据个数和数值个

数一致。 



第 3 章  数据预处理子系统 

 39 

图 3.17.1  GRD 数据补空、扩边操作界面 

 

4、按迭代循环剔除：是多次处理直到剔除没有。 

5、按次数剔除：是按指定循环次数做剔除处理。 

6、按背景值进行替换：背景值=平均值+标准离差×倍数，查找出值高于背景值

的值，然后根据公式进行计算。 

7、按大于固定值进行替换：指查找出大于用户输入的值，然后根据替换后的数

据最高值，首先计算一个系数，然后统一乘以这个系数来进行替换。 

8、替换数信息：是指按用户输入的条件，显示将被替换掉的数据个数，可以为

用户输入替换条件做参考。 

9、数据排序显示：首先将所选择的数据进行排序，然后显示其前 50 个数据信

息，提供给用户参考。 

五、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TXT格式，内容为用户选择的公共列+选择处理的列。 

3.17  GRD数据补空扩边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一批 GRD 数据的空区做填补处理，并且根据需要可选择进行扩边

处理，填补空区的数值是用它周围三个点距内的数据进行等权平均后所得，扩边也

同样。已有的网格数据值不受影响。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

“GRD数据补空扩边”命令，可打开

如图 3.17.1所示的操作界面。 

1、首先装入数据文件后选择需

要处理的 GRD数据； 

2、然后选择处理项目，包括数

据补空和数据扩边，用户可以只选

一种也可以两种同时选择。如果同

时选择数据补空和数据扩边，程序会首先对数据进行扩边，然后对扩边后的数据进

行补空处理。 

3、再选择窗口其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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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1  GRD 数据四则运算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1、差分参数设置：包括无限迭代和限制次数迭代。无限迭代即首先将需要迭代

的值使用平均值代替，然后搜索周围 4 个点进行平均，然后和当前的值进行比较，

直到两值相等为止；限制次数迭代即根据用户输入的次数进行循环，最后一个值即

为当前点的值。 

2、补空设置：包括全部补齐和部分补齐两种。全部补齐：即将 GRD数据所有空

区全部补全；部分补齐：即根据用户输入的边数进行补空。 

3、扩边：即将 GRD数据范围进行扩大，扩大时根据就近原则，如果靠近其最近

的点不是空值则扩出来的点也不是空值，其值为周围三个点距内的数据等权平均值，

如果其最近的点是空值则扩出来的点也是空值。 

4、只补数据边部空区：当用户只需要将 GRD数据边部的数据补齐而保留数据中间

的空区时，可以选择此选项，即保留住中间的真实的空区范围，也补齐了边部的空区。 

四、结果说明 

结果仍为 GRD格式。 

3.18  GRD 数据四则运算处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是对 GRD 数据进行排列整

理，并按给定的系数对数据进行加、减、

乘、除处理。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下的“GRD 数

据整理”的“GRD数据四则运算处理”命

令，打开如图 3.18.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输入选择的处理方式。 

三、参数说明 

1、运算：可以进行加、减、乘和除运算，并且可以设置在计算过程中，某些特

定的数据不参与计算，主要是保证特征值的准确性，比如 GRD 数据中包含特征值

1.70141e+038，则不需要参与计算。 

2、替换：对整个文件进行操作，是将文件中包含的所有需要替换的内容全部进

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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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1  GRD 数据间四则运算 

处理操作界面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GRD格式。 

3.19  GRD 数据间四则运算处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一批符合要求的 GRD数据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二、数据说明 

参与运算的 GRD数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点数和线数相同，X、Y的最小坐标和最大

坐标一样，否则不能计算。 

三、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下的“GRD数据整理”

的“GRD 数据间四则运算处理”命令，打开如

图 3.19.1所示的操作界面： 

1、选择数据路径后，程序会将该目录下

所有 GRD 数据显示在左侧操作对象选择窗口中，双击操作对象，选择窗口中的某一

GRD 数据，程序会自动将此 GRD数据在操作对象的选择窗口中排列位置加特殊符“G”

填充到右边表达式中去； 

2、然后单击运算符，运算符同样自动填充到表达式中； 

3、用户也可以使用手动修改表达式，表达式支持四则运算符和小括号“()”； 

4、请正确输入计算表达式，否则可能会引起程序崩溃或计算结果错误。 

四、参数说明 

1、数据拼接：即将多个不在同一位置的 GRD数据拼接在一起，其重复坐标选择

其中一个数据进行填充，实现了 GRD数据的合并功能。 

2、计算表达式：即用户需要对 GRD数据做的四则运算表达式，本程序支持四则

运算符和小括号“()”，本程序示例中 Z=(G1+G3*2)/2-G4，其中：G1 代表左边的

20万 As.GRD数据，“G”代表是 GRD数据，“1”代表“20万 As.GRD数据”在左边

窗口的排列位置是第 1 个；G3 代表左边的 20 万 Cr.GRD 数据，“G”代表是 GRD 数

据，“3”代表“20万 Cr.GRD 数据”在左边窗口中的排列位置是第 3个；G4 代表左

边的 20 万 Cu.GRD 数据，“G”代表是 GRD 数据，“4”代表“20 万 Cu.GRD 数据”

在左边窗口中的排列位置是第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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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GRD格式。 

3.20  GRD 数据提取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用户需要从一个

GRD 数据文件中提取出需要的数据部

分，有三种提取方式：按输入范围提取、

矩形框提取和任意区域。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下的“GRD 数

据整理”的“GRD 数据提取”命令，可

同时打开上下两个空白窗口： 

1、在上面窗口上装入原 GRD数据文件后，从上面窗口的左侧工具条中选择提取方

式。 

2、选择好提取方式后会弹出一个数据提取对话框，选择内提取或者外提取，并

输入结果文件名。完成参数输入后，就会出现图 3.20.1 所示的处理结果界面，所要

提取的 GRD数据会在下面窗口显示，并保存为文件。 

三、参数说明 

1、按输入控制点提取：使用控制点提取时，程序弹出如图 3.20.2 所示操作界

面，在界面上需要设置 GRD 数据投影参数和控制点投影参数，二者投影参数如果不

同则程序会自动变换成一致的投影参数，设置完毕即可进行提取。 

  

图 3.20.2  输入控制点提取操作界面 
图 3.20.3  矩形框提取和任意 

区域提取操作界面 

图 3.20.1  GRD 数据提取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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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矩形框提取和任意区域提取：在界面上选择相应的按钮，画出其裁剪范围弹

出如图 3.20.3所示操作界面，在界面上可以对控制点进行相应的修改，完成后即可

进行提取，修改此控制点坐标时，要保证输入的坐标和 GRD 本身的坐标投影参数是

一致的。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GRD 格式，提取出的 GRD 数据和原 GRD 数据坐标投影参数和单位一

样。 

3.21  构建三角剖分网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离散点数据进行三角剖分网构建，构建完成以后可以实现直接使

用原始数据成图的功能。构建过程中实现了数据补空、扩边和内部插入网格化值功

能。 

三角剖分网绘制断面图、三角剖分网绘制等量线图、三角剖分网绘制组合异常

图、三角剖分网绘制单元素异常图和三角剖分网绘制剖析图都需要使用 tin文件。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构建三角剖分网”命令，可打开如图 3.21.1所示

的操作界面： 

１、装入离散点数据文件； 

2、选择坐标列 X和 Y； 

3、设置三角形搜索方式和搜索

半径。 

4、设置需要对数据处理的方

式。 

5、最后设置处理数据的相关参

数，其参数和离散数据网格化一致。 

三、参数说明 

1、三角网搜索设置：全域搜索

和按半径进行搜索。全域搜索，即可以将所有的点都构建起三角网，即不会出现数

据内部空区的现象；按半径进行搜索，即按照用户输入的搜索半径进行构建三角

网，即构建的三角形的任意一边如果超出了用户设置的半径，此边将被舍弃。 

图 3.21.1  构建三角剖分网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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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处理参数设置：包括数据进行补空扩边处理和数据内部插入规则的网

格值 2种： 

（1）数据补空扩边处理：程序按照数据范围或者数据采样布局两种模式进行补

空，并在其外围补充规则的网格数据，使数据成图时能自动填充满整个图幅； 

（2）数据内部插入规则的网格值：即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在其内部插入规则

的网格化数据值，使构建的三角网更加紧密。 

需要说明的是： 

（1）上述两种方法获取的值都是使用离散数据网格化的方法差值出来的值，其

设置方式和离散数据网格化模块一致，需要选择处理模型，搜索范围，扩出来的 x

和 y 最小值以及间隔。 

（2）和离散数据网格化设置参数不同的是，离散数据网格化设置点线距时我们

建议是加密一条线，而在此时需要保持原始一致或者是抽稀，特别是你选择了”数

据内部插入规则的网格值“选项时，为了尽可能的体现原始数据的特征，建议点线

距抽稀和搜索半径尽可能小，这样才能绘制出符合原始数据特征的等值线。 

（3）一般离散的化探采样数据，可以选择补空扩边方法，但是如果是规则测网

数据，可以不选择补空扩边处理。 

（4）总是在纠结规则测网的数据特别是带了方位角的数据，特别适合使用三角

剖分网绘制图件，这样就不会像离散数据网格化一样将数据差值并且进行了位移的

过程，可能更加真实的反映出实际工区的异常形态。 

3、补空扩边方法：包括根据实际采样点布局补空扩边和根据采样范围补空扩

边两种，实际采样点布局补空扩边就是在你采样不均匀的地方同样会插入对应的

值，根据采样范围补空扩边就是根据搜索半径空缺出来的数据进行补空，其区别如

下图 3.21.2所示： 

四、注意 

1、GeoIPAS V4.0 及以上版本不再兼容低版本的 tin 文件格式，需要重新构建

三角剖分网才能成图； 

2、构建三角剖分网时，需要首先将原始数据中重复坐标点去掉，否则程序将

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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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  计算网格化参数操作界面 

 

3.22  离散数据网格化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离散点数据进行

网格化，网格方法包括距离平方倒

数、距离倒数、距离等权、幂指数加

权、方位加权、趋势面六种。 

等值线图等绘制只能用网格化

数据。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离散数据网格化”

命令，可打开如图 3.22.1所示的操作界面： 

１、装入你的离散点数据文件； 

２、选择网格化方法； 

３、选择坐标列； 

４、选择将要进行网格化的元素； 

5、如果点击计算网格化参数按钮，弹出计算网格化参数界面，如图 3.22.2 所

示。 

图 3.21.2  两种方法的区别图，左图为根据采样范围补空扩边的结果，右图为根据实际

采样点布局补空扩边的结果 

图 3.22.1  离散数据网格化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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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采样点线距设计输入参数，也可按网格化后间距设计输入参数。 

选择按采样点线距设计输入参数,当线距大于等于 500 时取线距的一半作为网

格化的 X间距、Y间距，如果线距小于 500，取点距作为网格化的 X间距、Y 间距。

搜索范围取 3倍的线距。 

选择网格化后间距设计输入参数，输入的 X 间距、Y 间距即作为网格化的 X 间

距、Y间距。搜索范围取 5 倍的 X间距(如果 Y间距大于 X间距，去 5倍的 Y间距)。 

点击确定将自动计算出 X 坐标、Y 坐标最小最大值，X、Y 间距，行列数，搜索

范围。 

三、参数说明 

1、数据文件：要进行网格化的离散数据文件，格式为 X、Y 坐标数值的 TXT 或

者 CSV文件。 

2、结果路径：网格化以后结果文件存放的目录。该程序可以同时进行多个数据

的网格化。 

3、操作对象选择：包括 X、Y坐标列和要网格化的数据列。 

（1）X：离散数据文件的横坐标所在的列。 

（2）Y：离散数据文件的纵坐标所在的列。 

（3）点击按钮“>、<、>>、<<”可以进行增加、减少、全部选择、全部不选操

作。 

4、计算模型：通过该窗口用户可以选择网格化方法，同一批数据网格化方法要一

致。 

（1）距离平方倒数：用搜索范围内的离散点到网格结点的距离的平方倒数进行

加权来计算这一个网格上的值。 

（2）距离倒数：用搜索范围内的离散点到网格结点的距离的倒数进行加权来计

算这一个网格上的值。 

（3）距离等权：用搜索范围内的离散点的和的平均值来计算这一个网格上的值。 

（4）幂指数加权：用搜索范围内的离散点到其距离为幂，以自然数为底的倒数

加权计算这一个网格上的值。用幂指数加权时还需输入指数因子，指数因子越大，

代表距离待估点越远的数据点参计算的权重越小。 

（5）方位加权：以网格点为中心，把整个研究区分成四个象限，每个象限分成

若干个区域，从每个区域中取离这个点最近一点来做加权计算这一个网格上的值。

用方位加权时还需选择象限等分数，即每一个象限分成几个区域。如象限等分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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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代表将一个象限分成 2个区域，4个象限则有 8个区域。 

（6）趋势面：选择多项式作为回归方程，用多项式逼近，给定多项式的次数以

后，根据离散点与待估点值误差平方和为最小的最小二乘法原理求出多项式的系数，

然后再把网格点的坐标代人趋势面方程，就可以得到网格点的预测值，并计算残差

值，对残差按方位加权计算，将结果分配到网格点上并与相应的趋势值相加，得到

最终结果。用趋势面时，还需选择趋势面次数和象限等分数，趋势面次数即为多项

式次数，象限等分数是用来方位加权计算。 

5、搜索范围：包括矩形域搜索和圆域搜索。 

（1）矩形域搜索：X 表示搜索矩形宽度的一半，Y 表示搜索矩形高度的一半，

一般选取采样距的 2～5倍。 

（2）圆域搜索：R表示搜索圆的半径，一般选取采样距的 2～5倍。 

6、网格化参数：网格化参数中默认的 X、Y 坐标为数据的最小值，最大值，初

始行列数设为 50。在实际工作中，网格数据的范围要适当扩大一点，即最小坐标再

减少，最大坐标再扩大，这样做的目的是后真成图时图框和内容摘要及缝隙；X、Y

坐标间距一般选择和采样间距相等或者小于采样间距，行列数程序会自动计算出来。

例如：例子中的 1:5万化探数据的 X：318032-346776；Y：5153947-5172902；一般

选择 X 最小值 318000，X 最大值 347000，X 间距 250，列数自动计算为 117， 选

择 Y 最小值 5153500，Y最大值 5173000，Y间距 250，行数自动计算为 79。 

7、物探、化探选项：选择化探，对网格化结果的负值做处理，将该结果中的负

值替换成该结果中的最小正值，如果网格化结果全为负值，不做处理；选择物探，

不对网格化结果的负值做处理。 

8、搜索范围内最少点数：当落在搜索范围内离散点的个数小于该值时，将当前

网格点的值赋为空值。 

9、存储文件名描述：存储文件名可选择增加前缀、后缀。如果你选择加前后缀，

则存储的文件名为：结果路径+前缀+列名+后缀+“.GRD”；如果不选默认文件名为：

列名+“.GRD”。 

10、文件保存类型：可以选择 ASCII GRD 的明码网格文件，也可以选择二进制

GRD。  

四、特别说明 

1、网格方法的选择，注意选择适合自己工区的方法； 

2、搜索半径的选择，一般选取采样距的 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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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间距的选择，一般可以选取实际采样间距一半； 

4、起始 X和 Y坐标的选择，不能和你的采样点坐标有太大偏移，特别是比较规

则的采样点在网格化时要注意； 

5、以主成矿元素未调试寻找最合适的网格化参数。 

6、选择做化探处理时，可勾选高值处理，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均方差倍数

N,高值压缩比例，当数据大于 平均值 + N倍均方差 时，将数据替换，替换后的数

据 = 平均值+N倍均方差+（高值-（平均值+N倍均方差)）* 高值压缩比例。 

7、如果本机安装了 Surfer软件（安装版），网格化模型可选择 Surfer的网格

化模型，调用 Surfer控件进行网格化。 

3.23  电测深数据网格化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电测深数据进行网格化，网格方法包括距离平方倒数、距离倒数、

距离等权、幂指数加权、方位加权、趋势面六种。 

此模块网格化出来的 GRD只对“电法- >电测深 GRD数据绘制断面图”模块使用，

在 GRD的尾部写入了用户输入的相应信息。  

此模块主要针对 Y坐标需要取对数的情况和 X坐标是点号列或者是距离列。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电测深数据网格化”命令，可打开如图 3.23.1所示

的操作界面： 

 
图 3.23.1  电测深数据网格化操作界面 图 3.23.2  计算网格化参数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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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入你的离散点数据文件； 

2、选择网格化方法； 

3、选择坐标列； 

4、选择将要进行网格化的元素； 

5、如果点击计算网格化参数按钮，弹出计算网格化参数界面，如图 3.23.2。 

可按采样点线距设计输入参数，也可按网格化后间距设计输入参数。 

三、参数说明 

1、数据文件：要进行网格化的电测深数据文件。 

2、结果路径：网格化以后结果文件存放的目录。该程序可以同时进行多个数据

的网格化。 

3、操作对象选择：包括 X、Y坐标列和要网格化的数据列。 

（1）X：电测深数据文件的 X轴所在的列，一般是点号列或者点距列。 

（2）Y：电测深数据文件的纵坐标所在的列，一般是 AB/2、频率和时间列。 

（3）点击按钮“>、<、>>、<<”可以进行增加、减少、全部选择、全部不选操

作。 

4、计算模型：通过该窗口用户可以选择网格化方法，同一批数据网格化方法要一

致。 

（1）距离平方倒数：用搜索范围内的离散点到网格结点的距离的平方倒数进行

加权来计算这一个网格上的值。 

（2）距离倒数：用搜索范围内的离散点到网格结点的距离的倒数进行加权来计

算这一个网格上的值。 

（3）距离等权：用搜索范围内的离散点的和的平均值来计算这一个网格上的值。 

（4）幂指数加权：用搜索范围内的离散点到其距离为幂，以自然数为底的倒数

加权计算这一个网格上的值。用幂指数加权时还需输入指数因子，指数因子越大，

代表距离待估点越远的数据点参计算的权重越小。 

（5）方位加权：以网格点为中心，把整个研究区分成四个象限，每个象限分成

若干个区域，从每个区域中取离这个点最近一点来做加权计算这一个网格上的值。

用方位加权时还需选择象限等分数，即每一个象限分成几个区域。如象限等分数为

2时，代表将一个象限分成 2个区域，4个象限则有 8个区域。 

（6）趋势面：选择多项式作为回归方程，用多项式逼近，给定多项式的次数以

后，根据离散点与待估点值误差平方和为最小的最小二乘法原理求出多项式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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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把网格点的坐标代人趋势面方程，就可以得到网格点的预测值，并计算残差

值，对残差按方位加权计算，将结果分配到网格点上并与相应的趋势值相加，得到

最终结果。用趋势面时，还需选择趋势面次数和象限等分数，趋势面次数即为多项

式次数，象限等分数是用来方位加权计算。 

5、搜索范围：包括矩形域搜索和圆域搜索。 

（1）矩形域搜索：X 表示搜索矩形宽度的一半，Y 表示搜索矩形高度的一半，

一般选取采样距的 2～5倍。 

（2）圆域搜索：R表示搜索圆的半径，一般选取采样距的 2～5倍。 

6、网格化参数：电测深数据点线距，主要参考点距，例如点距是 40，则可以

设置为 20*20，也可以设置为 40*40。 

7、物探、化探选项：选择化探，对网格化结果的负值做处理，将该结果中的负

值替换成该结果中的最小正值，如果网格化结果全为负值，不做处理；选择物探，

不对网格化结果的负值做处理。 

8、搜索范围内最少点数：当落在搜索范围内离散点的个数小于该值时，将当前

网格点的值赋为空值。 

9、存储文件名描述：存储文件名可选择增加前缀、后缀。如果你选择加前后缀，

则存储的文件名为：结果路径+前缀+列名+后缀+“.GRD”；如果不选默认文件名为：

列名+“.GRD”。 

10、文件保存类型：可以选择 ASCII GRD 的明码网格文件，也可以选择二进制

GRD。  

四、特别说明 

1、网格方法的选择，注意选择适合自己工区的方法； 

2、搜索半径的选择，一般选取采样距的 2～5倍； 

3、间距的选择，一般可以选取实际采样间距一半； 

4、起始 X和 Y坐标的选择，不能和你的采样点坐标有太大偏移，特别是比较规

则的采样点在网格化时要注意。 

3.24  点位方式动态调平 

点位方式动态调平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以点位符号图的方式对 XYZ数据进行可视化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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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说明 

XYZ数据。 

三、操作说明  

1、单击“数据预处理”

菜单下的“数据调平处理”

的“点位符号图动态调平”

命令，可打开程序主界面，

如图 3.24.1。 

2、如果需要调整各点

位符号的大小，可以单击

工具栏的设置按钮，在如

下 界 面 中 调 整 ， 见 图

3.24.2。 

3、调平： 

1）选择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

对任意多边形区域内的点位数据进行

调平。 

2）选择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

对矩形选择区域内的点位数据进行调

平。 

3）选择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对某个点位数据进行调平。 

4、保存数据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将调平后的数据保存到新的文件中。5、可以同时

调平多个元素，最后一起保存即可。 

3.25  剖面方式动态调平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以剖面平面图的方式对剖面二维数据进行可视化调平。  

二、数据说明 

剖面平面图数据。  

图 3.24.1  点位方式动态调平操作界面 

 

图 3.24.2  点位符号调整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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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1  剖面方式动态调平操作界面 

三、操作说明  

1、单击“数据预处理”菜单下

的“数据调平处理”的“剖面方式

动态调平”命令，可打开如图 3.25.1

所示主界面： 

2、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打

开数据。 

图上带黑色圆点的线为测线，

黑色圆点为测点。 

3、调平： 

1）选择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对一段基线段上的测点数据进行调平。 

2）选择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对某个测点数据进行调平。 

3）选择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对两点之间的测点数据进行调平。 

4）选择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对整条测线数据进行调平。 

4、保存数据：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将调平后的数据保存到新的文件中。 

3.26  任意区域数据动态调平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数据的某一任意区域进行乘以系数或加上系数处理，设计用来解

决由于任意区域化探扫面中各个采样有效粒级、样品测试使用仪器等不同，以及掺

入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而造成的几个数据拼接起来时相邻数据或区域之间背景不

在一个水平上，同一种元素的含量数据与区域地质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使资料使用

和研究困难的问题。 

二、方法原理 

1、原理同标准图幅数据动态调平一样，只是选择要调平的数据范围是任意的； 

2、解决了小范围区域资料研究背景不统一的难题，调平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

对矩形区域进行调平处理；一种是对任意多边形进行调平处理；如果选取区域合适

还可对单独一个点的数据做调整。调整后的结果直接保存为 GRD格式的网格数据； 

3、本模块和标准图幅数据动态调平模块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没有投影参数的

要求，二是调平结果直接存储为 GRD，没有生成调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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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GRD网格数据。 

三、操作说明 

1、单击“数据预处理”下的“数据调平处理”中的“任意区域数据动态调平”

命令，或单击快捷栏中“数据预处理”工具中的“任意区域数据动态调平”命令，

装入 GRD数据文件后可打开如图 3.26.1所示的操作界面； 

2、调平可以选择任意区域、矩形区域

和点调平三种：单击“任意区域”按钮后，

可以使用进行区域选择，选择完成后按右

键选择区会自动封闭起来，出现一个调平

对话框，输入你的系数即可进行调平；单

击“矩形区域”后，按下左键拖动一个区

域，出现一个调平对话框，输入你的系数

即可进行调平；单击“点调平”后，单击

鼠标即选择一个单点进行调平，松开鼠标

弹出调平对话框，输入参数即可调平处理，单击“预览”按钮可预览调平效果。 

3、调平达到最佳效果时，可以保存为 GRD数据。 

3.27  标准图幅数据动态调平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某一标准图幅数据进行线性处理，即数据乘以一个系数和加一个

系数处理。 

程序中包含了“数据空区处理、投影变换、图像动态显示、化探数据调平处理”

等过程，解决了大范围区域化探资料研究背景不统一的问题。 

二、方法原理 

多幅 1∶20 万区域化探数据拼接使用时，由于各图幅间采样有效级及样品测

试仪器等原因造成的系统误差，相邻图幅背景不在一个水平上，同一元素的含量

数据与区域地质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为资源使用和研究带来了困难，本程序通过

调平方式可以使上述问题得以解决。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GRD 网格数据，结果文

件包括调平文件 TPF、GRD 网格数据文件或者当前调平结果图像，图像格式有 JPG、

BMP、PNG。 

图 3.26.1  任意区域数据动态调平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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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1、单击“数据预处理”下

的“数据调平处理”中的“标

准图幅数据动态调平”命令，

打开如图 3.27.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2、单击“参数设置”按钮，

打开如图 3.27.2 所示的参数

设置界面，设置数据投影参数和调平图幅选项，系统提

供了初始默认的新疆兰伯特投影参数，中央经度：

833000，第一标准纬度：360000，第二标准纬度：480000，

投影原点纬度：420000。用户使用时可按实际使用的投

影参数设置。 

3、单击“调平”按钮后，再单击 GRD调平图像范围内的任一区域，系统将框选

出鼠标单击处的按投影参数计算出的图幅范围，并弹出调平对话框，显示所做调平

范围的图幅编号，在调平对话框中的乘系数或加系数输入框中输入一个合适的系数，

单击“预览”按钮可预览调平效果。 

4、对每一个调平图幅达到最佳效果时，单击“确定”，然后选择下一个调平图

幅，当全部调平工作完成后，即可单击“保存”按钮保存调平文件 TPF。 

四、结果说明 

注意事项： 

1、参数设置窗口中的参数必须和读入的 GRD数据一致，否则计算的图幅号将不

正确。 

2、通过调平生成的调平参数文件 TPF，将在数据预处理菜单中的跨带取数程序

和按标准图幅数据调平处理中使用。 

3、如果调平过程中对不同比例尺分幅的标准图幅做了调平处理，调平文件应该

分开计录，比如按 20 万分幅调整的图幅记录一个调平文件，按照 50 万分幅调整的

图幅记录另一个调平文件。 

3.28  圆锥或高斯坐标数据线性调平处理 

一、程序功能 

图 3.27.1  标准图幅数据动态调平操作界面 

图 3.27.2  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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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序可以利用“标准图幅数据动态调平”中产生的 TPF 调平文件，将对应的

TXT 数据做调整，并且计算出每个点的标准图幅号。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下的“数据调平

处理”中的“圆锥或高斯坐标数据线性调

平处理”命令，装入数据文件，打开如图

3.28.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1、标准图幅编号：根据用户选择的比

例尺、程序会计算出每一行数据的标准图

幅号，然后写在结果文件的第一列。 

2、动态调平：结合本系统“按标准图

幅数据动态调平”模块一起使用，即首先

将 GRD数据进行调平，保存一个.TPF调平文件，然后装入到本模块对 TXT数据也进

行调平处理，然后再进行网格化，消除阶梯现象。 

3、列类型：包括坐标列和图幅列两项，即在调平中，如果 TXT数据中本身已经

存在图幅号一列，则可以选择图幅列，再在“图幅列”对话框中选择图幅号所在的

列，程序就直接用图幅号对应调平文件对同行数据进行调平处理；如果没有，则选

择坐标列，然后设置投影参数，程序自动计算出图幅号，再按图幅号对应的调平文

件对同行数据进行调平处理。 

4、分幅编号：可以选择国家分幅编号，也可以选择国际分幅编号，国际分幅编

号中没有标准 20 万选项，同时格式也不同，例如：我国图幅 5 万分幅编号为

L-45-50-A，国际分幅 5万编号为 L45E009003。 

5、调平文件格式如下： 

K-45-15 1.3 0 // 

K-45-16 1.2 0// 

…… 

K-45-05 1.1 0.5// 

第一列为调平图幅名； 

第二列为乘系数； 

图 3.28.1  圆锥或高斯坐标数据线性 

调平处理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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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列为加系数。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TXT数据。 

3.29  TXT 数据跨带取数及线性调平处理 

一、功能简介 

本程序可以将不同投影带的多个 1:20万图幅的化探 TXT格式数据，通过投影变

换转换为同一投影参数下的 XYZ数据。  

二、数据准备 

1、本程序使用 TXT数据，数据按照 20万标准图幅存放，文件名如：L-45-(5)，

K-45-(5)； 

2、文件内容为 X坐标，Y坐标，元素名，按列存放，以元素名标识列。X、Y坐

标标识默认为横坐标、纵坐标或者 X、Y，如果存在元素钇(Y)与坐标 Y 有相同的列

标识名，需要修改元素钇(Y) 的列标识名可以改为 Y1或其它； 

3、跨带取数运行时需要输入图幅信息文件*.inf，文件的格式为： 

/存放目录/L-45-05 41 39 503 4505  

/存放目录/K-45-05 39 39 575 5245 

图幅信息文件包含存放路径、行数、列数、数据左下角的 X 坐标、Y 坐标，坐

标精确到公里。  

三、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TXT 数据跨

带取数及线性调平处理”命令，打开如图 3.29.1

所示的操作界面： 

1、单击“图幅信息”的“浏览”按钮，在

弹出的文件选择对话框中选择图幅信息文件。 

2、单击“结果文件”的“浏览”按钮，在弹出窗口中输入结果文件名，单击确

定回到跨带取数的主操作界面。 

3、在处理元素对话框中单击元素选择下拉列表，选取需要处理的元素，如果需

要进行调平处理，单击“调平”选择下拉列表，选择“是”，在弹出窗口中单击“调

平文件”的“打开”按钮，调平文件。 

图 3.29.1  TXT 数据跨带取数及线性 

调平处理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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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需要生成点位图，则进行点位图浏览参数设置，生成点位图。 

5、单击“投影方式”下拉对话框选择投影参数，当选择高斯投影时需要输入带

号，当选择圆锥投影时需要输入中央经度，下标纬度、上标纬度、中央纬度。 

6、单击“确定”按钮，则对选中的元素作跨带取数处理，成功后，直接打开结

果 TXT文件浏览内容。 

3.30  一维数据滤波处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一维数据滤波处理，程序适应 TXT 数据。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一维数

据滤波处理”命令，打开如图 3.30.1 所

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再输入你

的选择即可处理。 

三、参数说明 

1、点号列：单剖面的点编号列。 

2、处理参数：包括三点一维线性平

滑、五点一维线性平滑、七点一维线性平滑、五点二次曲线平滑、七点二次曲线平

滑、九点二次曲线平滑和七点四次曲线平滑，各测点编号如下所示： 

 

具体公式如下： 

(1) 三点一维线性平滑 

)(
3

1
)0( 101 gggg  

 

(2) 五点一维线性平滑 

)(
5

1
)0( 21012 gggggg  

 

0 1 2 3 4 -1 -2 -3 -4 

g-4 g-3 g-2 g-1 
g0 

g1 g2 g3 g4 

图 3.30.1  一维数据滤波处理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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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点一维线性平滑 

)(
7

1
)0( 3210123 gggggggg  

 

(4) 五点二次曲线平滑 

)](3)(1217[
35

1
)0( 22110 gggggg  

 

     )(08571.0)(3429.04857.0 22110 ggggg  
 

(5) 七点二次曲线平滑 

)](2)(3)(67[
21

1
)0( 3322110 gggggggg  

 

     
)(09524.0)(1429.0)(2857.03333.0 3322110 ggggggg    

(6) 九点二次曲线平滑 

)](21)(14)(39)(5459[
231

1
)0( 443322110 gggggggggg  

 

)(09091.0)(06061.0)(1688.0)(2338.02554.0 443322110 ggggggggg  

(7) 七点四次曲线平滑 

)](5)(303)(75131[
231

1
)0( 3322110 gggggggg  

 

     
)(02165.0)(1299.0)(3247.05671.0 3322110 ggggggg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在名为原文件名+“滤波”二字，文件内容中多了“滤波值”列，其它

列不受影响。 

3.31  一维数据插值处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一维数据做插值处理，包括三次样条插值、拉格朗日四点插值和

分段线性插值。  

二、操作说明 

“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一维数据插值处理”命令，打开如图 3.31.1 所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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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界面,装入数据，输入你的选择即可。 

三、参数说明 

1、线号：剖面的线号列。 

2、点号：剖面的点编号列。 

3、插值方法选择：包括三次样条插

值、拉格朗日四点插值和分段线性插值，

其原理请参考专业书籍的介绍。 

4、插值后点号间隔：即输入需要插

值的密度，用户需要根据原始数据的点号间隔和最终需要的间隔来进行填写。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包含三列，一列是线号，一

列是点号，一列是插值后的值。 

3.32  二维数据滤波处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 GRD数据圆滑处理。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下的“二维数据

处理”中的“二维数据滤波处理”命令，打开如图 3.32.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圆滑方法：包括五点二维线性圆滑、九点二维线性圆滑、九点二次曲面圆滑、

二十五点二次曲面圆滑、四十九点二次曲面圆滑和周围点平均圆滑，具体公式如下： 

各测点编号如下图所示： 
 

(-2,2) (-1,2) (0,2) (1,2) (2,2) 

(-2,1) (-1,1) (0,1) (1,1) 2,1) 

(-2,0) (-1,0) (0,0) (1,0) (2,0) 

(-2,-1) (-1,-1) (0,-1) (1,-1) (2,-1) 

(-2,-2) (-1,-2) (0,-2) (1,-2) (2,-2) 

(1) 五点二维线性圆滑 

)(
5

1
)0,0( 1,01,00,10,10,0   gggggg  

图 3.31.1  一维数据插值处理操作界面 

图 3.32.1  二维数据滤波处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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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1  二维数据插值处理操作界面 

(2) 九点二维线性圆滑 

)(
9

1
)0,0( 1,11,01,10,10,00,11,11,01,1   gggggggggg  

(3) 九点二次曲面圆滑 

)]()(25[
9

1
)0,0( 1,11,11,11,10,10,11,01,00,0   gggggggggg  

(4) 二十五点二次曲面圆滑 

)](13

)(2)(7

)(17)(2227[
175

1
)0,0(

2,22,22,22,2

2,12,11,21,21,21,22,12,12,02,00,20,2

1,11,11,11,11,01,00,10,10,0













gggg

gggggggggggg

gggggggggg

(5) 四十九点二次曲面圆滑 

)](343

)(98

)(49

)(98)(147

)(294)(343

)(441)(490539[
7203

1
)0,0(

3,33,33,33,3

3,23,22,32,32,32,33,23,2

3,13,11,31,31,31,33,13,1

3,00,30,33,02,22,22,22,2

2,12,11,21,2,21,,22,12,12,00,20,22,0

1,11,11,11,11,00,10,11,00,0

























gggg

gggggggg

gggggggg

gggggggg

gggggggggggg

gggggggggg

 

(6) 周围点平均圆滑：根据选择的点数，以此点为基础，搜素周围的点相加，然后

加上用原点权系数乘原点的值，对此项和取平均值即可。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GRD数据。 

3.33  二维数据插值处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 GRD数据做插值处理。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下的“二维数据处

理”中的“二维数据插值处理”命令，打开如图 3.33.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1、插值方法：包括二维拉格朗日三点插值、一维拉格朗日四点插值和一维线性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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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方向插值后网格距和 Y方向插值后网格距：即插值后 GRD数据的点距和线

距； 

3、X方向内插和 Y方向内插：在选择一维拉格朗日四点插值时，只能一次选择

一个方向来进行插值，即 X方向或 Y方向； 

4、等距内插线数：即 X方向或 Y方向原始数据每两个点之间内插的点的数量，

假设原 GRD行为 m行，内插 m0线，即结果行数 m2=m+(m-1)*m0。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GRD 数据，如果用户不加存储文件名描述时，程序会自动在文件的

最后增加“插值”以示区别。 

3.34  规则测网设计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对工区规则测网

的自动设计功能。  

二、操作说明 

1、“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规

则测网设计”命令，打开如图 3.34.1

所示的操作界面，输入选择即可。 

2、数据结果文件类型为 GPX 格

式时，则可以设置 GPS 偏差校正，保持设计的坐标和导入到 MapSource 软件中显示

坐标的一致性。 

三、参数说明 

1、起始线号和起始点号：用户所设计的起始点线号； 

2、线号间隔：用户对线编号的间隔，比如线号是 10，20，30...，那么线号间

隔是 10； 

3、线距：指用户设计的每条线之间的实际距离，比如每隔 100米测一条线，那

么线距为 100米； 

4、点号间隔：用户对每条线的测点进行编号的间隔，比如点号是 1，2，3...，

那么点号间隔是 1； 

5、点距：指用户设计的每条线的每个点之间的实际距离，比如每隔 40 米测一

个点，那么点距为 40米； 

图 3.34.1  规则测网设计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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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起始 X坐标和起始 Y坐标：指所测剖面线第一个点的实际坐标； 

7、按工区范围进行裁剪：当用户的工区是不规则时，则可以使用此功能对设计

的点线号进行裁剪； 

8、裁剪后重新整理点号：即当裁剪完毕后，点号可能不是从起始点号算起的，

此时则需要将点号重新进行整理； 

9、裁剪框投影参数设置：即设置裁剪框坐标的投影参数； 

10、结果投影参数：即生成的 mapgis点线面文件的投影参数。 

四、结果说明 

结果为 TXT文件、GPS 的 gpx和 mapgis的点线面格式文件。 

3.35  测网坐标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剖面平面图点线号由人为编号到

实际距离的自动转换，程序适应 TXT数据。 

二、操作说明 

单击“数据预处理”菜单下的“测网坐标计算”

命令，可打开如图 3.35.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1、线号列和点号列：用户数据中线号和点号所在的列； 

2、线号间隔：用户对线编号的间隔，比如线号是 10，20，30...，那么线号间

隔是 10； 

3、线距：指用户测量的每条线之间的实际距离，比如每隔 100米测一条线，那

么线距为 100米； 

4、点号间隔：用户对每条线的测点进行编号的间隔，比如点号是 1，2，3...，

那么点号间隔是 1； 

5、点距：指用户测量的每条线的每个点之间的实际距离，比如每隔 40 米测一

个点，那么点距为 40米； 

6、起始 X坐标和起始 Y坐标：指所测剖面线左下角第一个点的实际坐标。当在

MAPGIS编制图时，基线和测线没有按照一定顺序输入时，就需要使用属性文件来进

行对应。 

图 3.35.1  测网坐标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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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重磁子系统 

GeoIPAS 中重磁子系统包含有地球物理勘查中常用数据处理方法，部分重、磁

的正演和反演方法，各种方法的原理与应用解释，请参考有关文献。 

4.1  格值测定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是用于计算重力仪的格值。 

二、方法原理 

1、ZSM型重力仪 

采用三程循环观测法，组成一个独立读格差的两个非独立读格差的互差不大于

1 格；组成平均读格差的各读格差中，最大互差不大于 1 格，合格读格差的数量不

少于 10个，不合格读格差的数量不得多于 3个。 

非独立增量△s 计算公式为： )(
)(

)(
12

13

13

12 tt
tt

ss
sss 




  

式中： 

s1、t1为第 1个格值点的第 1次读格数和时间; 

s2、t2为第 2个格值点的第 1次读格数和时间; 

s3、t3为第 1个格值点的第 2次读格数和时间; 

独立增量由同一组的两个非独立增量的平均值求得。 

平均独立增量由所有符合要求的独立增量计算平均值求得。 

仪器格值
s

g
k 12 ，即格值点重力差除平均独立增量。 

格值测定均方误差公式： 
 


m

n mm

Vi

1

2

)1(
  

式中：m 为参与计算的独立增量数，Vi 为第 i 个独立增量与平均独立增量之差。 

格值相对变化：

原

新原

变

－
＝

k

kk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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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值相对变化要求在 1/1500~1/1000 之间。  

2、拉格斯特 G 型重力仪 

采用双程往返重复观测法，在国家长基线上，以飞机为运载工具，采用双程往

返重复观测法进行两次独立观测，其互差不得大于 0.04×10
-5

m/s
2
 ，其平均值与长

基线重力段差值之比的倒数即为长基线所对应的绝对重力值范围内的格值表的校正

系数。 

观测方法为：G0→G1→G2→G3……→Gn→Gn….→G3→G2→G1→G0。 

利用下式计算各边段的重力增量： 

)(
)'()'(

)'()'(
ji

jjii

jjii

ijji tt
tttt

gggg
ggg 




  

式中：△gji为各段重力增量值；gi、gi′为第 i 点往、返程观测经固体潮改正后

的重力值；gj、gj′为第 j 点往、返程观测经固体潮改正后的重力值；ti、ti′为第 i

点往、返程观测的时间；tj、tj′为第 j 点往、返程观测的时间。利用实际边段重力

值和边段的平均增量之比求得格值表的校正系数。  

3、拉格斯特 D 型重力仪 

采用双程往返重复观测法在国家级重力仪格值标定场上测定，要求取得不少于

6 个合格的独立增量，各独立增量与平均独立增量之差不大于±0.02×10
-5

m/s
2 格，

测定要求至少在 3 个不重复的测段上进行，求取格值表。 

计算方法与 G 型重力仪基本一致，但需要通过数据拟合求取段格值和校正系数。 

三、数据格式 

1、三程循环观测法：数据是每 4个为一组数据，因而数据的总个数是 4的倍数，

其格式如表 4.1.1所示： 

表 4.1.1  三程循环观测法数据格式表 

格值点 时间 读格数 格值点 时间 读格数 

1 10:23 135265 1 12:36 135315 

2 10:42 75634 2 12:58 75708 

1 11:07 135287 1 13:14 135323 

2 11:34 75678 2 13:33 75732 

2 11:35 75680 2 13:35 75736 

1 11:53 135293 1 13:52 135338 

2 12:18 75692 2 14:10 75753 

1 12:34 135312 1 14:29 13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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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时间格式，有三种，分别为时∶分∶秒、时∶分、时分秒，例如：12:30:30、

12:30 和 123030 三种格式，跨天时间不可识别。 

2、双程往返重复观测法：数据是由一组基点的往返观测值构成， G0→G1→G2

→G3……→Gn→Gn….→G3→G2→G1→G0 ，其格式如表 4.1.2所示： 

表 4.1.2 双程往返重复观测法数据格式 

线点 时间 读数 固改值 重力值 

g0 8:40 8054 -80.4 7973.6 

g1 9:54 49123 -56.5 49066.5 

g2 11:29 107425 3.8 107428.8 

g3 12:48 158734 61.8 158795.8 

g4 14:06 198736 105.9 198841.9 

g4 14:21 198746 111.4 198857.4 

g3 15:47 158743 119.6 158862.6 

g2 17:24 107425 81.1 107506.1 

g1 18:57 49136 15 49151 

g0 19:58 8061 -29 8032 

其中时间格式，有三种，分别为时∶分∶秒、时∶分、时分秒，如：12:30:30、

12:30 和 123030 三种格式，跨天时间不可识别。 

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重磁数据整理”中的“格

值测定”命令，可打开如图 4.1.1所示的操作界面： 

1、当采用三程循环观测法时，需要输入已

知两点的重力值的差。 

2、当采用双程往返重复观测法时，需要输

入实际边段值。 

五、结果说明 

结果是包含非独立增量，独立增量格值或段增量、段平均增量，校正系数的 CSV

的表格。 

4.2  静态试验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重力仪静态试验静态掉格率计算和静态曲线绘制功能。  

 

图 4.1.1  格值测定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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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原理 

静态试验要求仪器连续观测 24小时，每 30分钟读数一次，记录时间和观测值，

CG5、贝尔雷斯重力仪直接读取重力值，并且是两次读数，可设置是否进行固体潮改

正。其它仪器需人工进行记录。 

静态试验数据是经过固体潮改正后，可绘制静态掉格曲线。横坐标为时间，代

表纵坐标为静态掉格值，根据曲线形态判断仪器的静态掉格是否呈线性变化，并求

取仪器的静态掉格率。 

判断标准：国产 ZSM 仪器的静态掉格率不超过每小时 300 微伽，其它仪器一般

均能符合规范的要求。  

三、数据格式说明 

1、数据文件必须包括日期、时

间、格值列。日期格式如:2013-6-22,

时间格式如：09:30:00 。  

2、观测点的经度、纬度必须输

入度分秒格式，如经度输入：920000，

纬度输入：430000 。 

四、操作说明 

“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数据预处理--》重力仪性能试验--》静态试验”命令，

可打开如图 4.2.1所示的操作界面。 

在界面中可以选择是否绘制温度曲线。 

五、参数说明 

1、时间、温度和重力值：即静态试验中仪器观测的时间、温度和重力值； 

2、横轴比例：以分钟为单位，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3、时间格式：在本程序中识别的时间格式有三种，分别是时∶分∶秒、时∶分

和时分秒，形如：12:30:30、12:30 和 123030； 

4、纵轴比例：即 1cm 代表的数据值，本程序默认为微伽，用户的数据统一认

为是微伽单位。 

5、绘制温度曲线：用户可以选择是否绘制温度曲线，如果绘制则输入纵轴比例； 

6、本程序中会自动绘制重力数据圆滑后的静态曲线供用户参考； 

7、静态掉格率 = △G/△T，其中△G 为首尾两点掉格值之差，△T 为时间差，

单位为小时。  

图 4.2.1  静态试验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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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以时间为横轴的温度和重力的曲线,如图 4.2.2所示： 

 

4.3  动态试验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由于计算重力仪动态试验的动态观测精度，动态实验应在开工前进

行，其后野外工作期间每三个月进行一次，野外工作结束后再进行一次。野外工作

中如仪器受震或经检修亦进行动态试验。  

二、方法原理 

1、要求试验时间不短于 10 小时，试验点间重力差大于 3×10
-5
m/s

2
，两点间单

程观测时间间隔小于 20min,在观测时应同时记录观测时间和温度变化。 

2、对动态观测结果应进行固体潮校正和绘制动态零点位移曲线，并根据该曲线

计算出仪器的动态零点位移和零点位移线性部分的持续时间。 

3、对动态观测精度应进行统计，用于基点（或测点）观测的仪器，其动态观测

均方误差应小于设计的基点（或测点）重力观测均方误差的二分之一，动态观测精

度的计算公式为： 

nm

m

i

i




1

2δ

ε 动态  

其中： iδ 相邻两点间单个增量与平均增量的差值； 

m-增量的总个数； 

n-试验点观测边（段）数（当只在两个点上观测时，n=1） 

图 4.2.2  静态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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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态数据的统计：对于零点掉格较大的仪器 要求进行闭合时间的统计，可

按照 2、3、4、5、6 小时间隔分别进行统计，例如从 9 点开始，按照 5 小时的闭合

时间统计，结束时间为 14点，利用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重力值进行线性计算，求

取中间所有测点与对应的线性值之差值，进行误差统计。 





n

i

g
n 1

2

02

1
ε  

式中：gi 为第 i 个点与线性值之差， n 为统计个数。 

当 70%点的差值不大于野外观测均方误差时为合格，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确定仪

器的闭合时间。  

三、数据格式说明 

动态试验时间不能少于10小时，

要求采用单程小循环观测，设立 A、B

两观测点，两点之间的重力值之差不

能小于仪器的读数差 6格。单边的观

测时间为 10 分钟，观测数据需经过

固体潮改正。 

拉格斯特和ZSM重力仪动态试验

的数据格式基本一致，测站编号一般使用 1、2、1、2、1……2、1或 A、B、A、B……

A、B、A、B、A。  

四、操作说明 

“重磁”菜单下的“动态试验”命令，

可打开如图 4.3.1所示的操作界面： 

五、参数说明 

1、时间、测点号和重力值：即动态试

验观测的测点号、时间和重力值； 

2、横轴比例：以分钟为单位，用户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3、时间格式：在本程序中识别的时间

格式有三种，分别为时∶分∶秒、时∶分、

时分秒，形如：12:30:30、12:30和 123030

三种格式； 

图 4.3.1  动态试验操作界面  

 

图 4.3.2  动态试验结果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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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纵轴比例：即 1cm 代表的数据值，本程序默认为微伽，用户的数据统一认为

是微伽单位。  

六、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以时间为横轴重力值为纵轴的动态试验曲线，并且可将重力值较低

时测站数据加上平均增量绘制平移曲线，与另一测站数据的曲线对比，供技术人员

对仪器性能进行判断如图 4.3.2。 

4.4  重力一致性试验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用于计算重力仪一致性试验的均方差。  

二、方法原理 

1、一致性对比剖面应布置在测区内重力值变化比较大的地段，一致性试验的观

测点数不少于 30个。 

2、多台仪器间一致性均方差误差应不超过设计的基点式测点观测均方差误差，

均方误差（ε 一致性）的公式为： 

n

V
n

i

m

j

ij





 

m

1 1

2

ε 一致性  

其中：Vij—某点（i）上某台仪器（j）之观测值与多台仪器在该点之观测值的平均

值的差值； 

m—增量的总个数； 

n—试验的边数（当只在 2 个点上观测时，n=1）； 

3、用于基点（或测点）观测的仪器，当其计算出的ε 一致性小于设计的基点（或

测点）观测均方误差时，这一组仪器可以使用；否则从这组仪器中找出偏离大的某

台仪器不予使用，或经调节仪器性能后一致性达到要求时使用。 

4、从一组仪器中找出偏离大的仪器时，可以采用绘图方式或计算方式，二者结

合使用更为可靠。 

（1）绘图方法：分别以各台仪器的观测值及所有仪器观测值的平均值为纵轴，

点号为横轴绘制剖面图，通过分析这一组曲线相互之间（尤其与平均值曲线之间）

的偏离规律，即可找出偏离大的仪器。 

（2）计算方法：计算各台仪器的偏离均方误差ε j 偏，并比较其大小。计算ε j

偏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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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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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ε 偏
 

式中：aij 为第 j 台仪器在 i 点上的观测值； 

点上的观测值的平均值为多台仪器在i/
1

maa
m

i

ijij 


  

m 系参加一致性试验的仪器台数； 

n 为一致性试验观测点数 

若用于基点（或测点）观测的第 j 台仪器，其ε j 偏大于设计基点（或测点）观测

误差的二分之一，则认为其偏离较大。 

三、数据格式 

本程序需要点号和多个仪器在此点的读数值，其格式如表 4.4.1 所示： 

表 4.4.1  重力一致性数据格式表 

时间 点号 重力值 1 重力值 2 重力值 3 重力值 4 重力值 5 

15:02:24 10 2859.501 2844.501 2869.501 2909.501 2799.501 

15:16:29 20 2862.951 2847.951 2872.951 2912.951 2802.951 

15:30:29 30 2859.512 2844.512 2869.512 2909.512 2799.512 

15:40:48 40 2862.938 2847.938 2872.938 2912.938 2802.938 

15:48:56 50 2859.514 2844.514 2869.514 2909.514 2799.514 

16:06:02 60 2862.986 2847.986 2872.986 2912.986 2802.986 

16:13:03 70 2859.52 2844.52 2869.52 2909.52 2799.52 

16:28:48 80 2862.979 2847.979 2872.979 2912.979 2802.979 

16:35:03 90 2859.547 2844.547 2869.547 2909.547 2799.547 

16:40:53 100 2862.988 2847.988 2872.988 2912.988 2802.988 

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重磁数据整理”中的

“重力一致性试验”命令，可打开如图 4.4.1

所示的操作界面： 

五、参数说明 

1、测点号和重力值：即观测的点号和各

台仪器的观测值； 

2、横轴比例：以点号为单位； 

3、纵轴比例：即 1cm 代表的数据值，本

程序默认为微伽，即将用户的数据统一认为是

微伽为单位的。 

图 4.4.1  重力一致性试验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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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以测点号为横轴、重力值为纵轴的重力仪一致性试验曲线图，以及

一致性方差误差。 

4.5  噪声试验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完成了仪器的噪声水平的测定。 

二、方法原理 

1、当有 3 台以上的磁力仪同时工作时，可选择一处磁场平稳而又不受人为干扰

场影响的地区，将这些仪器的探头置于此区，并使探头间距离保持在 20m 以上，以

免探头磁化时互相影响。而后使这些仪器同时作日变测量，观测时要达到秒一级同

步。此时地磁场变化对这些仪器的观测值的影响是同向的。而这些仪器各自的噪声

对观测值的影响则是无定向的，而且仪器数量愈多，噪声对这些仪器观测值的平均

值的影响将趋于零，就可把此平均值视作地磁场的“真值”。因此可取 100 个左右

的观测值按下试计算每台仪器的噪声均方根值 S。 

1

)(
1

2









n

XX

S

n

i

ii △△

 

式中： iX△
--第 i 时的观测值 Xi与起始值观测值 X0 的差值； 

iX△ --这些仪器同一时间观测差值△Xi的平均值； 

n—总观测值，i=1，2，3，……n 

2、当仪器不足 3 台时，可用单台仪器在上述磁场平稳地区作日变连续观测百余

次。若读数间隔为 5-10s 时，按 7 点滑动平均值 Xi 的平均。 

)(
7

1
321123   iiiiiiii XXXXXXXX

 

若读数间隔 0.5-1min 时，则按 5 点滑动取平均值。 

)(
5

1
2112   iiiiii XXXXXX

 

然后按下式计算仪器的噪声均方根值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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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第 i 时的观测值，i=1，2，3，……n； 

iX
--第 i 时滑动平均值； 

n—总观测数，n>100。 

3、用四阶差分包络值 70

1

的来表示仪器的噪声水平。 

当磁力仪的读数间隔远小于外场变化周期时，观测结果中随时间变化的磁场，

相对于噪声来说是一种低频成分，而对数据做四阶差分处理，相当于一个高通滤波

器。因此在四阶差分值中低频成分被过滤掉了，而主要保留了噪声并得到了放大。

由此可见用四阶差分能较真实地反映出仪器的噪声水平。 

由于数据是等间隔的，对于第 i 个数据值 Xi的四阶差分值 Bi由下式给出： 

2112 464   iiiiii XXXXXB  

则仪器的噪声水平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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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i

iB
n

B
1

1 ，n 为参加统计的观测值个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重磁数据整理”中的

“噪声试验”命令，可打开如图 4.5.1所示的

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滑动参数：当仪器不足 3台时，可以选择

不同滑动平均方法。 

4.6  探头一致性 

一、程序功能 

经验表明，制作探头与夹固探头的各种材料的“磁清洁”程度有差异，是造成

一致性误差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每测区开工前，要对所有探头的一致性进行测定。 

二、方法原理 

首先将成套仪器所配探头（一般是 5 个）编上号，然后用两台仪器作秒级同步

日变观测。其中台站型仪器及一个探头固定不变，即以此为准进行比较。另一台仪

器分别轮换同其余 4 个探头相联结，并注意换探头时主机不能关机，各探头位置尽

量一致，调谐场值预先选好保持不变。每个探头读数三十余次以上，而后分别求出

图 4.5.1  噪声试验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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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与台站仪器读数的差值，并计算各差值数组的算术平均值，比较这 4 个平均值，

即可判断探头的一致性。 

三、数据格式 

数据包括主探头数据、各个副探头数据列，由于副探头数据部分行可能数据为

空，因而数据需要保存为 CSV 格式，保证计算的正确性，其数据格式如表 4.6.1： 

表 4.6.1  探头一致性数据格式 

线号 点号 时间 磁场 c7磁场 c6磁场 c9磁场 c3磁场 

10 0 20:50:10 52997.5     

10 0 20:50:30 52997.3 52996.8 52997.3   

10 0 20:50:50 52997 52996.8 52997.3   

10 0 20:51:10 52997 52996.6 52996.9   

10 0 20:51:30 52997.5 52996.5 52997.3   

10 0 21:03:10 52999.3     

10 0 21:03:30 52998.7     

10 0 21:04:30 52997.8    52998.3 

10 0 21:04:50 52997.6    52998.1 

10 0 21:05:10 52998    52998.2 

10 0 21:05:30 52997.8   52996.9 52998.3 

10 0 21:05:50 52997.9   52996.9 52998.2 

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重磁数据整理”中

的“探头一致性”命令，可打开如图 4.6.1

所示的操作界面： 

五、结果说明 

结果为 CSV格式数据，增加每个副探头

与主探头的差值，最后三行分别记录其个

数、和值与差值平均。 

4.7  主机一致性 

一、程序功能 

实现各个仪器之间的一致性检验。 

二、方法原理 

主机一致性试验的点数必须多于 50 个，进行重复测量，试验结果仪器之间应该

图 4.6.1  探头一致性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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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显的系统差。 

观测均方误差的计算公式为：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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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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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Vi为参与计算平均值的所有观测值与平均值之差，n 为观测点数，m 为总观测次数。 

三、数据格式 

本程序要求所选文件内容基本一致，即数据列一样，比如其中一个数据的数据

列在第 3 列，那么所选择的所有文件的第 3 列必须都是数据列，并且数据是往返格

式的数据，其数据格式如表 4.7.1： 

表 4.7.1  仪器一致性数据格式 

序号 线号 点号 时间 磁场 序号 线号 点号 时间 磁场 

1 3 1 18:38:03 52995.3 11 3 10 19:01:14 52995.1 

2 3 2 18:38:12 52995.6 12 3 9 19:01:23 52994.7 

3 3 3 18:38:23 52996.2 13 3 8 19:01:33 52994.8 

4 3 4 18:38:32 52995.9 14 3 7 19:01:43 52995.1 

5 3 5 18:38:42 52996 15 3 6 19:01:51 52994.9 

6 3 6 18:38:56 52995.7 16 3 5 19:02:08 52995.3 

7 3 7 18:39:05 52995.9 17 3 4 19:02:18 52995.3 

8 3 8 18:39:14 52995.7 18 3 3 19:02:26 52994.8 

9 3 9 18:39:26 52995.6 19 3 2 19:02:34 52994.6 

10 3 10 18:39:37 52995.6 20 3 1 19:02:48 52994.8 

观测点一般需要大于 50 个。 

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重磁数据整理”中的

“主机一致性”命令，可打开如图 4.7.1 所示

的操作界面： 

五、结果说明 

结果为 CSV格式数据和 MAPGIS明码文件，

CSV 格式数据主要包括平均值、各仪器往返平均

值和与总平均值差值的平方和全部一致性。

MAPGIS 明码文件包括各个仪器往返曲线和其平

均值曲线。 

图 4.7.1  主机一致性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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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G856 磁力仪数据导入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 G856磁力仪数据的导入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重磁数据整理”中的“G856 磁力仪数据导入”命令，可打

开如图 4.8.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端口号和波特率：根据各台仪器设置的不

同进行设置。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TXT数据，包括序号、线号、

时间和场值四列。 

4.9  HC95 磁力仪数据整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 HC95 磁力仪

数据整理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重磁数

据整理”中的“HC95磁力仪数据

整理”命令，可打开如图 4.9.1

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野外数据和日变数据：野外数据即没有经过日变改正的数据。 

4.10  WCZ 质子磁力仪数据整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 WCZ 质子磁力仪数据整理功能。 

二、操作说明 

“重磁\重磁数据整理”菜单下的“WCZ 质子磁力仪数据整理”命令，可打开

图 4.8.1 G856 磁力仪数据导入操作界面 

 

图 4.9.1  HC95 磁力仪数据整理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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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10.1 所示的操作界面： 

选择操作对象添加或者全

选添加到数据处理框内，自动

将数据内容合并保存。 

三、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文本数据，包

括仪器中记录的所有数据信

息。 

四、其他说明 

本程序用到的 WCZ 质子磁力仪数据是通过奔腾仪器厂的 WCZ.exe 程序，将原

始的 dat 数据另存为 txt 数据，然后进行转换。本程序转换的是测线数据，基站数据

不用转换，直接将其 txt 文件头上多余的几行删除即可。 

4.11  CG5 重力仪数据整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 CG5 重力仪数

据整理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重磁数

据整理”中的“CG5 重力仪数据

整理”命令，可打开如图 4.11.1

所示的操作界面： 

选择 CG5 重力仪导出的数

据，就可以自动将其转换为本系统能识别的文本格式。 

4.12  GSM-19T 磁力仪数据整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 GSM-19T磁力仪数据整理功能。  

二、操作说明 

“重磁”菜单下的“GSM-19T磁力仪数据整理”命令，可打开如图 4.12.1所示

的操作界面： 

图 4.11.1  CG5 重力仪数据整理操作界面 

图 4.10.1  WCZ 质子磁力仪数据整理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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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GSM-19T 磁力仪导出的数据，就可以自动将其转换为本系统能识别的文本

格式。 

 

4.13  捷克 pmg1 磁力仪数据整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捷克 pmg1 磁

力仪数据整理功能。  

二、操作说明 

“重磁”菜单下的“捷克pmg1

磁力仪数据整理”命令，可打开

如图 4.13.1所示的操作界面： 

选择捷克 pmg1 磁力仪导出

的数据，就可以自动将其转换为

本系统能识别的文本格式。 

4.14  数据分类抽取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实现从文本文件中根据用户选

择的抽取方法将特定的数据提取出来。  

二、操作说明 

“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数据预处理--》

质量监控--》数据分类抽取”命令，可打开如

图 4.12.1  GSM-19T 磁力仪数据整理操作界面 

图 4.13.1  捷克 pmg1 磁力仪数据整理操作界面 

图 4.14.1  数据分类抽取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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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当方法选择“按照线号/点号提取相关

数据”选项时，会弹出如图 4.14.2 所示的

操作界面，需要用户选择线号点号文件，

或者手动输入线号、点号值，两条线之间

或两个点之间以空格分隔。  

三、参数说明 

1、质量检查点的抽取：即根据质量

检查点文件中包含的线号和点号来对数

据进行提取。  

2、按照线号/点号提取相关的数据：输入需要线号和点号，两条线之间或两个

点之间以空格分隔； 

3、按照线号/点号范围抽取相关的数据：即根据输入线号和点号的范围来进行

数据提取；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有两个：一个为用户输入的文本文件，另外一个为抽取完以后剩下来

的数据文件，文件名为用户输入的文件“+_cut”组成，自动保存在相同目录下面，

如果用户需要可以到相应目录下查看。 

4.15  重力畸变点筛选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实现判断和查找因为野外读数之高程错误而引起的重力畸变点。  

二、方法原理 

畸变点的判别标准是：如果一个测点的

布格异常值与其前后两测点的布格异常的平

均值之差大于 3 倍的总精度则可将该测点视

为畸变点。 

三、操作说明 

“重磁”菜单下的“畸变点查找与判断”命

令，可打开如图 4.15.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4.14.2  按照线号、点号提取数据操作界面  

图 4.15.1  畸变点查找与判断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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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2  质检点数据提取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有重力剖面图和经过筛选的畸变点。  

4.16  质检点设计 

一、程序功能 

质检点设计提供了对已测数据按比例提

取的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重磁数据预处理\质量监

控”菜单下的“质检点设计”命令，可打开

如图 4.16.1所示的操作界面 ： 

浏览到数据文件，选择线号、点号、X

坐标,Y 坐标，输入提取百分数，可按输入

的百分比例取数据。 

点击子图参数设置，可分别设置原始数

据子图参数和重复样数据子图参数，如图

4.16.2所示。  

4.17  质检点观测精度计算 

一、程序功能 

质检点数据检查可计算质检点和观测点之间的相对误差、平均相对误差、观测

均方误差。 

二、方法原理 

用磁场观测精度的均方误差为衡量磁测精度标准。观测均方误差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第 j点经各项改正的原始观测与检查观测之差； 

n——检查点数；j＝1，2，……n。 

对于异常磁场应用平均相对误差来衡量。平均相对误差的计算公式为： 

图 4.16.1  质检点数据提取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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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与 ——第 j 点的原始观测

与检查观测。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重磁数据预处理\质量监控”下的“质检点观测精度计算”命令，

可打开如下图 4.17.1所示的操作界面： 

浏览第一次采样文件，选择第一次采样数据文件的线号、点号、值所在的列，

浏览到重复采样数据文件，选择重复采样数据的线号、点号、值所在的列，选择结

果文件，点击确定，可计算出观测值之差、相对误差、平均相对误差和观测均方误

差。 

4.18  重力固体潮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用于计算重力固体潮改正值。  

二、方法原理 

按输入的日期、时间、经度、纬度计算固体

潮改正值和经过固体潮改正后的重力值。  

三、操作说明 

鼠标左键单击“重磁”菜单下“重磁数据改

正”的“重力固体潮改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18.1

所示的操作界面，固体潮改正可按全工区和按各测点两种方式进行。 

1、选择工区：输入工区经度、纬度。 

2、选择测点：输入坐标所在的列和坐标投影参数。  

四、参数说明 

1、选择工区时，全区计算一个点的固体潮值作全部测点的固体潮改正，当选择

所有点时，则计算每个测点的固体潮值，并作固体潮改正。 

图 4.17.1  质检点观测精度计算操作界面 

图 4.18.1  重力固体潮改正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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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期格式有三种，分别是 YYYY-MM-DD、YYYY-MM-DD、YYYY/MM/DD

时间格式也有 3 种，分别是时∶分∶秒、时∶分、时∶分∶秒。 

3、当按测点计算固体潮改正时，需制定测点坐标投影参数。 

4、固体潮改正值得单位是微伽。  

五、结果说明 

结果在文件中增加了固体潮改正值和经过固体潮改正后的重力值。 

4.19  国际地磁参考场单点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用于计算 1900-2015 年之间的任一年、任一位置国际地磁参考场，

包括：总场值、磁偏角、磁倾角、水平分量、水平北向分量、水平东向分量、垂直

分量，单位 nT。 

二、方法原理 

国际地磁参考场采用高斯球谐分析法。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基础数据计算”中

的“国际地磁场参考场计算”命令，可打开

如图 4.19.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日期：以年为单位，取值范围 1900 ～ 2015。 

经度：以 DDDMMSS为单位，取值范围-180 ～ 180度。 

纬度：以 DDMMSS为单位，北纬为正值，南纬为负值，取值范围为-90～90度。 

高程：以米为单位，海平面以上为正值，以下为负值。 

五、结果说明 

本程序计算结果有总场值、磁偏角、磁倾角、水平分量、水平北向分量、水平

东向分量、垂直分量。 

4.20  国际地磁参考场批量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用文件方式批量计算国际地磁参考场。 

图 4.19.1 国际地磁场参考场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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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原理 

国际地磁参考场采用高斯球谐分析

法。  

三、操作说明 

鼠标左键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国

际地磁场参考场批量计算”命令，可打

开如如图 4.20.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日期：以年月日为单位，如：20081122 或 2008-11-22 或 2008/11/22，范围

取 1900 ～ 2015。 

高程：以米为单位，海平面以上为正值，以下为负值。 

五、结果说明 

本程序计算结果有总场值、磁偏角、磁倾角、水平分量、水平北向分量、水平

东向分量、垂直分量。 

4.21  磁化强度合成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用将感应磁化强度和剩余磁化强度合成。  

二、方法原理 

用矢量相加方法合成磁化强度。 I = T0 * K / 4PI * 1E-2,I 为感应磁化强度，T0

为地磁场强度，K 为磁化率。 

三、操作说明 

鼠标左键单击“重磁--》重磁数据预处

理”菜单下的“磁化强度合成计算”命令，

可打开如如图 4.21.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磁化强度的单位为 nT,磁化率的单位为

1E-6SI。 

五、结果说明 

本程序计算结果有合成磁化强度，感应磁化强度，合成磁化倾角，合成磁化偏

角。 

图 4.20.1  国际地磁场参考场批量计算操作界面 

图 4.21.1  磁化强度合成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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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有效磁化倾角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通过地磁场倾角，地磁场偏角，测线方位角计算有效磁化倾角和磁

性体与磁北的夹角。 

二、方法原理 

Is = atan( tan(I) / sin(A) ), Is 为有效磁化倾角， I 为地磁场倾角，A 为磁性体与

磁北的夹角。  

设地磁场偏角为 D，测线方位角为 A’, 

当 A’<= PI / 2.0 + D 时， A = A’+ PI/2.0 - D 

当 A’> PI / 2.0 + D 时， A = A’ - PI/2.0 - D 

三、操作说明 

鼠标左键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数据

预处理---》有效磁化倾角计算”命令，可打开如

图 4.22.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本模块中所有角度的单位均为度。 

五、结果说明 

本程序计算结果为：有效磁化倾角和磁性体与磁北的夹角。 

4.23  用球谐函数计算地幔应力场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由于地幔物质流动而产生的水平应力场的分布。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基础数据计算”

中的“用球谐函数计算地幔应力场”命

令，可打开如图 4.23.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1、单击“结果文件”的“浏览”

按钮，在弹出的文件选择对话框中输入

结果文件名，单击“确定”，回到“用球谐函数计算地幔应力场”操作界面。 

图 4.22.1  有效磁化倾角计算界面 

图 4.23.1  用球谐函数计算地幔应力场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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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参数输入框中输入起始阶数、终止阶数、起算点经度、纬度、经度间隔、

纬度间隔、经度方向列数、纬度方向行数。 

3、输入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处理成功，弹出文本浏览器查看内容。 

三、参数说明 

经纬度使用 DDMMSS格式。 

4.24  磁法野外数据处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提供了处理磁法野外观测数据的功能，通过创建基站、导入基站数据、

导入 GPS 数据、导入磁测数据，生成 GPS 测点坐标成果表、磁测计算表、磁测成果

表、质检统计表、测点观测情况统计表，结果文件的格式均为 XLS。 

二、操作方法  

点击“重磁--》磁法野外

数据处理”模块，弹出如图

4.24.1界面。 

在主界面中，按以下操

作步骤处理野外磁测数据。 

1、点击“1、设置野外

磁测数据处理目录”标签页，

点击“设置”按钮，选择数

据的存放位置。这个文件夹

最好为空，不包含任何文件

和子文件夹。假设设置的当前目录名称为:workDir。 

2、点击“2、创建日变基站”标签页，点击“创

建…”按钮，弹出如图 4.24.2对话框。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基站名称”、“经

度(DMS)”、“纬度(DMS)”、“高程(米)”、“基

站改正值(nT)”参数，如果只有一个基站，或者不做基站改正，“基站改正值”输

入 0 即可。 

点击确定按钮，创建了以“基站名称”为名的基站。本例中，基站 1 保存的路

径在 workDir + “/日变站/基站 1.xml”。 

图 4.24.1 磁法野外数据处理主界面 

图 4.24.2 创建日变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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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3、导入日变基站数据”标签页，

点击“导入”按钮，弹出如图 4.24.3所示对话框。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浏览到基站数据，基站

数据必须包含以下 2 列：时间、磁场值，选择当

前基站数据对应的基站名称，输入观测日期，T0

值。勾选基站曲线圆滑，输入圆滑系数可对基站

曲线进行圆滑，点击确定按钮，将日变基站数据

导入到系统中，导入进系统后，可浏览基站文本和基站曲线图形如图 4.24.4所示，

如果有磁暴现象，需手动处

理，程序暂时没有提供图形编

辑功能。本例中，基站数据保

存的路径在 workDir + "/日

变站 /观测数据 /2011-08-01_

基站 1.csv"。 

4、点击“4、导入 GPS

数据”标签页，点击“导入”

按钮，弹出如图 4.24.5 所示

对话框。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浏览

到 GPS 数据目录，选择 GPS 文件，

每个 GPS 文件必须包含以下列：线

号、点号、经度/X、纬度/Y、高程、

仪器号、操作员、日期、备注，导

入同一批的 GPS 数据，必须有相同

的投影参数，如果投影参数不同，

则分批次导入。 

5、点击“5、导入磁测点数据”

标签页，点击“导入…”按钮，弹出如图 4.24.6所示对话框。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浏览到磁测数据目录，选择磁测数据文件，磁测数据必须

包含以下列：日期、时间、线号、点号、磁场值、操作员、仪器号、备注，如果是

质检点，在备注列里输入“质检”，选择对应的基站号，导入同一批磁测数据，必

图 4.24.3 导入日变基站数据 

图 4.24.4 日变基站数据曲线 

图 4.24.5 导入 GPS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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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有相同的基站，如果基站不同，则

分批次导入。 

6、点击“6、处理”标签页，展

开如图 4.24.7 所示界面，共有 5 个

操作步骤，点击“A、计算单日数据…”

按钮，计算当日的数据。当多天数据

处理完毕以后，点击其余几个按钮，

可将处理的数据全部导出。 

点击“A、计算单日数

据…”按钮，弹出如图 4.24.8

所示对话框，输入计算日期，

选择 IGRF 模型，点击确定，

计算当天的磁测数据。计算

结果在“7、计算结果”标签页下浏览。 

7、点击“7、计算结果”标签页，展开如图 4.24.9

所示界面。结果总共分 5 个部分，A、GPS 测点成果坐标，

B、质检统计表，C、磁测计算表，D、磁法成果表，E、

测点观测情况统计，点击相应标签页，点击相应文件的“打

开文件夹”，可浏览到相应目录下去。如果当天的数据没

有质检点，则当天的质检统计表不生成。 

四、参数说明 

纬度改正使用的是大面积工区的纬度改正方法，具体参考磁法改正。 

4.25  磁法改正 

一、程序功能 

磁法改正提供了日变改正、纬度改正（正常场梯度改正）、高度改正功能。 

二、方法原理 

地磁场各分量的球谐表达式： 

 

图 4.24.6 导入磁测点数据 

图 4.24.7 计算界面 图 4.24.8 计算单日数据 

图 4.24.9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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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高斯系数，可查表求得； 

—n次 m阶缔合勒让德多项式 

λ —各节点的精度值 

计算磁场总强度 T0及梯度值：  

在一级近似的情况下，沿南北向的磁场梯度 ,式中R为地球平均半径。

R = 6371000m。 

沿垂向的磁场梯度： 。 

高度改正值为： ,Δ h—高度改变值。 

本程序中关于纬度改正有两种改正方法： 

1、小面积工区数据改正方法（参考《地面高精度磁测技术规程 DZ/T 0071-93》） 

纬度改正值为： ,Δ y—纬度改变值。 

2、大面积工区数据改正方法 

计算出基站点的国际地磁参考场 T0，使观测点的高程等于基站高程，计算出观

测点的国际地磁参考场 T1，T1 - T0 的值为纬度改正值。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磁法改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25.1所示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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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正方法中选择要做改正的项，选择要做改正的项后分别输入所需的参数。 

四、参数说明 

日期（年）：数据测量的年

份。 

基点经度（DMS）：基站点

经度，度分秒； 

基点纬度（DMS）：基站点

纬度，度分秒； 

基点高程（米）：基站点的

高程，米； 

正常场值：基站点的正常场值，nT。 

4.26  基点联测边段增量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仪器读格，经过固体潮改正，计算出各边段的重力增量。  

二、方法原理 

1、双程往返观测法 

本方法主要用于拉格斯特重力仪的基点联测，观测路线为：1、2、3、…、n-1、

n、n、n-1、…、3、2、1。 

计算出各点经固体潮改正后的重力值 gi、gj。 

各点经固体潮改正后的重力值 gi、gj 按下式计算。 

式中：      

gi、gj——i 点、j 点经固体潮改正后的重力值； 

Si、Sj——i 点、j 点重力仪观测值（读格数）； 

Ri、Rj——i 点、j 点固体潮改正值； 

K——重力仪格值； 

各边段重力增量值的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在式中：
   
   

 ji

jjii

jjii

ijij tt
tttt

gggg
ggg 






''

''
 

gi、gi′——i 点往、返观测的经固体潮改正后的重力值； 

图 4.25.1  磁法改正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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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gj′——j 点往、返观测的经固体潮改正后的重力值； 

ti、ti′——i 点往、返观测的时间； 

tj、tj′——j 点往、返观测的时间； 

2、三程循环观测法 

本方法主要适用石英弹簧重力仪。观测路线为：1、2、1、2、2、3、2、3，…。

通过资料整理，求得某一曾两边（观测段）的两个非独立增量和独立增量。计算公

式为： 

   
   

12

11

1111
12121,2

'

''
TT

TT

RRSSK
RRSSKg 




  

   
   

21

22

2222
21212,1 '

'

''
'' TT

TT

RRSSK
RRSSKg 




  

式中： 

K—仪器格值； 

S1、T1、R1—在 1 号点的第一次观测值、观测时间、固体潮改正值； 

S1′、T1′、R1′—在 1 号点的第二次观测值、观测时间、固体潮改正值； 

S2、T2、R2—在 2 号点的第一次观测值、观测时间、固体潮改正值； 

S2′、T2′、R2′—在 2 号点的第二次观测值、观测时间、固体潮改正值。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重力改正 -> 基点网平差”菜单下的“基点联测边段增量计算”

命令，可打开如图 4.26.1 所示的操作界面： 

1、点击双程往返观测法，

选择仪器编号（仪器信息可

以点击仪器信息设置预先设

置），选择点号列、读数列、

日期列、时间列，输入工区

中心经度、工区中心纬度，

可计算出观测边段的重力增

量值。 

2、点击三程循环观测法，

选择仪器编号（仪器信息可以点击仪器信息设置预先设置），选择上点号列、读数列、

日期列、时间列，输入工区中心经度、工区中心纬度，可计算出观测边段的两个非

图 4.26.1  基点联测边段增量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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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增量值和一个独立增量值。  

四、结果说明 

结果数据单位与仪器设置单位一致。选择保存基点联测成果表，可以保存选择

的字段，保存方式有新建文件和追加两种。 

4.27  基点联测数据整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将数据整理成基点网平差所需要的边段文件。 

二、方法原理 

根据各边段平均重力增量的联测均方误差（ j ）计算各区基点网的重力联测均

方误差（ b ）。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1nn jj

n

1i

2

ij

j

j









            
N

N

1j

2

b






j

  

式中： 

j —第 j 边段平均重力增量的联测均方误差； b —基点网的重力联测均方误

差； 

jn
—组成第 j边段平均重力增量的独立增量数； N —基点网的联测边段数； 

ij
—基点网第 j边段上各个独立增量与该边段平均增量之差。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基础数据计算”中的

“基点联测数据整理”命令，可打开如图

4.27.1所示的操作界面 ： 

浏览到基点联测成果表，选择边段名称列，

独立增量列，可将基点联测数据的边段平均值、

边段观测次数计算出来，同时还将联测均方误差和联测精度计算出来。 

4.28  基点网条件平差 

一、功能简介 

对基点网作条件平差，计算基点网各边的改正数，改正后增量，单位权中误差，

各基点场值及中误差。 

图 4.27.1  基点联测数据整理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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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原理 

1、根据单位权均方误差（μ ）计算基点重力值均方误差（ε G）。计算公式如

下式所示： 

r

N

1j

2




jjVP

         

G

G
P

1
   

式中：    

r——多余条件数（闭合圈数）； 

Pj——第 j 边段的权系数(其数值等于该边段的独立增量个数)； 

Vj——第 j 边段的改正值； 

PG——该点平差值的权。 

2、根据支基点的重力联测均方误差（ε z），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N

1j

2

b j          
22

bGZ    

式中： 

ε G—支基点的引出点重力值均方误差； 

ε b—支基点的联测均方误差； 

n —支基点的连续支出数； 

ε j—支基点的第 j 边平均重力增量联测均方误差。 

3、以最弱点重力值均方误差（ε r）代表基点网的重力值均方误差（ε wa）。 

三、数据格式 

1、基点文件数据必须

有三列，分别为 X坐标列、

Y 坐标列、基点编号列，其

中基点编号必须以"G"或者

"g"+数字组成，如 G1，G10。 

2、边段数据文件必须

有三列，分别为边段编号

列、权值列、重力值增量列，

其中边段编号列必须以基

点编号 + "-" 相邻基点编

号组成，如"G1-G5"，"G2-G10"。 

图 4.28.1  基点网条件平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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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基础数据处理”

中的“基点网条件平差”命令，可打开

如图 4.28.1所示的操作界面： 

1、单击工具栏上的基点网平差按

钮，弹出如图 4.28.2： 

浏览基点文件、边段文件，选择 X

坐标列、Y 坐标列、基点编号列，设置原

始数据投影参数和结果数据投影参数，

选择边段编号列、权值列、边段增量列，

单击确定。 

2、如果输入的数据完整，即基点数

据能够全部形成闭合圈，可直接做第 5

步。 

3、如果需要添加基点，单击工具栏

上的添加基点按钮，用鼠标在右边的操

作界面上单击添加，添加完毕后，如需要修改点属性，单击工具栏中的修改子图属

性按钮，弹出如 4.28.3界面：修改完毕后点确定。 

4、单击工具栏上的连接点按钮，选择相应的基点，将基点用线连接起来，单击

鼠标右键结束当前命令。单击工具栏中的修改线段属性按钮，弹出如 4.28.4界面： 

将边段的权值、重力值增量输入完毕后，单击确定。 

5、单击工具栏中的计算按钮弹，

计算出结果。 

6、单击工具栏中的保存节点网

平差结果按钮，将基点网条件平差的

结果保存下来。 

7、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已知重

力点时，必须用按钮 将已知重力

点连接起来，如 4.28.5界面。 

五、结果说明 

在计算结果图中，(参看本帮助第一个界面)，P1 = 2，的含义是该边段的权重

图 4.28.2  基点网平差参数操作界面 

图 4.28.4  修改边段 

属性操作界面 

图 4.28.3  修改子图 

属性操作界面 

图 4.28.5  基点网条件平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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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V1 = -52.68 的含义是该边段的平差值为-52.68，75.787 为该边段的重力独

立增量值，23.427为该边段平差以后的重力独立增量值。 

4.29  重力值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重力仪野外观测值作固体潮改正、零点位移改正，计算出各测点重

力值。  

二、方法原理 

当重力仪观测闭合于同一基点时，观测点重力值的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1

12

11
111 TT

TT

RRSSK
RRSSKGg i

ii
ii 




 观

 

在观测中有较长时间的停顿，需进行静掉格改正时，停顿前测点重力值计算公

式如下式所示： 

   
   

 1

12

1212
111 TT

TTT

RRRSSSK
RRSSKGg iii 




 观

 

当重力仪观测闭合于不同基点时，观测点重力值的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1

12

1121
111 TT

TT

RRGGSSK
RRSSKGg i

ii
ii 




 观

 

测点重力值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TTT
TTT

RRRGGSSSK
RRSSKGg iii 




 1

12

121212
111观

 

在以上公式中： 

K——重力仪格值； 

G1、G2——起始基点、闭合基点的重力值； 

S1、T1、R1——起始基点上的重力观测值（读格）、观测时间、固体潮改正值； 

S2、T2、R2——闭合基点上的重力观测值（读格）、观测时间、固体潮改正值； 

Si、Ti、Ri——某测点上的重力观测值（读格）、观测时间、固体潮改正值； 

△S、△T、△R——重力仪停顿结束时的观测值与停顿开始时的观测值之差（即

静掉格）、停顿时间、停顿结束时的固体潮与停顿开始时的固体潮改正值之差。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重力改正”菜单下的“重力值计算”命令，可打开如图 4.29.1

所示的操作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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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仪器编号（仪器信息可以点击仪器信息设置预先设置），输入重力基点

的编号和重力值（可以点击

装入基点文件加载重力基

点信息），选择点号列、读

数列、日期列、时间列、输

入工区中心经度，当选择进

行固体潮改正时，可按工区

中心经纬度或各测点坐标

极端固体潮改正值。  

四、参数说明 

设计观测均方差：程序

将弹出提示对话框，当基点掉格值大于 3 倍的设计观测均方差时。  

五、结果说明 

结果数据单位与仪器设置单位一致。当选择保存布格成果表时，可以将要保存

的内容写在新文件中或者追加在已有文件的末尾。 

重力值结果单位为μ gal。 

4.30  重力异常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进行纬度改正（重力正常场改正），中间层改正和高度改正。 

二、方法原理 

1、区域重力勘探 

正常重力值采用第十七届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通过，由国

际大地测量协会（IAG）推荐的 1980 年大地测量参考系统中的正常重力公式计算大

地水准面上的重力值。 

1980 年公式为： 

0g 978 032.7（1+0.005 302 4 2sin -0.000 005 8 2sin 2
）（

25 /10 sm
） 

式中： 

φ —计算点的地理纬度。 

2、高度改正及布格改正 

图 4.29.1  重力值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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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改正计算公式： 

 

布格改正计算公式： 

 

上述各公式中，各符号意义如下:  

φ —重力点地理纬度； 

h—重力点海拔高程（测点低于高程基准面时为负值，单位 m）； 

ρ1—中间层密度； 

α—圆域中间层改正半径（20 000m）。  

3、大比例尺重力勘探 

布格校正值 由下式计算：  

 

φ -测点纬度； 

H –测点的海拔高程（△h-测点相对于总基点的高差（m））； 

ρ -中间层密度（kg/m2）； 

R-中间层校正半径，定为 20km，也是中区地改的最大半径。 

①布格校正误差计算公式 为： 

 

②纬度校正及误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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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区范围较小时，纬度改正值很小，可不进行。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重力改正 ”菜单下的“重力

异常改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30.1所示的操作

界面： 

勾选纬度改正，则选择经度列、纬度列、重

力值列，输入基点经度、基点纬度进行纬度改正

（正常重力场改正）。 

勾选高度改正，选择经度列、纬度列、重力

值列、高程列，输入基点经度、基点纬度、基点

高程进行高度改正。 

勾选中间层改正，选择经度列、纬度列、重力值列、高程列，输入基点经度、

基点纬度、基点高程、中间层高度、中间层密度进行中间层改正。 

四、参数说明 

1、测点的坐标需要指定正确的投影参数。 

2、大比例尺重力数据坐改正时，需要输入基点的重力值，经度、纬度和基点的

高 

程。 

3、经度、纬度的格式为 DDMMSS。 

五、结果说明 

如果同时勾选纬度改正、高度改正、中间层改正，计算出来的结果文件由数据

文件加上五列值，五列值分别为：纬度改正值、高度改正值、中间层改正值、自由

空间异常值、布格异常值。 

自由空间异常值 = 重力值 + 纬度改正值 + 高度改正值 

布格异常值 = 重力值 + 纬度改正值 + 高度改正值 + 中间层改正值。 

4.31  区域重力近区地形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按照锥形公式或扇形公式计算重力近区地形改正值。 

二、数据准备 

数据为 TXT数据，包含每个方位的倾角或高程差△H。 

图 4.30.1  重力异常改正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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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数据

改正”的“重力近区地形改正”命令，

可打开如图 4.31.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改正环数：如果只使用 1环进行

改正，则采用锥形公式，如果选择 2 环

进行改正，那么第 1 环采用锥形公式，

第 2 环使用扇形公式。 

2、测量数据：在野外可以记录两种类型的数据，第一种是倾角，第二种是高程

差。 

4.32  区域重力中区地形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按照圆域或方域计算区域重力中区地形改正值。  

二、数据准备 

1、实测数据为 TXT数据，包含每个点的实测重力数据； 

2、高程文件，为该地区实际高程 GRD数据，其范围要包括实测数据范围和外半

径的最大距离； 

3、实测数据和高程数据坐标类型必须一

致，并且是方里网类型、米值单位，比例尺为 1。 

三、原理说明 

区域重力、5 万比例尺重力和大比例尺重力

的中区地形改正，都可以采用圆域和方域进行改

正，只是不同比例尺内半径有所差别； 

（1）采用方域：内外都是正方形区域，即

计算 r-R 直接的地形改正值如图 4.32.1 所示。

如果用户选择内接口是圆域时，也就是绿色显示

的部分，那么采用方域进行地改时，程序将自动将 4 个补角的值也同时算出来增加

进去；如果用户选择方域时，则不增加 4个补角的值。 

图 4.31.1  区域重力近区地形改正操作界面 

 

图 4.32.1  方域中区地形改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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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圆域：内外是圆形，按照用户输入

的每个环半径和方位进行改正。为了能和方域统

一，也为了后面的远区地改，程序将自动增加 4

个外补角的值如图 4.32.2所示。 

当用户选择内接口是方域时，即如图所示的

绿色正方形框，那么可以看出中区圆域中需要减

掉 4 个内补角的改正值；当用户选择内接口是圆

域时，则能刚好和中区地改的圆域衔接，不需要

减去 4个内补角的值。 

（3）如果用户是使用的 GeoIPAS软件做的进

去地形改正，那么从理论来说，在做中区地改时，应该选择内接口类型是圆域； 

（4）大部分近区地改范围是 20 米，因此其 4 个补角的面积很小，如果中区地

形改正中导入的 GRD 不够精确，基本上计算不出来补角的值，因此，内接口是否是

方域或者圆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了计算的准确性，我们增加了此选项。 

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数

据改正”的“区域重力中区地形改

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32.3 所示

的操作界面： 

五、参数说明 

1、改正方法：包括圆域和方域

两种类型，如果采用圆域时，自动计

算了其补角地改值。 

2、当处理方法为圆域类型时，其改正环数为 5 环，每个环的内半径、外半径

和方位角分别是： 

第一环：50.0，200.0，8； 

第二环：200.0，500.0，8； 

第三环：500.0，1000.0，8； 

第四环：1000.0，1500.0，16； 

第五环：1500.0，2000.0，16。 

3、内接口类型：即用户在进行近区地形改正时所采用的处理方法。同样分为

图 4.32.3  区域重力中区地形改正操作界面 

 

图 4.32.2  圆域中区地形改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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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域和方域。 

4、当中区地形改正处理方法采用圆域时：当内接口选择圆域时，则只需要增

加 4 个外补角值即可，当内接口选择方域时，则同时需要减掉 4个内补角的值； 

当中区地形改正处理方法采用方域时：当内接口选择圆域时，则需要增加 4 个

内补角的值，当内接口选择方域时，则无需增加任何补角的值。 

4.33  区域重力远区地形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远一区和远二区地形改正值。  

二、数据准备 

1、实测数据为 TXT数据，包含每个点的实测重力数据； 

2、高程文件，为该地区实际高程 GRD数据，其范围要包括实测数据范围和外半

径的最大距离。 

三、原理说明 

1、区域重力远一地形改正采用的方式是方域方法，远二区地形改正采用球面

圆域地形改正方法； 

2、由于中区地形改正以后，外接口是方形，因此在远区地形改正中不需要增

加 4 个内补角的值； 

4、区域重力会同时进行远一区和远二区地形改正计算，因此远一区的外半径

自动为圆形，这样可以衔接远二区的内半径。 

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重力改正 -> 地

形改正”菜单下的“区域远区地形改

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33.1 所示

的操作界面： 

五、参数说明 

1、改正时，同时进行了远一区

和远二区的改正，远一区自动改正范

围为 2-20 公里，远二区的改正环数

为 10环，每个环的内半径、外半径和方位角分别是： 

 

图 4.33.1  重力远区地形改正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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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环：20.0，25.0，8； 

第二环：25.0，30.0，8； 

第三环：30.0，40.0，16； 

第四环：40.0，50.0，16； 

第五环：50.0，60.0，16； 

第六环：60.0，80.0，16； 

第七环：80.0，100.0，16； 

第八环：100.0，120.0，16； 

第九环：120.0，140.0，16； 

第十环：140.0，166.7，16； 

2、远二区高程设置：远二区和远一区高程一致，也就是说远一区和远二区改正

时，采用同一个高程 GRD 数据，如果准备了不同间隔的高程 GRD 数据，可以分别进

行高程 GRD分别进行计算。 

4.34  5 万比例尺重力近区地形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按照锥形公式计算 5 万比例尺重力近区地形改正值。  

二、数据准备 

数据为 TXT 数据，包含每个方位的倾角或高程差△H。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重力改正 -> 地

形改正”菜单下的“5 万比例尺重力

近区地形改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34.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测量数据：在野外可以记录两

种类型的数据，第一种是倾角，第二

种是高程差。 

2、5万比例尺重力近区地形改正外半径一般是 20米。 

图 4.34.1  5 万比例尺重力近区地形改正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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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5 万比例尺重力中区地形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按照圆域或方域计算 5 万比例尺重力中区地形改正值。  

二、数据准备 

1、实测数据为 TXT数据，包含每个点的实测重力数据； 

2、高程文件，为该地区实际高程 GRD数据，其范围要包括实测数据范围和外半

径的最大距离； 

3、实测数据和高程数据坐标类型必须一致，并且是方里网类型、米值单位，比

例尺为 1。 

三、原理说明 

区域重力、5 万比例尺重力和大比例尺重力

的中区地形改正，都可以采用圆域和方域进行改

正，只是不同比例尺内半径有所差别； 

（1）采用方域：内外都是正方形区域，即

计算 r-R 直接的地形改正值如图 4.35.1 所示。

如果用户选择内接口是圆域时，也就是绿色显示

的部分，那么采用方域进行地改时，程序将自动

将 4 个补角的值也同时算出来增加进去；如果用

户选择方域时，则不增加 4个补角的值。 

(2)采用圆域：内外是圆形，按照用户输入的

每个环半径和方位进行改正。为了能和方域统一，

也为了后面的远区地改，程序将自动增加 4 个外

补角的值，如图 4.35.2所示。 

当用户选择内接口是方域时，即如图所示的

绿色正方形框，那么可以看出中区圆域中需要减

掉 4 个内补角的改正值；当用户选择内接口是圆

域时，则能刚好和中区地改的圆域衔接，不需要

减去 4个内补角的值。 

（3）如果用户是使用的 GeoIPAS软件做的进去地形改正，那么从理论来说，在

做中区地改时，应该选择内接口类型是圆域； 

图 4.35.1  方域中区地形改正示意图 

 

图 4.35.2  圆域中区地形改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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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部分近区地改范围是 20 米，因此其 4 个补角的面积很小，如果中区地

形改正中导入的 GRD 不够精确，基本上计算不出来补角的值，因此，内接口是否是

方域或者圆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了计算的准确性，我们增加了此选项。 

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数

据改正”的“5万比例尺重力中区地

形改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35.3

所示的操作界面： 

五、参数说明 

1、处理方法选择：包括圆域和

方域两种类型，如果采用圆域时，自

动计算了其外补角地改值，如果是方

域计算时，内半径默认是 20 米，外

半径为 500米。 

2、处理方法为圆域类型时，其

改正环数默认为 5环，需要用户通过实际试验来确定其具体的环数和方位数。 

3、内接口类型：即用户在进行近区地形改正时所采用的处理方法。同样分为圆

域和方域。 

4、当中区地形改正处理方法采用圆域时：当内接口选择圆域时，则只需要增加

4个外补角值即可，当内接口选择方域时，则同时需要减掉 4个内补角的值； 

当中区地形改正处理方法采用方域时：当内接口选择圆域时，则需要增加 4 个

内补角的值，当内接口选择方域时，则无需增加任何补角的值。 

4.36  5 万比例尺重力远区地形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远一区和远二区地形改正值。  

二、数据准备 

1、实测数据为 TXT数据，包含每个点的实测重力数据； 

2、高程文件，为该地区实际高程 GRD数据，其范围要包括实测数据范围和外半

径的最大距离。 

三、原理说明 

图 4.35.3  5 万比例尺重力中区地形改正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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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比例尺远一地形改正采用的方式是方域方法； 

2、程序自动默认从 500-20000米的半径范围内； 

3、由于中区地形改正以后，外接口是方形，因此在远区地形改正中不需要增加

4个内补角的值； 

4、当在 5 万比例尺中同时选择

进行远二区地形改正时，远一区的外

半径自动为圆形，如果不做远二区地

形改正，则自动为方形。 

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重力改正 -> 地

形改正”菜单下的“5 万比例尺远区

地形改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36.1

所示的操作界面： 

五、参数说明 

1、5万比例尺远区地形改正，当工区是平原时可以只做远一地形改正，改正范

围为：500-20000 米；当工区是山区时，需要做远二区地形改正，改正范围为：

500-166700米。 

2、改正时，远一区自动改正范围 500米-20公里，远二区的改正环数为 10环，

每个环的内半径、外半径和方位角分别是： 

第一环：20.0，25.0，8； 

第二环：25.0，30.0，8； 

第三环：30.0，40.0，16； 

第四环：40.0，50.0，16； 

第五环：50.0，60.0，16； 

第六环：60.0，80.0，16； 

第七环：80.0，100.0，16； 

第八环：100.0，120.0，16； 

第九环：120.0，140.0，16； 

第十环：140.0，166.7，16； 

3、做远二区地形改正时，可以选择不同高程 GRD数据，可以根据不同的精度选

择不同的 GRD数据。 

图 4.36.1  5 万比例尺重力远区地形改正操作界面 

 



第 4 章  重磁子系统 

 104 

4.37  大比例尺重力近区地形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按照锥形公式计算大比例尺重力近区地形改正值。  

二、数据准备 

数据为 TXT 数据，包含每个方位

的倾角或高程差△H。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重力改正 -> 地形

改正”菜单下的“大比例尺重力近区地

形改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37.1 所示

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测量数据：在野外可以记录两种类型的数据，第一种是倾角，第二种是高程

差。 

2、大比例尺重力近区地形改正外半径一般是 20米。 

4.38  大比例尺重力中区地形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按照圆域或方域计算大比例尺重力中区地形改正值。 

二、数据准备 

1、实测数据为 TXT 数据，包含每个点的实

测重力数据； 

2、高程文件，为该地区实际高程 GRD数据，

其范围要包括实测数据范围和外半径的最大距

离； 

3、实测数据和高程数据坐标类型必须一

致，并且是方里网类型、米值单位，比例尺为 1。 

三、原理说明 

区域重力、5万比例尺重力和大比例尺重力的

中区地形改正，都可以采用圆域和方域进行改正，只是不同比例尺内半径有所差别； 

图 4.37.1  大比例尺重力近区地形改正操作界面 

 

图 4.38.1  方域中区地形改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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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方域：内外都是正方形区域，即计算 r-R直接的地形改正值如图 4.38.1

所示。如果用户选择内接口是圆域时，也就是绿色显示的部分，那么采用方域进行

地改时，程序将自动将 4 个补角的值也同时算出

来增加进去；如果用户选择方域时，则不增加 4

个补角的值。 

(2)采用圆域：内外是圆形，按照用户输入的

每个环半径和方位进行改正。为了能和方域统一，

也为了后面的远区地改，程序将自动增加 4 个外

补角的值，如图 4.38.2所示。 

当用户选择内接口是方域时，即如图所示的

绿色正方形框，那么可以看出中区圆域中需要减

掉 4 个内补角的改正值；当用户选择内接口是圆

域时，则能刚好和中区地改的圆域衔接，不需要减去 4个内补角的值。 

（3）如果用户是使用的 GeoIPAS软件做的进去地形改正，那么从理论来说，在

做中区地改时，应该选择内接口类型是圆域； 

（4）大部分近区地改范围是 20 米，因此其 4 个补角的面积很小，如果中区地

形改正中导入的 GRD 不够精确，基本上计算不出来补角的值，因此，内接口是否是

方域或者圆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了计算的准确性，我们增加了此选项。 

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数

据改正”的“大比例尺重力中区地形

改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38.3 所示

的操作界面： 

五、参数说明 

1、改正方法：包括圆域和方域两

种类型，如果采用圆域时，自动计算

了其补角地改值，如果是方域计算时，

内半径默认是 20 米，外半径为 200

米。 

2、当处理方法为圆域类型时，其

改正环数默认为 4环，需要用户通过实际试验来确定其具体的环数和方位数。 

图 4.38.2  圆域中区地形改正示意图 

 

图 4.38.3  大比例尺重力中区地形改正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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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接口类型：即用户在进行近区地形改正时所采用的处理方法。同样分为圆

域和方域。 

4、当中区地形改正处理方法采用圆域时：当内接口选择圆域时，则只需要增加

4个外补角值即可，当内接口选择方域时，则同时需要减掉 4个内补角的值； 

当中区地形改正处理方法采用方域时：当内接口选择圆域时，则需要增加 4 个

内补角的值，当内接口选择方域时，则无需增加任何补角的值。 

4.39  大比例尺重力远区地形改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大比例尺重力数据的远区地形改正值，其计算公式和中区一致，

只是在改正范围上做了适当调整。 

二、数据准备 

1、实测数据为 TXT数据，包含每个点的实测重力数据； 

2、高程文件，为该地区实际高程 GRD数据，其范围要包括实测数据范围和外半

径的最大距离。 

三、原理说明 

1、大比例尺重力只做远一地形改

正； 

2、采用的方式是圆域和方域两种

方法； 

3、由于中区地形改正以后，外接

口是方形，当远区地形改正中选择圆

域方法时，则需要减去 4 个内补角的

值，同时增加 4个外补角的值。 

四、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重力改正 -> 地

形改正”菜单下的“大比例尺远区地形改正”命令，可打开如图 4.39.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五、参数说明 

1、大比例尺远区地形改正，范围为 200米至更远，具体范围由用户根据实际情

况来确定，本程序默认最远为 2000.0米。 

图 4.39.1  大比例尺重力远区地形改正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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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选择圆域进行改正时，用户需要通过试验来确定其改正环数和方位数，本

程序默认为 4环，前三环为 4个方位数，后一个环分为 8个方位数。 

4.40  重力线性均衡异常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考虑区域内的均衡异常最小原则，用广义逆矩求最小二乘的方法求均衡

响应函数，并进一步计算出线性均衡异常值。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重磁数据改正”中

的“重力线性均衡异常计算”命令，可打开

如图 4.40.1 的操作界面，输入的重力网格

数据和高程网格数据要保持相同的参数，包

括：起始坐标、终止坐标、行列数。 

三、参数说明 

需要输入重力数据文件、高程数据文件，数据文件为 GRD 格式，高程数据与重

力数据一一对应，结果文件输出了均衡异常值。 

4.41  上延法剖面场分离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利用向上延拓法将重磁剖面数据分离成区域场和局部场。 

二、方法原理 

利用傅里叶变换，求出剖面数据的向上延

拓值，把延拓值作为区域场，原始数据与延拓

值的差作为局部场。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剖面数据处理”->场分

离”菜单下的“上延法场分离”命令，可打开

如图 4.41.1所示的操作界面： 

打开数据文件、结果文件、选择点号列、数据值列，输入点距，上延高度，计

算出重磁剖面数据的区域场和局部场。 

图 4.40.1  重力线性均衡异常计算操作界面 

图 4.41.1  上延法剖面场分离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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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偏差法剖面场分离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将一维重磁数据分离成区域场和局部场。 

二、方法原理 

偏差法场分离公式为： 

   
   

2

lxglxg
xgxg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剖面数据处理”

->“场分离”->“偏差法一维场分离”命令，可打开如图 4.42.1所示的操作界面： 

打开数据文件、结果文件、选择点号列、数据值列，输入偏差比，计算偏差法

一维场分离。 

四、参数说明 

偏差比：相当于计算窗口的半径，当偏差比为 2 时，表示把距计算点前后第 2

个点的观测值的平均值作为区域场，计算点与平均值的差作为局部场。 

偏差法应用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偏差距离选择是否得当。通常，偏差距离应

取略大于局部异常宽度的 1/2。 

4.43  离散余弦变换解析延拓(剖面) 

一、程序功能 

离散余弦变换解析延拓可对剖面数据做向上延拓和向下延拓处理。 

二、方法原理 

离散余弦中使用的是 DCT（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ation）方法，将空间

域数据转成波数域的频谱，将频谱乘以转换因子，然后将变换后的频谱反变换回空

间域。离散余弦变换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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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1  偏差法剖面场分离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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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n = 0, 1, 2,  …, N – 1, 
0,2/1

0,1{)( 

 k

kkc  

Tc(k)为离散余弦变换公式，T(n)为离散余弦反变换公式。 

本程序所用解析延拓因子为 fh953.0 e ，h为延拓高度。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剖面数据处理 -> 频

率域--离散余弦变换”菜单下的“解析延

拓”命令，可打开如下图 4.43.1 所示的操

作界面： 

浏览数据文件，结果文件，选择点号

列、数据列，输入点距、延拓高度，选择

向上延拓或者向下延拓。  

如果选择滤波，可对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分段滤波可以将延拓分解成几个子过

程，对每个子过程结果进行滤波处理。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由数据文件加延拓列构成。 

点击确定后结果文件生成，数据和剖面图显示在浏览器中，剖面图由 2 列值构

成：数据、延拓值。 

五、参考文献 

《利用余弦变换计算重力异常的向上延拓》张凤旭等 

4.44  离散余弦剖面化磁极 

一、程序功能 

离散余弦变换剖面化磁极可将航磁的Δ T 做化磁极处理，即换算成垂直磁化下

的 Za值。本程序适应低纬度化磁极。 

二、方法原理 

离散余弦中使用的是 DCT（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ation）方法，将空间

域数据转成波数域的频谱，将频谱乘以转换因子，然后将变换后的频谱反变换回空

间域。离散余弦变换公式： 

图 4.43.1  离散余弦剖面解析延拓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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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n = 0, 1, 2,  …, N – 1, 
0,2/1

0,1{)( 

 k

kkc 。 

Tc(k)为离散余弦变换公式，Tcπ /2(k)为离散余弦相位偏移π /2 公式,T(n)为离散

余弦反变换公式。 

分量转换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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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m,l 为地磁场的方向余弦 cosα ，cosβ ，cosγ 。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剖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离散余弦变换”菜单下的“化磁极”

命令，可打开如图 4.44.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浏览数据文件，结果文件，输入地磁

场倾角，地磁场偏角，测线方位角，选择

点号列、Δ T 列，点击确定可对Δ T 数据

做化极处理。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由数据文件加化极列构成。 

点击确定后结果文件生成，数据和剖面图显示在浏览器中，剖面图由 2 列或者

多列构成：Δ T、化极结果。 

五、参考文献 

《基于离散余弦变换(DCT)的化磁极方法》张凤旭等。 

4.45  离散余弦剖面垂向导数 

一、程序功能 

图 4.44.1  离散余弦变换剖面化磁极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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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余弦变换剖面垂向导数可对剖面数据做垂向一阶导数和垂向二阶导数处

理。 

二、方法原理 

离散余弦中使用的是 DCT（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ation）方法，将空间

域数据转成波数域的频谱，将频谱乘以转换因子，然后将变换后的频谱反变换回空

间域。离散余弦变换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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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n = 0, 1, 2,  …, N – 1, 
0,2/1

0,1{)( 

 k

kkc  

Tc(k)为离散余弦变换公式，T(n)为离散余弦反变换公式。 

剖面垂向导数因子为 n)f2(  ,n 为阶数，n 取 1 为垂向一阶导数，n 取 2 为垂向

二阶导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剖面数据处理 -> 频

率域--离散余弦变换”菜单下的“垂向导

数”命令，可打开如下图 4.45.1 所示的操

作界面： 

浏览数据文件，结果文件，选择点号

列、数据值列，可以选择一阶导数或者二

阶导数，输入点距进行导数计算。  

如果选择滤波，可先对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再做垂向导数计算。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由数据文件加垂向导数列构成。 

五、参考文献 

《基于离散余弦变换的磁位谱分析及磁异常导数计算方法》张凤旭等 

4.46  离散余弦剖面分量转换 

一、程序功能 

离散余弦变换剖面分量转换可将航磁的Δ T换算成 Hax，Hay，Za值。 

图 4.45.1  离散余弦剖面垂向导数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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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原理 

离散余弦中使用的是 DCT（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ation）方法，将空间

域数据转成波数域的频谱，将频谱乘以转换因子，然后将变换后的频谱反变换回空

间域。离散余弦变换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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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n = 0, 1, 2,  …, 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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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k)为离散余弦变换公式，Tcπ /2(k)为离散余弦相位偏移π /2 公式,T(n)为

离散余弦反变换公式。 

分量转换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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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m,l为地磁场的方向余弦cosα ，

cosβ ，cosγ 。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剖面数据处理 -> 频率

域--离散余弦变换”菜单下的“分量转换”

命令，可打开如图 4.46.1所示的操作界面： 

浏览数据文件，结果文件，输入地磁场

倾角，地磁场偏角，测线方位角，选择点号 图 4.46.1  离散余弦剖面解析延拓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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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Δ T列，选择要转换的目标分量 Za或者 H，可同时做转换。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由数据文件加分量列构成。 

点击确定后结果文件生成，数据和剖面图显示在浏览器中，剖面图由 2 列或者

多列构成：Δ T、Za(或 Hax，或 Hay)。 

五、参考文献 

《基于离散余弦变换(DCT)的化磁极方法》张凤旭等。 

4.47  解析延拓[剖面][傅里叶变换]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重磁剖面数据做向上延拓和向下延拓处理。 

二、原理 

频率域解析延拓中使用的是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方法，将空间域数据转成频率

域的频谱，将频谱乘以转换因子，然后将变换后的频谱反变换回空间域。解析延拓

的转换因子为： ,h为延拓高度。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剖面数据处理 -> 频

率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解

析延拓”命令，可打开如图 4.47.1所示的

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选择剖面数据文件，结果文件，选择点号列、数据值列、点距，可以选择向上

延拓或者向下延拓，输入延拓高度、进行解析延拓处理。 

延拓高度与点距，单位相同都为米。 

如果选择滤波，可对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分段滤波可以将延拓分解成几个子过

程，对每个子过程结果进行滤波处理。 

4.48  频率域剖面垂向导数 

一、程序功能 

频率域垂向导数可对重磁剖面数据做垂向一阶导数、垂向二阶导数处理。 

图 4.47.1  频率域解析延拓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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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理 

频率域化磁极中使用的是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方法，将空间域数据转成频率域

的频谱，将频谱乘以转换因子，然后将变换后的频谱反变换回空间域。垂向导数的

转换 

因子为：  

n 为阶数，n 取 1 为垂向一阶导数，n 取 2

为垂向二阶导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剖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

--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垂向导数”

命令，可打开如图 4.48.1 所示的操作界面： 

浏览数据文件，结果文件，选择点号列、数据值列，可以选择一阶导数或者二

阶导数，输入点距进行导数计算。  

如果选择滤波，可先对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再做垂向导数计算。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由数据文件加垂向导数值列构成。 

4.49  规格化总梯度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程序的功能是计算一维重力异常下半空间的规格化总梯度。 

规格化总梯度处理的数据为剖面图数据，需要输入点距、下延层数、级数项数、

圆滑因子等参数。 

二、方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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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8.1  频率域垂向导数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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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sin)X,(
2

0

π
ΔΔ

n
jg

M

M

j
nB 



  

Δ X：点距；M：点数减 1；j:点号，[j=0,1,……M]；L：测线长度；N：级数总

项数；Δ g(j,Δ X) 重力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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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剖面数据处理”的“规

格化总梯度”命令，可打开如图 4.49.1 所示的操

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输入点距、下延层数、级数项数、圆滑因子等

参数。 

五、结果说明 

例如：有一剖面数据，点距 30，下延层数 2，级数项数 20，圆滑因子 2。其结

果如图 4.49.2： 

4.50  调和级数法一维数据曲化平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将起伏地形上的重磁场数据应用调和级数法转换到某一水平线

上。 

图 4.49.1  规格化总梯度界面 

图 4.49.2  规格化总梯度结果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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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原理 

调和级数法一维数据曲化平使用的数据为剖面数据，此外还需要输入剖面数据

对应的高程数据，谐波次数、点距、水平线高程、正则化因子系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剖面数据处理”

的“调和级数法一维数据曲化平”命令，可打

开如图 4.50.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输入文件中的高和列、异常值所在列、点

距、谐波次数、水平线高程、正则化因子系数。 

五、结果说明 

例如有一组高程数据：-73 -72-72 -73 -72 -66 -60 -52 -44 -31 -18 -2 12 27 

42 38 28 10-8 -21 -34 -39 -44 -48 -52 -54 -56 -59 -62 -67 -72 -77 -82 

-83 -84 -85 -86 -88 -90 -92 -94 

对应的重力值：0.14 0.16 0.18 0.19 0.23 0.31 0.42 0.58 0.77 1.09 1.47 1.96 

2.46 2.98 3.44 3.98 4.71 5.87 7.66 9.97 12.7 12.41 9.91 6.91 4.62 3.18 2.26 

1.61 1.18 0.83 0.58 0.39 0.26 0.21 0.17 0.14 0.11 0.09 0.06 0.05 0.03  

测点数 41，点距 100 米，谐波次数 7，水平线高程 0 米，正则化因子数 

曲化平结果：0.283 0.331 0.394 0.421 0.420 0.464 0.602 0.803 0.991 1.162 

1.428 1.901 2.539 3.126 3.490 

3.753 4.356 5.717 7.794 9.924 11.167 

10.906 

9.259 6.963 4.865 3.423 2.583 

2.039 1.564 1.137 0.839 0.688 0.606 

0.514 

0.407 0.338 0.327 0.337 0.322 

0.288 0.283 

高程 H、重力值 G和其曲化平结

果的剖面图 4.50.2： 

 

 

图 4.50.1  调和级数法一维数据 

曲化平操作界面 

图 4.50.2  调和级数法一维数据 

曲化平结果浏览 



第 4 章  重磁子系统 

 117 

4.51  多条剖面相关处理 

一、程序功能 

根据相关分析原理，利用相邻剖面分段逐

点计算相关函数的方法，达到压制随机干扰，

突出有用异常的目的。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剖面数据处理”

的“多条剖面相关处理”命令，可打开如图

4.51.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输入异常最宽度 1/2、相关函数计算个数、相邻剖面的条数以及处理方法选择等

参数。 

4.52  窗口法场分离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使用窗口法场分离重磁资料的区域场和局部场，本程序需要输入 GRD

网格数据，大窗口和小窗口的 X、Y方向半径。 

二、方法原理利用两个窗口内点的平均值来分离异常。即将大窗口上的平均值

作为区域场，小窗口上的平均值减去大窗口上的平均值为在局部场： 

)()( 21 LgLgg ΔΔΔ
剩

  

)( 2Lgg ΔΔ
区
  

L1、L2 分别为小窗口，大窗口半边长。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平面数据处理”的“场

分离”子菜单下的“窗口法场分离”命令，可打开

如图 4.52.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搜索窗口参数的小窗口，大窗口半径是数据网格距的倍数，且大窗口的半边长

大于小窗口的半边长。 

图 4.51.1  多条剖面相关处理操作界面 

图 4.52.1  窗口法场分离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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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圆周法场分离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对重磁资料使用圆周法进行场分离处理。需要输入 GRD 网格数据，圆周

小圆半径、大圆半径。 

二、方法原理 

利用两个不同半径圆周上的点的平均值来分离异常，即将大圆上的平均值作为

区域场，小圆上的平均值减去大圆上的平均值作为局部场： 

)()( 21 rgrgg ΔΔΔ
剩

     )( 2rgg ΔΔ
区
  

r1，r2 分别为小圆，大圆半径。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平面数据处理” 中的

“场分离”下的“圆周法场分离”命令，打开如

图 4.53.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窗口参数小圆半径、大圆半径是数据网格距的倍数。且大圆的半径大于小圆的

半径。 

4.54  趋势面分析法场分离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对重磁资料进行趋势面分析法场分离处理，本程序需要输入 GRD 网格数

据，趋势面次数。 

二、方法原理 

根据最小二乘原理，利用多项式拟合实

测值作为区域场，实测值与区域场值之差即

为剩余场。 

Δ g 区=a0+a1X+a2Y+a3x
2
+a4Y

2
+…… 

Δ g 剩=Δ g 实-Δ g 区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平面数据处理”中的“场分离”下的“趋势面分析法场分

离”命令，可打开如图 4.54.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4.53.1  圆周法场分离操作界面 

图 4.54.1  趋势面分析法场分离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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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说明 

下拉选择输入趋势面次数。趋势面次数有 1-9 次。 

4.55  切割法场分离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算法由浙江大学徐世浙院士提供，切割法用于将重磁异常划分为浅部、

中部和深部重磁异常，便于进一步地质解释。 

本程序要求输入 GRD 正方形网格数据，其它输入的参数有：切割层数、迭代次

数、光滑系数。一层相当于一个网格距。 

二、方法原理 

所求切割区域场是计算点的场值与四点圆周

平均值的变系数的加权平均值，也就是变系数的插

值关系。因此，用该算子划分重磁异常区域场与局

部场的方法称为插值切割法。在求得区域场后，与

原始场相减，得局部场。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下的“平面数据处理”中的“场分离”下的“切割法场分离”命

令，打开如图 4.55.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下拉选择输入切割层数，及迭代次数、光滑系数。 

4.56  频率域解析延拓 

一、程序功能 

可对航磁及地磁资料作频率域解析延拓。频

率域解析延拓使用的是 GRD 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氏变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

频响因子，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解析

延拓”，可打开如图 4.56.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4.55.1  切割法场分离操作界面 

图 4.56.1  频率域解析延拓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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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说明 

原始数据单位为米，输入延拓高度，单位米。可选择向上延拓和向下延拓。 

4.57  频率域任意水平方向一阶导数 

一、程序功能 

可对航磁及地磁资料作频率域任意水平方向一阶导数。频率域任意水平方向一

阶导数使用的是 GRD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氏变换

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频响因子，再经

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

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任意水平方向一阶导数”，可打开如图 4.57.1 所示

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输入水平方向角度，单位为度。 

4.58  频率域垂向导数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航磁及地磁资料求取频率域垂向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频率域垂向

导数使用的是 GRD 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氏变

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频响因子，

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垂

向导数”，可打开如图 4.58.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输入转换前磁偏角和磁倾角，转换后磁偏角和磁倾角，磁偏角和磁倾角单位为度。 

图 4.57.1  频率域任意水平方向 

一阶导数操作界面 

图 4.58.1  频率域垂向导数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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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频率域化磁极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航磁及地磁资料作频率域化磁极处理。频率域化磁极使用的是 GRD

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氏变换

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频因子，再经过

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化

磁极”，可打开如图 4.59.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磁偏角、磁倾角，单位为度。 

4.60  频率域低纬度化磁极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低纬度地区的航磁及地磁资料作频率域化磁极处理。化磁极使用的

是 GRD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氏变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

频因子，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令 u=rcosθ ，v=rsinθ ，化极因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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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 atan(u/v),当地磁倾角 I较小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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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9.1  频率域化磁极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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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

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低纬度

化磁极”，可打开如图 4.60.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四、参数说明 

原始数据不可避免存在干扰，在频率域

表现在高频部分，化极时将这些高频干扰信

号也放大了，做低纬度化磁极时同时做滤波处理，可以压制高频干扰， 压制因子范

围值越大，南北方向压缩的效果越好，根据地质资料调整合适的压制因子范围，压

制因子范围为 0时相当于中高纬度的化极处理。 

本程序提供了补偿圆滑滤波和正则化滤波两种方式。 

4.61  频率域变纬度化磁极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通过分块处理，可对大面积的航磁及地磁资料作化磁极处理，既可以处

理中高纬度数据，也可以处理低纬度地区数据。化磁极使用的是 GRD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氏变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

频因子，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令 u=rcosθ ，v=rsinθ ，化极因子为： 

 

当低纬度地区，地磁场倾角 I接近 0，地磁场偏角 D接近 0，上式分母接近 0，

放大了化极结果，表现为化极结果沿磁 

偏角方向 D0 条带明显。这时需乘以压制因子 Fa 

 

图 4.60.1  频率域低纬度化磁极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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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

率域变纬度化磁极”，可打开如图

4.61.1所示的操作界面： 

1、打开 GRD 数据，GRD 数据打开

以后设置 GRD 数据的投影参数，点击

确定，程序自动将 GRD 数据分块，默

认经度 0.5 度，纬度 0.5 度为一块，

可手动调整间隔。 

2、输入每一个分块的倾角、偏角，

如果点击表头的"倾角(度)"、"偏角

(度)"，则可以统改倾角、偏角。 

3、点击表头的"低纬度处理"可将数据做低纬度处理，做低纬度处理时表中将多

出一列"滤波范围(度)",滤波范围值越大，南北向异常压缩效果越明显，如果将滤波

范围设置为 0，相当于中高纬度化极。 

4、点击计算地磁场倾角、偏角弹出如图 4.61.2 所示“地磁场倾角、偏角计算”

对话框，可统改高程和测量日期，

注意高程对于倾角、偏角影响不是

很大，相近的测量日期对倾角、偏

角影响也很小。点击确定，返回到

主界面，倾角、偏角计算完成。 

5、参数设置好以后，可以点

击“保存参数…”将参数保存，下

次可点击“导入参数…”将原来设

置的参数还原。 

6、点击确定进行化极处理。 

4.62  率域三分量转换 

一、程序功能 

可对航磁及地磁资料作频率域三分量转换。频率域三分量转换使用的是 GRD 网

图 4.61.2  地磁场倾角、偏角计算窗口 

图 4.61.1  频率域变纬度化磁极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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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氏

变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频响因

子，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

--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三分量转换”，可打开如图 4.62.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转换分量可选择：转换 X 分量、转换 Y 分量、转换 Z 分量，工区地磁偏角和倾

角单位为度。 

4.63  率域水平分量垂向导数 

一、程序功能 

可对航磁及地磁资料作频率域水平分量垂向导数。频率域水平分量垂向导数使

用的是 GRD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

付氏变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

理的频响因子，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

结果。 

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水

平分量垂向导数”，可打开如图 4.63.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选择做垂向一阶导数或者垂向二阶导数，输入水平分量的偏角、磁偏角和磁倾

角。磁偏角和磁倾角单位为度。 

4.64  率域水平梯度模计算 

一、程序功能 

可计算出重磁数据的水平梯度模。频率域水平梯度模计算使用的是 GRD 网格数据。 

图 4.62.1  频率域三分量转换操作界面 

图 4.63.1  频率域水平分量垂向导数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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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

氏变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

频响因子，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

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水平梯度模计算”，可打开如图 4.64.1 所示的操

作界面：  

4.65  频率域磁化方向转换 

一、程序功能 

可对航磁及地磁资料作频率域磁化方向转换。频率域磁化方向转化使用的是 GRD

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氏变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

频响因子，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

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磁化方向转换”，

可打开如图 4.65.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输入转换前磁化方向的磁偏角和磁倾角，转换后磁化方向的磁偏角和磁倾角。

磁偏角和磁倾角单位为度。 

4.66  率域上延叠加场 

一、程序功能 

可对航磁及地磁资料作频率域上延叠加

场。频率域上延叠加场使用的是GRD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氏变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

频响因子，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图 4.64.1  频率域水平梯度模计算操作界面 

图 4.66.1  频率域上延叠加场操作界面 

图 4.65.1  频率域磁化方向转换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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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上

延叠加场”，可打开如图 4.66.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输入叠加每层厚度和叠加层数，层厚度单位米。 

4.67  率域伪重力异常换算 

一、程序功能 

可对航磁及地磁资料作频率域伪重力异常换算。频率域伪重力异常换算使用的

是 GRD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

氏变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频

响因子，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三、操作说明  

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

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伪重力异常换算”，可打开如图 4.67.1所示的

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输入密度差，磁化强度，地磁场偏角和倾角，磁化强度偏角和倾角。磁偏角和

磁倾角单位为度。 

4.68  频率域补偿圆滑法滤波 

一、程序功能 

可对航磁及地磁资料作频率域补偿圆滑法滤波。频率域补偿圆滑法滤波使用的

是 GRD网格数据。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计算首先要将原始数据经过付

氏变换转换为频谱，然后乘以相应处理的频

响因子，再经过反付氏变换得到结果。 

三、操作说明  

图 4.67.1 频率域伪重力异常换算操作界面 

图4.68.1  频率域补偿圆滑法滤波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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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频率域--傅里叶变换”菜单下的“频率域补

偿圆滑法滤波”，可打开如图 4.68.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输入补偿圆滑系数，补偿圆滑次数。 

4.69  导数计算 

一、程序功能 

导数计算是对网格数据进行垂向二次导数和水平方向导数的计算，垂向二次导

数可选用八种方法任意内环半径，方向导数可计算 0°、45°、90°、135°的方向

导数。 

导数计算的数据为 GRD 网格数据，结果也为 GRD 网格数据。导数计算处理方

法要损失边部数据，已经对数据作扩边处理，消除了程序处理损失边。  

二、方法原理 

垂向二次导数，可选用下面八个公式： 

a.艾尔金斯Ⅰ     

Gzz=1/(60r2 )*[64g(0)-8g(r)-16g(2r)-40g(5r)] 

b.艾尔金斯Ⅱ 

Gzz=1/(28r2 )*[16g(0)+8g(r)-24g(5r)] 

c.艾尔金斯Ⅲ    Gzz=1/(62r2 )*[44g(0)+16g(r)-12g(2r)-48g(5r)] 

d.罗林巴赫Ⅰ    Gzz=1/(r2 )*[12g(0)+4g(r)-16g(2r)] 

e.罗森巴赫Ⅱ    Gzz=1/(24r2 )*[96g(0)-72g(r)-32g(2r)+8g(5r)] 

f.汉德森Ⅰ      Gzz=1/r2)*[6.185g(0)-8.37g(r)+2.189g(2r)] 

g.汉德森Ⅱ      Gzz=1/r2*[6g(0)-8g(r)+2g(2r)] 

h.汉德森Ⅲ      Gzz=1/(3r2 )*[21g(0)-32g(r)+12g(2r)-g(5r)] 

其中:r---内环半径；g(r)---半径为 r的圆周上点的平均值 

g(2r)半径为 2r圆周上点的平均值；g(5r)半径为 5r圆周上点的平均值 

水平方向一次导数，计算场值沿某一方向的梯度变化： 

g1=a1+dx*tga/dy*(a2-a1) 

g2=b1+dx*tga/dy*(b2-b1) 

ds=2*[dx2*(1+tg2a)]1/2=2dx[1+tg2a]1/2 

dg=(g1-g2)/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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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y,dx点线距；a1,a2,b1,b2网格点上的值；a导数方向与测线的夹角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 -> 平面数据处理 -> 空间

域 ”菜单下的“导数计算”命令，可打开如图

4.69.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在“参数输入”中选择方向导数，输入 0、

45、90、135四个方位角。 

选择垂向二次导数，求导方法有艾尔金斯Ⅰ、艾尔金斯Ⅱ、艾尔金斯Ⅲ、罗森

巴赫Ⅰ、罗森巴赫Ⅱ、汉德森Ⅰ、汉德森Ⅱ、汉德森Ⅲ，输入计算二次导数的内环

半径。 

4.70  空间域解析延拓 

一、程序功能 

采用积分插值方法对正方形网格重力或磁法数据进行上、下延拓，延拓高度为

网格距的整倍数，可上下各延四层。 

解析延拓的数据为 GRD 网格数据，输入延拓层数。解析延拓处理方法要损失边

部数据，行数和列数各损失 20 条，每边损失 10

条。程序已经对数据作扩边处理，消除了程序处

理损失边。  

二、方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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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ri，h)第 i 环上延(或下延)h 时的环系数；Δ g(ri)第 i 环上点的平均值； 

i=1～10 半径分别为：0，0.5，1，2，5，8，13，25，50，136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空间域位场转换”的“空间域解析延拓”命令，可打

开如图 4.70.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在参数输入中选择上延或者下延的层数。 

图 4.69.1  导数计算操作界面 

图 4.70.1  空间域解析延拓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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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位场四阶导数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重力场沿 X 轴 Y 轴 Z 轴的二阶导数及四阶导数值。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空间域位场转换”的“求位场四阶导数”命令，可打

开如图 4.71.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在纵横向点对个数下拉选项中，选择输入数

据纵横向点对个数。 

在选择方法下拉选项中输入计算结果的类

型，有 Gxx、Gx4、Gyy、Gy4、Gzz、Gz4、Gx2y2

可供选择。 

4.72  用二维迭加求和法作位场转换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用二维迭加求和方法，进行位场延拓和转换。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空间域位场转换”

的“用二维迭加求和法作位场转换”命令，可打

开如图 4.72.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选择输入计算类型，可供选择的有：计算上

延结果； 

在计算上延同时求场的 X 分量 hax；求场的 Y 分量 hay；求场的 X 分量的一次

导数；求场的 Y 分量的一次导数；求场的 Z 分量的一次导数；求 hax 对 X 分量的一

次导数；求 hay 对 Y 分量的一次导数；求场的 X 分量的二次导数；求场的 Y 分量的

二次导数；求场的 Z 分量的二次导数；求 hax 对 X 分量的二次导数；求 hay 对 Y 分

量的二次导数。 

图 4.71.1  求位场四阶导数操作界面 

图 4.72.1  用二维迭加求和法作 

位场转换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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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八方位化极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三度Za或△T作化极和求伪重力异常计算，适用于正方形网格数据，

测线方向与磁北方向夹角越小效果越好。 

二、操作说明 

1、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八方位化极”命

令，可打开如图 4.73.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选择控制系数是否为Δ T 或者为 Za。 

4.74  小波变换多尺度分解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使用小波变换完成重力数据的多尺度分解。  

二、数据准备 

可识别数据为 GRD 数据。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平面数

据处理”的“小波变换多尺度分解”

命令，可打开如图 4.74.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计算阶次：设置范围在 1-10 之间，整数。不同阶次代表着不同的深度信息，但

具体是多少深度的信息，需要自己进行确认。 

4.75  小波变换密度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是根据小波变换多尺度分解的结果完成密度反演。  

二、数据准备 

可识别数据为小波变换以后的不同阶次的 GRD 数据。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平面数据处理”的“小波变换密度反演”命令，可打

图 4.73.1  八方位化极操作界面 

图 4.74.1  小波变换多尺度分解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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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如图 4.75.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反演层数：设置

范围在 1-10 之间，整

数。 

2、深度：单位为公

里值，不同阶数的 GRD

数据代表着不同深度的

信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设置深度和选择不同阶次的 GRD 数据与之对应。 

4.76  小波变换界面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是根据小波

变换多尺度分解的结果

完成界面反演。  

二、数据准备 

可识别数据为小波

变换以后的不同阶次的

GRD 数据。 

三、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平面数据处理”的“小波变换界面反演”命令，可打

开如图 4.76.1所示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反演层数：设置范围在 1-10 之间，整数。 

2、平均深度：单位为公里值，不同阶数的 GRD 数据代表着不同深度的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深度和选择不同阶次的 GRD 数据与之对应。 

3、平均密度差：为上界面密度-下界面密度。 

4.77  垂直棱柱体三维重磁场正演 

一、程序功能 

图 4.76.1  小波变换界面反演操作界面 

图 4.75.1  小波变换密度反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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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8.1  倾斜接触面水平断层磁场正演操作界面  

本程序正演计算垂直棱柱体模型的三维 Xa、Ya、Za、Ta 磁场及重力 g 场。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模型正演”子

菜单下的“垂直棱柱体三维重磁场正演”命令，

可打开如图 4.77.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在参数输入有入：线数、点数、线距、点距、

磁倾角、磁偏角、磁化强度、棱柱体的 X、Y、Z

方向宽度、起点 X、Y坐标、柱心 X、Y坐标、柱

心埋深、柱体密度（克/立方厘米）。 

计算场值结果选择，重力 g 场、Xa 磁场、Ya 磁场、Za 磁场和 Ta 磁场。 

4.78  斜接触面水平断层磁场正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正演计算具倾斜接触面的

水平层（断层）模型的二维 Za，Ha，Ta

磁场。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模型

正演”子菜单下的“倾斜接触面水平

断层磁场正演”命令，可打开如图

4.78.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参数输入：剖面点数、点

距、水平层上顶角 X坐标、水

平层上顶角埋深、水平层厚

度、水平层有效磁化强度倾角

(度)、倾斜接触面与水平面的

夹角(度)、水平层有效磁化强

度。 

模型控制参数选择：水平层分布于正 X轴方向和水平层分布于负 X轴方向。 

图 4.77.1 垂直棱柱体三维重磁场 

正演操作界面 

图 4.78.2  倾斜接触面水平断层磁场正演结果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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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磁场结果选择：Za磁场、Ha磁场和 Ta磁场。  

四、结果说明 

例如：有一个水平层上顶角 X 坐标 800 米、水平层上顶角埋深 200 米、水平层

厚度 300 米、水平层有效磁化强度倾角 90 度、倾斜接触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90 度、

其水平层有效磁化强度 50，正演计算一个水平层分布于正 X 轴方向的点距为 50 米

的 31个点的剖面线，其 Za、Ha、Ta磁场曲线结果如图 4.78.2。 

4.79  水平圆柱体磁场正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用正演计算水平圆柱体模型的 Za、

Ha、Ta磁场。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模型正演”

子菜单中的“水平圆柱体磁场正演”命令，可

打开如图 4.79.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参数输入有：剖面点数、点距、水

平圆柱体中心 X坐标、水平圆柱体中心

埋深、水平圆柱体磁矩、水平圆柱体有

效磁化强度倾角。 

计算磁场分量结果选择：Za磁场、

Ha磁场、Ta磁场。 

四、结果说明 

例如：有一个半径为 100 米，圆柱中心坐标为 800 米，中心埋深为 200 米的圆

柱体，其磁矩为 50×1e6，正演计算一个点距为 50 米的 31 个点的剖面线，其 Za、

Ha、Ta曲线结果如图 4.79.2。 

4.80  水平圆柱体重力场正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为正演计算水平圆柱体模型的二维重力 g场、gx导数场、gz导数场、gzz

导数场。 

图 4.79.1  水平圆柱体磁场正演操作界面 

图 4.79.2  水平圆柱体磁场正演结果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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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模型正演”子菜单中的“水平圆柱体重力场正演”

命令，可打开如图 4.80.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输入剖面点数、点距、圆柱体半径、圆柱体中心 X 坐标、圆柱体中心埋深、密

度(克/立方厘米)。 

计算结果选择：重力 g场、gx导数场、gz导数场、gzz导数场。 

四、结果说明 

例如：有一个半径为 100米，圆柱中心坐标为 800米，埋深为 200米的圆柱体，

其密度差为 0.1克/每立方厘米，正演计算一个点距为 50米的 31个点的剖面线，其

重力 g 场、gx 导数场、gz 导数场、gzz 导数场结

果如图 4.80.2： 

4.81  球体模型三维磁场正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是正演计算球体模型的三维 Za、Xa、

Ya、Ta以及垂直磁化 Zz磁场。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模型正演”子

菜单下的“球体模型三维磁场正演”命令，可打开如图 4.81.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输入线数、点数、线距、点距、球心 X 坐标、球心 Y 坐标、球心埋深、球体磁

矩、磁体强度倾角、磁化强度偏角。 

计算结果选择：Za、Xa、Ya、Ta、Zz(垂直磁化)。 

图 4.80.2  水平圆柱体重力场正演结果浏览 图 4.80.1 水平圆柱体重力场正演操作界面 

图 4.81.1  球体模型三维磁场 

正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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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边界元法三度任意形体重磁正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利用三角形边界元对模型体进行剖分，使体积分转换为面积分，再计算

任意磁化方向的模型体磁场和三维空间变密度的模型体重力场值。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模型正演”子菜

单下的“边界元法三度任意形体重磁正演”命令，

可打开如图 4.82.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坐标文件存放模型角点 X、Y、Z坐标。 

编码文件存放三角元角点排列顺序编号。 

输入：三角元个数、模型角点个数、X轴方向

计算的点数(以米为单位)、点距、起算点坐际；Y

轴方向计算的点数(以米为单位)、点距、起算点坐

际。 

选择计算类型：选择计算磁场，输入磁偏角、磁倾角、磁化强度；选择计算重

力场，输入密度沿 X轴、Y轴、Z轴的变化率、剩余密度。 

高斯变元数、模型体顶深(向下为正)。 

4.83  三度密度单界面重力场正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利用三维密度界面正演的近似公式计算均匀密度的三度起伏单界面的重

力值。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力模型正反演”

子菜单下的“三度密度单界面重力场正演”命令，

可打开如图 4.83.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数据文件是均匀密度起伏单界面 GRD 网格数

据(深度值)。 

图 4.82.1  边界元法三度任意形体 

重磁正演操作界面 

图 4.83.1 三度密度单界面重力场 

正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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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输入：上下层密度差（取正值）和计算域选择参数(如果输入=7，则数据四

周各有 7点和 7线不计算)。 

结果文件输出了计算所得的重力值。 

4.84  U-函数作三维单一密度界面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对重力数据用 U-函数作三维单一密

度界面反演。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模型反演”子

菜单中的“用 U-函数作三维单一密度界面反演”

命令，可打开如图 4.84.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GRD网格数据存放测点的重力值，单位：毫伽。 

输入纵向积分区间数之半、横向积分区间数之半、已知点的线号、点号、深度

（米）、重力值（毫伽）、密度差（界面上密度减界面下密度，单位：克/立方厘米）。 

结果 GRD网格数据文件存放测点的界面深度值（单位：米）。 

4.85  三度密度单界面重力场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三维密度界面反演近似公式，

用迭代法反演密度均匀的三度起伏单界面深度。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重磁模型反演”子菜单

中的“三度密度单界面重力场反演”命令，可打开

如图 4.85.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重力数据格式为 GRD网格数据，控制点文件格式为测点号、测线号、深度值。 

在“是否有控制点”下拉列表中如选择“有控制点”，则需要输入“控制点文件”。 

输入密度差、平均深度、域参数和迭代精度，其中如果域参数选择为 5，则表

示数据四周各有 5个点 5条线不计算，迭代精度的取值范围为 0.01～1。 

图 4.84.1  用 U-函数作三维单一 

密度界面反演操作界面 

 

图 4.85.1  三度密度单界面重力场

反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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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二度体磁异常马奎特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对二度体磁异常马奎特方法进行反演

计算，模拟磁性体的模型是倾斜板。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模型反演”子菜

单中的“二度体磁异常马奎特反演”命令，可打开

如图 4.86.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输入实测磁异常剖面数据文件，剖面高程数据

文件，初始模型及模型约束上下限数据。 

输入模板个数（每个模板有 7个参数，顺序为：板中心 X 坐标、板顶面埋深、

板顶宽、延深长、板倾角、磁倾角、磁化强度），剖面点数和点距。 

结果为经过迭代后的最终参数和最终参数情况下的理论磁异常。即“反演剖面

结果文件”和“反演模型结果文件”。 

四、结果说明 

例如：有一个 41点实测磁异常剖面，设剖面为一水平面即高程为 0。 

磁异常文件：-20.6 -19.3 -17.5 -15.0 -11.7 -7.5 -2.1 4.6 13.0 23.135.1 

49.1 65.0 82.6 99.4 118.3 138.4 154.6 167.4 175.6 178.4 175.6 167.4 154.6 

138.4 118.3 99.4 82.6 65.0 49.1 35.1 23.1 13.0 4.6 -2.1 -7.5 -11.7 -15.0 -17.5 

-19.3 -20.6 

剖面高程：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模型参数是输入的模型初始值，上下限

是模型约束范围，结果参数是经迭代后的最

终模型参数，初始场值及模拟计算结果场值见例子中的数据文件和结果文件。计算

模型的数据格式如表 4.86.1，结果如图 4.86.2所示。 

图 4.86.1  二度体磁异常马奎特 

反演操作界面 

图 4.86.2  二度体磁异常马奎特 

反演结果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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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6.1  模型的数据格式表 

 
板中心 

X 坐标 

板顶面 

埋深 
板顶宽 延深长 板倾角 磁倾角 磁化强度 

模型参数 600 200 120 150 90 90 100 

模型参数下限 500 100 50 50 90 90 50 

模型参数上限 700 400 200 250 90 90 150 

结果参数 600.054 260.636 66.188 137.896 90 90 149.802 

4.87  三度体磁异常马奎特法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应用改进的马奎特方法与直立长方体组合模型解磁法反问题。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模型反演”子菜单中的“三度体磁异常马奎特反

演”命令，可打开如图 4.87.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三度体磁异常马奎特反演模块需要输入拟合点

数据文件和高程数据文件，其中拟合点文件的格式

为：  

X1，Y1，Z1，Za1  

X2，Y2，Z2，Za2  

… …  

Xn，Yn，Zn，Zan  

其中 X、Y分别为拟合点的坐标，Z为高程值，Za为磁异常值。 

高程数据文件的格式为一个二维数据，当观测面为平面时应置为 0。结果文件

存储测点的理论计算异常。 

输入拟合点数、计算次数（一般为 20-80）、X方向、Y方向长方体数、点距、线

距。 

输入组合长方体中心的 X、Y、Z 坐标、长方体分别沿 X、Y、Z 轴方向的长度、

磁化强度沿 X、Y、Z三个方向磁化强度的下界和上界。 

四、结果说明 

例如：有一磁异常（Za），31条线，每线 31个点，点距 100米，线距 100米，

高磁性体初始模型为组合长方体，沿 X 方向 2 个长方体，沿 Y 方 2 个长方体，即 2

图 4.87.1  三度体磁异常马奎特 

反演操作界面 



第 4 章  重磁子系统 

 139 

×2 个长方体，组合长方体的中心坐标为 1500，1500，500，沿三个方向的长度分别

为 300，300，300米，磁化强度沿三坐标轴分量的下限和上限分别为：Jx1=0，Jx2=0，

Jy1=1，Jy2=1，Jz1=1，Jz2=4，单位：A/M。从 31×31 的磁异常（Za）中挑选异常

中心的 49个拟合点。计算次数 30，长方体的参数为(1500，1500，500，300，300，

300，0，0，1，1，1，4)，高程数据为 31×31的 0.0（即水平地形模型）。拟合点

的坐标，高程及异常值见下面，全部数据见附例。 

X    Y    H  Za 

1200 1200 0 5.01 

1200 1300 0 7.95 

… … 

1500 1500 0 21.55 

1500 1600 0 16.92 

… … 

1800 1800 0 -2.15 

结果为 2×2个长方体从左到右，从下到上的排列顺序： 

355.446 425.396     第一个小长方体的上顶深度和下底深度 

379.587 381.165     第二个小长方体的上顶深度和下底深度 

300.211 437.911     第三个小长方体的上顶深度和下底深度 

363.395 380.705     第四个小长方体的上顶深度和下底深度 

1350.487 1369.016   第一个小长方体的左下角坐标 

81.853 130.507      小长方体的长和宽 

0.000 1.000 2.815   磁化强度的三个分量 Jx、Jy、Jz 

4.88  新函数法自动反演剖面磁异常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应用新函数法对剖面上的磁异常作自动反演，求磁性体中心坐标及深度。  

二、操作说明 

单击“重磁”菜单下的“重磁模型反演”子菜单中的“新函数法自动反演剖面

磁异常”命令，可打开如图 4.88.1所示的操作界面： 

分别装入“航磁异常文件”、“化极后文件”、“新函数点号文件”。  

三、参数说明  

磁性体控制参数：点磁极、磁偶极子(即球体)、线磁极(即顺层磁化无限延深薄

板)、斜交磁化薄板、水平圆柱体。 



第 4 章  重磁子系统 

 140 

数据性质参数：垂直磁异常 Za和水平磁异常

Ha、航磁异常 T 和化极后的航磁异常 T，对于点

极和球体，数据可以为以上两者；对于线磁极，

斜交磁化薄板，水平圆柱体数据只能是 Za 和 Ha。 

输入剖面磁方位角、磁化倾角、点数、点距。 

航磁异常文件：存放航磁异常或垂直磁异常

（单位 nT）； 

化极后文件：存放化极后的磁异常或水平磁

异常（单位 nT）； 

新函数点号文件：存放新函数点的点号，左

边起始点为一号点。 

界面结果信息有：磁性体的中心坐标（左端第一个测点 X 坐标为 0）、磁性体

的深度、磁化倾角（当磁性体为球体时）或磁化方向与板面的夹角（当磁性体为斜

交磁化薄板时），单位为度。 

4.89  切线法剖面反演 

一、程序功能 

1、△T对称异常切线法计算磁性体顶

板平均埋藏深度、磁化强度和磁性体宽度

(异常特征角ε =0°) 。 

2、Δ T不对称异常切线法计算磁性体

顶板平均埋藏深度、磁化强度和磁性体宽度

(ε =0°～90°)。 

3、Δ T正负等量伴生异常切线法计算

磁性体顶板平均埋藏深度(ε =90°)。  

二、方法原理 

△T剖面磁异常切线法计算通常采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板状体模型，在不考虑剩

磁影响的情况下，计算出板状体△T 剖面磁异常切线法系数表，利用此表计算得到

磁性体顶板平均埋藏深度、磁化强度和磁性体宽度。 

在斜磁化条件下，Δ T剖面磁异常的曲线形态完全由特征角ε 决定，随着ε 角

度变化，△T剖面异常曲线有不同的特征，归纳为 8种类型，如图 4.89.1所示。其

图 4.88.1  新函数法自动反演 

剖面磁异常操作界面  

 

图 4.89.1 各种异常特征角的板状体 

△T 异常形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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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ε = 90°＋α －i－i0，α 为板状体倾角，i为沿剖面方向的总有效磁化倾角，i0

为沿面方向的有效地磁倾角。当总磁化方向与地磁场磁化方向一致时 i－i0，又当

板状体为直立情况时，α =90°，特征角表达式可简化为ε =180°－2i。 

从图 4.89.1 可以看到：ε =0°和ε =180°的异常形态相同，均为对称异常曲

线，只是两者为镜像关系，在进行△T剖面磁异常反演计算时所用方法相同；ε = 90°

和ε =270°的异常形态均为正负等量伴生曲线，两者为镜像关系，在进行△T 剖面

磁异常反演计算时所用方法亦相同；ε =45°、ε =315°、ε =225°和ε =135°的异

常形态两两为镜像关系，这四种曲线在进行△T 剖面磁异常反演计算时所用方法相

同。因此，上述 8 种情况可以简化为 4 种情况，即垂直磁化─用对称异常切线法计

算（选参数    ε =0°)；斜磁化─根据斜磁化程度选用稍不对称异常切线法(选参

数ε =0°～50°)、很不对称异常切线法(选参数ε =40°～90°)和正负异常等量伴

生切线法(选参数   ε =90°)来计算。 

三、操作说明 

1、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切线法剖面反演”命令，或单击“快捷工具栏”中

“重磁”工具中的“切线法剖面反演”命令，打开如图 4.89.2操作界面。 

 

2、点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打开实测数据”菜单项，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浏览实测数据，选择相应的数据列，点击“确定”按钮打开实测数据。 

 

图 4.89.2  切线法剖面反演操作界面 



第 4 章  重磁子系统 

 142 

3、在操作界面右侧选择曲线形态，根据图示，在视图区域的实测曲线上绘制切

线、极值点和拐点。 

：绘制切线，选择此按钮，光标置于曲线上，单击鼠标左键，然后拖动光标

到合适位置，再次单击鼠标左键完成一条切线的绘制。 

：绘制极值点，选择此按钮，在曲线极值位置单击鼠标左键完成极值点绘制。 

：绘制拐点，选择此按钮，在曲线拐点位置单击鼠标左键完成拐点的绘制。 

：选择此按钮，将鼠标光标置于切线、拐点、极值点上拖动可以对其进行修

改调整。 

：删除切线、拐点、极值点。 

：清除所有的切线、拐点、极值点。 

绘制完毕后点击“计算”按钮进行计算。 

4、其它功能 

打开工程； 清空工程； 保存工程；保存图形； 导出图片； 圆滑实

测曲线。 

4.90  外奎尔法剖面反演 

一、程序功能 

利用△T异常曲线两侧拐点，计算磁性体顶板平均埋藏深度。  

二、方法原理 

△T 异常曲线两侧拐点附近最陡斜率与切线较重合部分的水平投影距离乘以一

个系数，即是磁性体顶板平均埋藏深度，如图

4.90.1和式(1)。这是一种近似的方法，也是

生产实践中应用十分广泛的方法。 

h=K×(X2-X1) …………(1) 

式中 X2、X1 分别为切线与Δ T 剖面异常

离开重合部分的水平坐标，K系数通过经验来

确定，h为磁性体顶板平均埋藏深度。  

三、操作说明 

1、单击“重磁”菜单下的“外奎尔法剖面反演”命令，打开如图 4.90.2 操作界

面。  

图 4.90.1  外奎尔法求取磁性体顶面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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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打开实测数据”菜单项，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浏览实测数据，选择相应的数据列，点击“确定”按钮打开实测数据。 

3、在视图区域的实测曲线上绘制一条切线以及 2 个交点。 

：绘制切线，选择此按钮，光标置于曲线上，单击鼠标左键，然后拖动光标

到合适位置，再次单击鼠标左键完成一条切线的绘制。 

：绘制拐点，选择此按钮，在曲线与切线相交位置单击鼠标左键完成交点的

绘制。 

：选择此按钮，将鼠标光标置于切线、拐点、极值点上拖动可以对其进行修

改调整。 

：删除切线、拐点、极值点。 

：清除所有的切线、拐点、极值点。 

绘制完毕后点击工具栏上的“计算”按钮进行计算。 

4.91  二度半重磁剖面联合正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利用多边形截面棱柱体重磁正反演公式，通过给理论模型赋重磁属性参

数，正演计算出重磁理论曲线，然后与实测异常曲线进行对比,不断修改模型，使理

论曲线与实测曲线相拟合，从而达到解释重磁异常的目的。 

二、数据说明 

1、如果为反演，实测数据为*.txt 或*.csv 格式，包含点号(点距)、磁法、重

图 4.90.2  外奎尔法剖面反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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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1.2  二度半重磁剖面联合反演操作界面 

力、高程等数据列，数据列之间使

用英文逗号或空格分隔。 

2、如果为正演，需要输入 X最

小值、X最大值、正演点数。 

三、操作说明 

1、单击“重磁”菜单下的“二

度半重磁剖面联合反演”命令，打

开操作界面，点击 按钮，在弹出

的菜单中选择“新建”命令，可打开如图 4.91.1所示的界面。 

1）勾选“反演”单选框表示进行反演，选择反演的数据类型，点击“浏览”按

钮，选择相应的数据列。 

2）勾选“正演”单选框表示进行正演,选择正演的数据类型，输入 X 最小值、X

最大值，正演数据个数（正演点数）。 

3）输入围岩磁化强度、地磁场倾角、地磁场偏角、背景密度、剖面方位角。 

4）点击“确定”按钮回到操作界面。 

2、操作界面分为视图区域与设置区域，视图区域显示重力曲线、磁法曲线、模

型体以及操作；设置区域进行模型体参数、正反演基本参数、横轴、纵轴、图幅等

参数进行设置。 

3、模型体操

作 ， 如 下 图

4.91.2所示： 

1）选择 按

钮，在模型区点

击鼠标左键绘制

模型体，需要结

束绘制时点击鼠

标右键，在弹出

的“模型体属性

对话框”中输入

模型体，点“确定”创建任意形状模型体。 

 

图 4.91.1  二度半重磁剖面联合反演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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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 按钮，在模型区按下鼠标左键，首先绘制板状体纵向一条边，松开鼠

标左键，然后再按下鼠标左键拖动绘制标准板状体。 

3）选择 按钮，可以通过鼠标拖拉改变模型体的形态和位置，如光标放在模型

体上，按下鼠标拖动，可以移动模型体的位置；光标放在模型边界节点上，按下鼠

标拖动，可以移动边界节点；选中模型体后，模型体参数将在右侧模型参数设置表

格中显示，可以就行修改。 

4）选择 按钮，移动光标至模型体边界上需要增加节点的位置单击鼠标左键，

可在模型体边界上增加节点。 

5）选择 按钮，移动光标至需要删除的模型体上单击鼠标左键，可以删除该模型

体。 

6）选择 按钮，移动光标至需要删除的模型体节点上单击鼠标左键，可以删除

边界上的节点。 

7）选择 按钮，移动光标至节点上单击鼠标左键，将弹出节点属性修改对话框，

可以修改节点属性。 

8）选择 按钮，移动光标至标准板状体边或节点上，按下鼠标左键拖动可以调

整标准板状体的倾角、顶板宽、延深等参数； 

9）选择 按钮，移动光标至模型体上，按下鼠标左键拖动，可使模型体按中心

点进行旋转。 

10）选择 按钮，移动光标至模型体节点上，按下鼠标左键拖动节点至要合并

的节点上，松开鼠标左键完成节点合并。 

11）选择 按钮，移

动光标至模型体公共节

点上单击鼠标左键，完成

公共节点分离。 

4、从异常图截取剖

面进行反演： 

点击按钮，在弹出的

菜单中选择“从异常图截

取剖面进行反演”命令，

可从 GRD数据上截取剖面来作为实测数据如下图 4.91.3所示。 

 

图 4.91.3  从异常图截取剖面进行反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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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导入地质剖面底图作为模型体绘制参考： 

点击 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

选择“导入地质剖面底图”命令，

在弹出的对话框如图 4.91.4 中，

点击“浏览”按钮打开地质图像，

然后点击按钮 输入两个控制

点，分别给控制点输入要在模型

区显示的实际坐标，也可以点击

从数据文件中获取坐标点，点击

数据文件表中相应的数据行，方

便的将 X 列、Y 列的数据填写到实际坐标编辑框中，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地

质图装入。 

点击 按钮可以清除地质底图。 

6、点击 按钮，保存储量计算结果如图 4.91.5 所示；储量的计算公式为:储量 = 

K * S * L * sin( alpha) * ρ * 0.0001,其中：K 为 K 系数，S 为截面积(m
2
)，L 为里端

延伸长度和外端延伸长度之和(m)，alpha 为异常体与剖面的夹角(度)，ρ (g/cm
3
)为异

常体的密度,储量单位为万吨。 

7、计算模型体参数： 

点击 按钮，可以计算和保存异常体模型参数如图 4.91.6 所示。 

 

图 4.91.4  导入地质剖面底图操作界面 

图 4.91.5  储量结果计算显示界面 图 4.91.6  异常体模型参数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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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电法子系统 

5.1  V8 CSAMT Universal Sounding Format 格式(*.usf) 

一、位置 

电法->电法数据整理->V8 多功能电法测量系统->CSAMT Universal Sounding 

Format格式(*.usf)。 

二、说明 

本程序将 V8 仪器导出的 CSAMT usf 格式文件转换为 GeoIPAS 系统能够识别的

csv 格式文件。  

CSAMT usf 文件中相位单位为度，电阻率单位为欧姆·米；单个 usf 文件通常

包含多个排列，各排列又包含多个测深点，各排列中测点点号和排列号一致，没有

加以区分，在转换到 GeoIPAS csv 格式时，需要进行点号设置。 

三、操作 

1）点击“数据路径”对应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usf 为后缀的文件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

击“>”按钮加入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换列表，或者点击“<”、

"<<"按钮从转换列表移除，转换后的数据将在右边表格中显示。 

2）usf格式数据中保存有多个排列的数据，各排列中测点点号和排列号一致，

没有加以区分，所以需要用户手动设置点号，点击“点号设置”按钮打开“点号设

置对话框”。 

此对话框上方表格中“排列号”表示每个排列的标识；“测深点数”表示该排

列包含的测深点数；“排列起始点号”表示该排列第一个测点的编号；“点号间隔”

表示各个测点之间编号的间隔差，间隔差为正点号递增，间隔差为负点号递减；完

成表格的编辑之后，点击“预览点号↓”按钮后，在下方的点号表格中生成每个测

点的点号，也可对测点点号进行编辑，点击“确定”后点号设置完成。 

3）选择结果文件名后点击主界面“确定”按钮完成转换。 



第 5 章  电法子系统 

 148 

5.2  V8 CSAMT AVG 格式(*.avg) 

一、位置 

“电法”->“电法数据整理”->“V8 多功能电法测量系统”->“CSAMT AVG 格

式(*.avg)”。 

二、说明 

本程序将 V8仪器导出的 CSAMT avg格式文件转换为系统能够识别的 csv格式文

件。 

avg格式中相位单位为度，电阻率单位为欧姆·米。 

三、操作 

1）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avg为后缀的文

件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入

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换列表，或者点击“<”、"<<"按钮从

转换列表移除，转换后的数据将在右边表格中显示。 

2）一个 avg格式数据文件保存一个排列的数据，排列中测点点号和排列号一致，

没有加以区分，所以需要用户手动设置点号，点击“点号设置”按钮打开“点号设

置对话框”。 

此对话框上方表格中“排列号”表示每个排列的标识；“测深点数”表示该排

列包含的测深点数；“排列起始点号”表示该排列第一个测点的编号；“点号间隔”

表示各个测点之间编号的间隔差，间隔差为正点号递增，间隔差为负点号递减。完

成表格的编辑之后，点击“预览点号↓”按钮后，在下方的点号表中生成每个测点

的点号，也可对测点点号进行编辑，点击“确定”后点号设置完成。 

3）选择结果保存文件后点击主界面“确定”按钮完成转换。 

5.3  V8 CSAMT Cross Section Data 格式(*.sec) 

一、位置 

“电法”->“电法数据整理”->“V8 多功能电法测量系统”->“CSAMT Cross 

Section Data 格式(*.sec)”。 

二、说明 

本程序将 V8 仪器导出的 CSAMT sec 格式文件转换为系统识别的 csv 格式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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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MT sec 格式中相位单位为度，电阻率单位为欧姆·米。 

三、操作 

1）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sec 为后缀的文

件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

入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列表，或者点击“<”、"<<"按钮

从转换列表移除，转换后的数据将在右边表格中显示。 

2）选择结果保存文件后点击主界面“确定”按钮完成转换。 

5.4  V8 CSAMT WinGlink TXT 格式(*.txt) 

一、位置 

“电法”->“电法数据整理”->“V8 多功能电法测量系统”->“CSAMT 

WinGlink TXT 格式(*.txt)” 

二、说明 

本程序将V8仪器导出的CSAMT txt格式文件转换为系统识别的 csv格式文件。 

txt 格式数据每个排列有一个目录文件，目录文件关联该排列包含的测点信息

存放位置，数据中相位单位为度，电阻率单位为欧姆·米。 

三、操作 

1）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txt 为后缀的文

件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

入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换列表，或者点击“<”、"<<"按

钮从转换列表移除，转换后的数据将在右边表格中显示。 

通过目录文件整理：选择此项，只显示目录文件的列表，选择目录文件后，该

目录文件包含的数据文件将全部转换。  

直接整理数据文件：选择此项，不显示目录文件，只显示数据文件，直接选择

数据文件进行转换。  

2）一个 txt 目录文件包含一个排列的数据，排列中测点点号和排列号一致，没

有加以区分，所以需要用户手动设置点号，点击“点号设置”按钮打开“点号设置

对话框”。 

此对话框上方表格中“排列号”表示每个排列的标识；“测深点数”表示该排

列包含的测深点数；“排列起始点号”表示该排列第一个测点的编号；“点号间

隔”表示各个测点之间编号的间隔差，间隔差为正点号递增，间隔差为负点号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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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完成表格的编辑之后，点击“设置”按钮后，在下方的点号表中生成每个测点

的点号，也可对测点点号进行编辑，点击“确定”后点号设置完成。 

3）选择结果保存文件后点击主界面“确定”按钮完成转换。 

5.5  V8 TEM Universal Sounding Format 格式(*.usf) 

一、位置 

“电法” ->“电法数据整理” ->“V8 多功能电法测量系统” ->“TEM 

Universal Sounding Format 格式(*.usf)”。  

二、说明 

本程序将 V8 仪器导出 TEM usf 格式文件转换为系统识别的 csv 格式文件。 

V8 TEM USF 文件中时间单位为“秒”，转换之后的 csv 格式中时间已自动转

换为“毫秒”，观测值的单位： 

V/AMP (volts per Ampere)；  

V/AM2 (volts/Ampere-square meter)；  

V/M2(volts/square meter)；  

T/SEC (Teslas/second, which is numerically equivalent to V/M2)；  

三、操作 

1）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usf 为后缀的文

件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

入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列表，或者点击“<”、"<<"按钮

从转换列表移除。 

2）选择结果保存文件后点击主界面“确定”按钮完成转换。 

5.6  V8 TEM AVG 格式(*.avg) 

一、位置 

“电法”->“电法数据整理”->“V8 多功能电法测量系统”->“TEM AVG 格

式(*.avg)”。 

二、说明 

本程序将 V8 仪器导出 TEM avg 格式文件转换为系统识别的 csv 格式文件。 

V8 TEM AVG 文件中观测值的单位为“Micro V/Amp”，时间单位为“毫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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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 

1）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avg 为后缀的文

件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

入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换列表，或者点击“<”、"<<"按

钮从转换列表移除。 

2）选择结果保存文件后点击主界面“确定”按钮完成转换。 

5.7  V8 TEM DAT 格式(*.dat) 

一、位置 

“电法”->“电法数据整理”->“V8 多功能电法测量系统”->“TEM DAT 格

式(*.dat)”。 

二、说明 

本程序将 V8 仪器导出的 TEM dat 格式文件转换为 GeoIPAS 系统识别的 csv 格

式文件。 

V8 TEM Dat 文件中观测值的单位： nT/(S.A)，时间单位：毫秒。 

三、操作 

1）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dat 为后缀的文

件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

入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换列表，或者点击“<”、"<<"按

钮从转换列表移除。 

2）选择结果保存文件后点击主界面“确定”按钮完成转换。 

5.8  GDP-32 多功能电法工作站 

一、位置 

“电法”->“电法数据整理”->“GDP-32 多功能电法工作站”。 

二、说明 

本程序将 GDP-32 多功能电法工作站导出的 avg 格式文件转换为系统识别的 csv

格式文件。 

GDP-32 avg 文件中相位的单位为毫弧度，skp 的值为 2 表示为无问题点。

GDP-32 能够转换如下勘查方法获得的观测数据： 

电阻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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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极化法（频域或时域）  

复电阻率法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CSAMT）  

谐波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HACSAMT）  

频域电磁法（FEM）  

瞬变电磁法（TEM）  

纳米（Nano）瞬变电磁法（一种非常早期时间效应的 TEM）  

连续的纳米（Nano）瞬变电磁法  

天然源大地电磁法  

天然源音频大地电磁法  

三、操作 

1）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avg 为后缀的文

件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

入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列表，或者点击“<”、"<<"按钮

从转换列表移除。 

2）浏览转换后的结果文件存放位置，点击确定完成转换；如果转换的是 TEM

数据，将弹出“转换设置对话框”选择相应频率与测点进行导出。 

5.9  EH-4 大地电磁测深系统 

一、位置 

“电法”->“电法数据整理”->“EH-4大地电磁测深系统”。 

二、说明 

本程序将 EH-4大地电磁测深系统导出的 z文件格式转换为系统识别的 csv格式

文件。 

EH-4 z文件中相位的单位为度。EH-4 z文件以线号为文件名，点号为文件后缀

名，每一个文件存放一个测点的测深数据。 

三、操作 

1）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z开头的文件名

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入转

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换列表，或者点击“<”、"<<"按钮从

转换列表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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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需要设置线号，点击“统改线号…”按钮，将弹出“统改线号对话框”

完成统改。 

3）浏览转换后的结果文件存放位置，点击“确定”按钮完成转换。 

5.10  奔腾数控 WDJD 多功能数字直流激电仪 

一、位置 

“电法”->“电法数据整理”->“奔腾数控 WDJD多功能数字直流激电仪”。  

二、说明 

本程序将 WDJD 多功能数字直流激电仪导出的 fda 文件格式转换为系统识别的

csv 格式文件。 

三、操作 

1）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fda为后缀名的

文件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

入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换列表，或者点击“<”、"<<"按钮

从转换列表移除。 

2）浏览转换后的结果文件存放位置，点击“确定”完成转换。 

5.11  CSAMT AB 极坐标计算 

CSAMT AB极坐标计算 

一、位置 

“电法”->“大地电磁测深(MT AMT CSAMT)”->“CSAMT AB极坐标计算”。  

二、说明 

本程序完成 CSAMT中发射极 A、B坐标的计算。 

三、操作 

在“CSAMT AB极坐标计算参数设置对话框”中输入相应的参数后，点击自动计

算图名和标注大小，然后点击“确定”按钮进行计算。 

1）发射极布设：设置 AB在剖面以西或以南或以东或以北。 

2）剖面中心点坐标：测量剖面的中心点坐标，X加带号。 

3）点击“保存”按钮，可以将计算结果保存为图形或文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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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大地电磁测深曲线输出 

大地电磁测深曲线输出 

一、位置 

“电法”->“大地电磁测深(MT AMT CSAMT)”->“大地电磁测深曲线输出”。  

二、说明 

本程序将野外采集的 MT、AMT、CSAMT观测数据输出为图形。 

三、操作 

1）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打开数据； ：保存结果； ：导出图片； ：

设置参数； ：查看频率。 

2）点击 按钮，将弹出“打开数据”对话框，选择数据文件与结果文件，选择

相应的列，点击“确定”按钮，将生成各测深点的视电阻率、相位曲线。 

3）点击 设置按钮，将弹出参数设置对话框，通过该对话可以设置：视电阻率

坐标轴对数参数；  

相位纵轴的刻度数、数据比例尺；  

各坐标系间的距离、绘制列数、标注的高度与宽度；  

曲线形态：只绘制数据点、只绘制曲线、同时绘制数据点和曲线；  

曲线的宽度、颜色；数据点子图、颜色、高度、宽度；  

图名的高度、宽度。 

5.13  大地电磁测深数据编辑 

大地电磁测深数据编辑 

一、位置 

“电法”->“大地电磁测深(MT AMT CSAMT)”->“大地电磁测深数据编辑”。  

二、说明 

本程序完成 MT、AMT、CSAMT三种方法原始数据的编辑，消除仪器噪声、风噪声、

天然电磁噪声和人文噪声引起的明显畸变。可根据野外观测工作原始记录的信息、

视电阻率曲线趋势特征、误差统计表或分布曲线，对受干扰大、噪声强的数据做合

理的编辑（剔除或圆滑）处理。 

三、操作 

1）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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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数据；

：保存结果； ：

移点，选中此按钮，

将光标移动到红色曲

线数据点上，按下鼠

标左键拖动改变数据

点数值； ：删点，

选中此按钮，将光标

移动到红色曲线数据

点上或拉框删除数据

点，如果选择“应用

到所有测深点”，则每个测深点对应的频点数据均被删除； ：圆滑处理，对曲线

进行圆滑处理，如果选择“应用到所有测深点”，则每个测深点曲线均做圆滑处理；

：频段截取，在曲线上截取某一频段的数据； ：点号设置； ：线号设置；

：高程设置； ：设置； ：查看频率信息。 

2）点击按钮，将弹出“打开数据对话框”，选择数据文件，选择相应的数据列。 

3）点击“确定”按钮，将生成各测深点的视电阻率、相位曲线，程序界面左边

为测深剖面及包含的测深点，右边为视电阻率与相位曲线，红色为当前测深点的曲

线，蓝色为下一测深点曲线，绿色为上一测深点曲线。 

4）设置：点击 设置按钮，将弹出对话框，通过该对话可以设置： 

视电阻率坐标轴对数参数；  

相位纵轴的刻度数、数据比例尺；  

坐标系间的距离、标注的高度与宽度；  

曲线的宽度、颜色；数据点子图、颜色、高度、宽度；  

同时显示的测深点曲线数量。 

5.14  CSAMT 近场校正 

一、位置 

“电法”->“大地电磁测深(MT AMT CSAMT)”->“CSAMT近场校正”。  

二、说明 

本程序消除卡尼亚电阻率在近区发生的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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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 

1）点击按钮，将弹出“打开数据对话框”，选择数据文件，选择相应的数据列，

输入装置收发距。 

2）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近场校正，红色曲线为校正前的曲线，蓝色曲线

为校正后的曲线。 

5.15  CSAMT 静态校正 

一、位置 

“电法”->“大

地电磁测深(MT AMT 

CSAMT)”->“CSAMT

静态校正”。  

二、说明 

静态校正主要用

于消除近地表局部导

电性不均匀体引起的

静态位移。首先需要

识别数据中是否含有

静态位移，可依据地质构造和地形起伏情况参考阻抗相位资料等进行判断；其次是

若含有静态位移应注意与异常响应区分；第三是结合测区已知资料选择合适的方法

对数据进行谨慎地静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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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 

1）点击 按钮，将弹出“打开实测数据”对话框，选择数据文件，选择相应的

列，点击“确定”按钮。 

2）根据提示选择合适的方法后，点击“开始静态校正”按钮完成校正。 

5.16  大地电磁测深断面数据圆滑处理 

一、位置 

“电法”->“大地电磁测深(MT AMT CSAMT)”->“测深断面数据圆滑处理”。  

二、说明 

静 态 校 正

主要用于消除

近地表局部导

电性不均匀体

引起的静态位

移。首先需要识

别数据中是否

含有静态位移，

可依据地质构

造和地形起伏情况参考阻抗相位资料等进行判断；其次是若含有静态位移应注意与

异常响应区分；第三是结合测区已知资料选择合适的方法对数据进行谨慎地静校正。 

三、操作 

1）点击 按钮，将弹出“打开实测数据”对话框，选择数据文件，选择相应的

列，点击“确定”按钮。 

2）选择合适的圆滑方法后，点击“开始圆滑处理”按钮完成圆滑。 

5.17  Bostick 电阻率反演 

一、位置 

“电法”->“大地电磁测深(MT AMT CSAMT)”->“Bostick电阻率反演”。 

二、说明 

Bostick 反演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近似反演方法，能直观地给出地下电阻率随

深度的变化形式，反演结果为电性层深度与电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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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置 

1、点击按钮，将弹出“反演设置”对

话框，选择数据文件，反演结果存放位置，

选择相应的数据列及参数。 

2、点击“确定”按钮即开始反演，反

演后的“深度-电阻率”数据可经过网格化

或三角剖分处理后生成断面图。 

5.18  大地电磁测深剖面反演 

一、位置 

“电法”->“大地电磁测深(MT AMT CSAMT)”->“大地电磁测深剖面反演”。 

二、说明 

本程序计算层状大地表面大地电磁（MT、AMT、CSAMT）一维反演（允许最大层

数为 10层）。 

实测数据为*.txt或*.csv格式，包含点号、频率、视电阻率、视相位等数据列，

数据列之间使用英文逗号或空格分隔。 

三、操作 

1）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打开实测数据； ：保存“深度-电阻率”数据、保存图形、保存地层及曲

线信息； ：导出图片； ：打开工程； ：保存工程； ：清空工程； ：分

层； ：修改地层参数； ：删除选择层； ：对实测曲线进行圆滑处理； ：参

数设置； ：全屏显示； ：实际大小显示； ：放大； ：缩小； ：移动； ：

刷新； ：帮助。 

2）点击 按钮打开“打开实测数据”对话框，选择相应的列后点击“确定”按

钮打开实测数据。 

3）模型操作：选择 按钮，对地层进行分层，将鼠标光标置于地层模型需要

分层的位置单击即可完成分层；选择 按钮，鼠标光标置于需要修改的层上，按下

鼠标左键上下或左右拖动即可完成地层参数修改，也可直接修改模型表格中的地层

厚度与视电阻率数值，系统将会实时计算一条理论曲线，使其与实测曲线进行拟合；

选择 按钮，在需删除的地层上单击鼠标左键即可完成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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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频率测深波区视电阻率和相位反演  

一、位置 

“电法”->“大地电磁测深(MT AMT CSAMT)”->“频率测深波区视电阻率和相

位反演”。 

二、说明 

本程序用于频率

测深法的视电阻率和

相位的反演解释；用于

对该两种实测资料进

行反演解释。  

实测数据为*.txt

或*.csv 格式，包含点

号、频率、视电阻率等

数据列，数据列之间使用英文逗号或空格分隔。 

三、操作 

1）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打开实测数据； ：保存“深度-电阻率”数据、保存图形、保存地层及曲

线信息； ：导出图片； ：打开工程； ：保存工程； ：清空工程； ：分

层； ：修改地层参数； ：删除选择层； ：对实测曲线进行圆滑处理； ：参

数设置； ：全屏显示； ：实际大小显示； ：放大； ：缩小； ：移动； ：

刷新； ：帮助。 

2）点击 按钮打开实测数据，如下图，选择是进行“视电阻率”反演还是“视

相位”反演，输入迭代次数，拟合误差限，收发距等，选择频率、实测数据列后点

击“确定”按钮加载数据。 

3）模型操作：选择 按钮，对地层进行分层，选择此按钮，将鼠标光标置于

地层模型需要分层的位置单击即可完成分层；选择 按钮，鼠标光标置于需要修

改的层上，按下鼠标左键上下或左右拖动即可完成地层参数修改，也可直接修改

模型表格中的地层厚度与视电阻率数值，系统将会实时计算一条理论曲线，使其

与实测曲线进行拟合；选择 按钮，在需删除的地层上单击鼠标左键即可完成删

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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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电偶源频率测深非波区水平层状反演 

一、位置 

“电法”->“大地电

磁测深(MT AMT CSAMT)”

->“电偶源频率测深非波

区水平层状反演”。 

二、说明 

本程序根据地电断

面电阻率、层深计算地每

层电阻率和层深、理论电

阻率值、拟合均方误差。  

实测数据为*.txt或*.csv格式，包含点号、频率、视电阻率等数据列，数据列

之间使用英文逗号或空格分隔。 

三、操作 

1）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打开实测数据； ：保存“深度-电阻率”数据、保存图形、保存地层及曲

线信息； ：导出图片； ：打开工程； ：保存工程； ：清空工程； ：分

层； ：修改地层参数； ：删除选择层； ：对实测曲线进行圆滑处理； ：参

数设置； ：全屏显示； ：实际大小显示； ：放大； ：缩小； ：移动； ：

刷新； ：帮助。 

2）点击 按钮打开一个实测数据，如下图，选择频率列、视电阻率数据列，发

射极距后点击“确定”按钮打开实测数据。 

3）模型操作：选择 按钮，对地层进行分层，选择此按钮，将鼠标光标置于

地层模型需要分层的位置单击即可完成分层；选择 按钮，鼠标光标置于需要修改

的层上，按下鼠标左键上下或左右拖动即可完成地层参数修改，也可直接修改模型

表格中的地层厚度与视电阻率数值，系统将会实时计算一条理论曲线，使其与实测

曲线进行拟合；选择 按钮，在需删除的地层上单击鼠标左键即可完成删除操作。 

5.21  高斯－牛顿阻尼最小二乘法 MT 一维迭代反演 

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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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法”->“大地电磁测深(MT AMT CSAMT)”->“高斯－牛顿阻尼最小二乘法

MT一维迭代反演”。 

二、说明 

本程序可以用高斯

－牛顿阻尼最小二乘法

进行 MT一维迭代反演。 

本程序运行需要输入的

参数及准备的数据文件

有： 

参数：正演精度（整

数，取值在 2--23 之

间）、 最小数值导数间

隔（小数）、最大数值导数间隔（小数）、初始阻尼系数（小数）、反演终止准则

（小数）、控制参数、数据加权选择。 

实测数据为*.txt或*.csv格式，包含点号、频率、视电阻率、视相位、数据权

系数等数据列，数据列之间使用英文逗号或空格分隔 

三、操作 

1）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打开实测数据； ：保存“深度-电阻率”数据、保存图形、保存地层及曲

线信息； ：导出图片； ：打开工程； ：保存工程； ：清空工程； ：分

层； ：修改地层参数； ：删除选择层； ：对实测曲线进行圆滑处理； ：参

数设置； ：全屏显示； ：实际大小显示； ：放大； ：缩小； ：移动； ：

刷新； ：帮助。 

2）点击 按钮打开“打开实测数据”对话框，选择相应的列后点击“确定”按

钮打开实测数据。 

3）模型操作：选择 按钮，对地层进行分层，选择此按钮，将鼠标光标置于

地层模型需要分层的位置单击即可完成分层；选择 按钮，鼠标光标置于需要修改

的层上，按下鼠标左键上下或左右拖动即可完成地层参数修改，也可直接修改模型

表格中的地层厚度与视电阻率数值，系统将会实时计算一条理论曲线，使其与实测

曲线进行拟合；选择 按钮，在需删除的地层上单击鼠标左键即可完成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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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瞬变电磁测深数据单位转换 

一、位置 

电法->瞬变电磁测深(TEM)->数据单位转换。 

二、说明 

本程序完成 Tem数据单位之间的相互转换。 

5.23  瞬变电磁测深视电阻率计算 

一、位置 

电法->瞬变电磁测深(TEM)-> 视电阻率计算。 

二、说明 

本程序完成 Tem数据晚期视电阻率的计算。 

5.24  瞬变电磁测深数据编辑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完成 Tem 原

始数据的编辑。  

二、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瞬

变电磁测深(TEM)”->

“瞬变电磁测深数据编

辑”命令，可打开如下

所示的操作界面。 

：打开数据； ：

保存结果； ：移点，选中此按钮，将光标移动到红色曲线数据点上，按下鼠标左

键拖动改变数据点数值； ：删点，选中此按钮，将光标移动到红色曲线数据点上

或拉框删除数据点，如果选择“应用到所有测深点”，则每个测深点对应的频点数

据均被删除； ：圆滑处理，对曲线进行圆滑处理，如果选择“应用到所有测深点”，

则每个测深点曲线均做圆滑处理；：时间段截取，在曲线上截取某一时间段的数据；

：点号设置； ：线号设置； ：高程设置；：中心回线电阻率计算； ：

设置； ：查看时间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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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 按钮，将弹出如下所示对话框，选择数据文件，选择相应的数据列。 

2、点击“确定”按钮，将生成各测深点衰减曲线，程序界面左边为测深剖面及

包含的测深点，右边为衰减曲线，红色为当前测深点的曲线，蓝色为下一测深点曲

线，绿色为上一测深点曲线。 

3、设置：点击设置按钮，将弹出如下所示对话框，通过该对话可以设置： 

1）衰减曲线坐标轴对数参数； 

2）标注的高度与宽度； 

3）曲线的宽度； 

4）同时显示的曲线数量。 

5.25  瞬变电磁测深成果(H,C,v,DBz/Dt,Sr)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计算 TEM测深点所有测道的深度、时间常数、衰减速度、DBz/Dt 归一值、

视纵向电导率 。 

二、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瞬变电磁测深(TEM)”

->“瞬变电磁测深成果(H,C,v,DBz/Dt,Sr)计

算”命令，可打开如下所示的操作界面。 

选择相应的数据列，根据感应电动势的单

位，选择输入接收回线面积、供电电流等参数，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计算。 

5.26  瞬变电磁测深曲线输出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将野外的 TEM观测数据输出为图形。  

二、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瞬变电磁测深(TEM)”->“瞬变电磁测深曲线输出”命令，打

开操作界面。 

1、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打开数据； ：保存结果； ：导出图片； ：设置参数； ：查看时

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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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按钮，将弹出“打开数据对话框”，选择数据文件与结果文件，选择

相应的列。 

3、点击“确定”按

钮，将生成各测深点衰减

曲线与视电阻率曲线。 

4、设置：点击设置

按钮，将弹出“参数设置

对话框”，通过该对话可

以设置： 

1）坐标轴参数； 

2）各坐标系间的距

离、绘制列数、标注的高度与宽度； 

3）曲线形态：只绘制数据点、只绘制曲线、同时绘制数据点和曲线； 

5.27  瞬变电磁测深滤波处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野外的 TEM观测数据进行滤波处理。  

二、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瞬变电磁

测深(TEM)”->“瞬变电磁测深

滤波处理”命令，打开操作界面。 

1、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打开数据； ：保存

结果； ：导出图片； ：设

置参数； ：查看时间道。 

2、点击 按钮，将弹出“打

开数据对话框”，选择数据文件与结果文件，选择相应的数据列，选择滤波对象、

滤波方法。 

3、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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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烟圈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对 TEM剖面数据进行快速反演计算，计算结果生成“深度-电阻率”数据。 

二、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瞬

变电磁测深(TEM)”->“烟

圈反演”命令，打开操作

界面。 

1、点击 按钮，将

弹出“打开实测数据对话

框”，选择数据文件，反

演结果存放位置，选择相

应的数据列及参数。2、

点击“确定”按钮即开始反演，在弹出的“深度范围设置对话框”中输入深度范围

获得反演结果。 

5.29  视纵向电导反演 

一、位置 

“电法”->“瞬变电磁测深(TEM)”->“视纵向电导反演”。  

二、说明 

本法又称浮动薄板

法或等效导电板法。 

三、操作 

1）点击 按钮，将

弹出如下所示对话框，选

择数据文件，选择相应的

数据列、供电电流、发射

回线边长、接收回线面积

等参数后点击“确定”按

钮完成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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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极化率衰减特征参数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计算利用测区整理好的结果计算 M1-M2、M2-M3、M3-M4 三个延时的极化

率衰减速度，衰减越慢的反映的是良导地质体，反之为高阻地质体，不同延时反映

的深度不同。 

二、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激发极化法(IP)”->“极化率衰减特征参数计算”命令，打

开操作界面，浏览数据文件，选择相应的数据列，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计算。 

5.31  直流电阻率测深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能够对一条剖面上多个测点做水平层状介质电阻率测深反演。  

二、数据说明 

实测数据为*.txt或*.csv格式，包含点号(点距)、AB/2、视电阻率等数据列，

数据列之间使用英文逗号或空格分隔。 

三、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菜单下“电阻率法”的“直流电阻率测深反演”命令，打开操作

界面。 

 

1、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打开实测数据； ：保存地层数据、保存图形、保存反演结果；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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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打开工程； ：保存工程； ：清空工程； ：选择并修改地电模型；

：分层； ：修改地层厚度与电阻率； ：删除选择的当前层； ：圆滑实测

曲线。 ：参数设置； ：全屏显示； ：实际大小显示； ：放大； ：缩小；

：移动； ：刷新； ：帮助。 

2、打开数据 

点击 按钮弹出“打开数据对话框”，点击“浏览”按钮打开实测数据，选择

点号、AB/2列、视电阻率数据列。 

3、新增修改地电层 

选择左侧“测深剖面”列表中的“测深点”，右侧视图区域将显示其视电阻率

曲线、拟合误差曲线与地层模型。 

点击 按钮，鼠标光标置于绿色地层模型上，在需要分层的位置单击即可对大

地进行分层。选择 按钮，鼠标光标置于绿色地层模型上，按下鼠标拖动修改地电

层厚度与视电阻率，也可直接修改坐标表格中的地层厚度与视电阻率数值，系统将

会计算一条理论曲线与实测曲线进行拟合。选择 按钮，鼠标光标置于绿色地层模

型需要删除的地层上，单击即可删除相应的地层。 

5.32  对称四极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测深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使用边界元法对电阻率测深点进行反演解释，适应对称四极等比与不等

比装置。  

二、数据说明 

实测数据为*.txt 或*.csv 格式，使用等比装置，包含 AB/2、视电阻率等数据

列，使用不等比装置，包含 AB/2、MN/2、视电阻率等数据列，数据列之间使用英文

逗号或空格分隔。 

三、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电阻率法”->“对称四极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测深反演”命

令，打开操作界面。 

1、打开数据 

点击按钮，弹出“打开数据对话框”，浏览实测数据文件，选择 AB/2、视电阻

率列，如果数据为等比装置数据，则选择“等比”单选框，并输入 MN，如果数据为

不等比装置数据，则选择“不等比”单选框，点击“确定”按钮打开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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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数设置 

点击按钮，打开“参数设置对话框”，其中围岩电阻率、测点位置根据实际情

况必须设置，其他参数视图面情况选择设置。 

3、绘制模型体 

选择工具栏上的按钮，在模型区点击鼠标左键绘制模型体，需要结束绘制时点

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模型体属性对话框”中输入模型体电阻率，点击“确定”

按钮创建模型体，视图区域的蓝色曲线为系统计算的模型体理论曲线。点击按钮，

可以通过鼠标拖拉改变模型体的形态和位置，如光标放在模型体上，按下鼠标拖动，

可以移动模型体的位置；光标放在模型边界节点上，按下鼠标拖动，可以移动边界

节点。点击按钮，光标落在模型体上，单击鼠标左键，可以弹出上图所示的模型体

属性对话框对模型体属性进行修改。点击按钮，可在模型体边界上增加节点。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模型体。点击按钮，可以删除边界上的节点。点击按钮，可以修改

节点属性。用户通过上述修改可以实现理论曲线与实测曲线的拟合。 

4、保存数据 

1）点击按钮，可以将反演结果保存为 Mapgis图形文件。 

2）点击按钮，可以将反演结果保存为图像文件。 

3）点击按钮，可以将曲线、模型以工程的方式保存，方便下次打开。 

5、其它功能 

打开工程；清空工程；创建板体；鼠标修改板状体；旋转模型体；撤销；重做。 

5.33  中梯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使用边界元法对中梯装置电阻率剖面进行反演解释。  

二、数据说明 

数据文件需要测点号（或测点距离）、视电阻率两列。 

三、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电阻率法”->“中梯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命令，

将打开如下图所示的操作界面： 

1、打开数据 

点击打开按钮，将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选择对应的数据列，点击“确定”按

钮打开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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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数设置 

点击设置按钮，打

开对话框设置系统参

数，其中围岩电阻率、

供电电极 A 的位置、供

电电极 B 的位置、测量

电极MN距根据实际情况

必须设置，其他参数视

图面情况选择设置。 

3、绘制模型体 

选择工具栏上的绘制模型按钮，在模型区点击鼠标左键绘制模型体，需要结束

绘制时点击鼠标右键，将弹出模型属性修改窗口，输入模型体电阻率，点击“确

定”按钮创建模型体，并产生 1 条蓝色的理论曲线。 

点击 按钮，可以通过鼠标拖拉改变模型体的形态和位置，如光标放在模型体

上，按下鼠标拖动，可以移动模型体的位置；光标放在模型边界节点上，按下鼠标

拖动，可以移动边界节点。 

点击 按钮，光标落在模型体上，单击鼠标左键，可以弹出上图所示的模型体

属性对话框对模型体属性进行修改。 

点击 按钮，可在模型体边界上增加节点。 

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模型体。 

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边界上的节点。 

点击 按钮，可以修改节点属性。 

用户通过上述修改可以实现理论曲线与实测曲线的拟合。 

4、保存数据 

1）点击 按钮，可以将反演结果保存为 Mapgis 图形文件。 

2）点击 按钮，可以将反演结果保存为图像文件。 

4）点击 按钮，可以将曲线、模型以工程的方式保存，方便下次打开。 

5.34  联剖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使用边界元法对联剖装置电阻率剖面进行反演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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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说明 

数据文件需要测点号（或测点距离）、视电阻率 A、视电阻率 B 三列。 

三、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电阻

率法”->“联剖装置边界元

法电阻率剖面反演”命令，

将打开如图 5.34.1 所示的

操作界面： 

1、打开数据 

点击打开按钮，选择对

应的数据列，点击“确定”

按钮打开实测数据。 

2、参数设置 

点击参数设置按钮，设置系统参数，其中围岩电阻率、供电电极 AO 距、测量

电极 MN 距根据实际情况必须设置，其他参数视图面情况选择设置。 

3、绘制模型体 

选择工具栏上的创建模型按钮，在模型区点击鼠标左键绘制模型体，需要结束

绘制时点击鼠标右键，将弹出模型属性修改窗口。输入模型体电阻率，点击“确

定”按钮创建模型体，并产生 2 条蓝色的理论曲线。 

点击 按钮，可以通过鼠标拖拉改变模型体的形态和位置，如光标放在模型体

上，按下鼠标拖动，可以移动模型体的位置；光标放在模型边界节点上，按下鼠标

拖动，可以移动边界节点。 

点击 按钮，光标落在模型体上，单击鼠标左键，可以弹出上图所示的模型体

属性对话框对模型体属性进行修改。 

点击 按钮，可在模型体边界上增加节点。 

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模型体。 

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边界上的节点。 

点击 按钮，可以修改节点属性。 

用户通过上述修改可以实现理论曲线与实测曲线的拟合。 

4、保存数据 

1）点击 按钮，可以将反演结果保存为 Mapgis 图形文件。 

图 5.34.1  联剖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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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按钮，可以将反演结果保存为图像文件。 

4）点击 按钮，可以将曲线、模型以工程的方式保存，方便下次打开。 

5.35  偶极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使用边界元法对偶极装置电阻率剖面进行反演解释。  

二、数据说明 

数据文件需要测点号（或测点距离）、视电阻率两列。 

三、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电阻

率法”->“偶极装置边界元

法电阻率剖面反演”命令，

将打开如图 5.35.1 所示的操

作界面： 

1、打开数据 

点击打开按钮，选择对

应的数据列，点击“确定”

按钮打开实测数据。 

2、参数设置 

点击参数设置按钮，设置系统参数，其中围岩电阻率、供电电极 OO 距、测量

电极 MN 距根据实际情况必须设置，其他参数视图面情况选择设置。 

3、绘制模型体 

选择工具栏上的创建模型按钮，在模型区点击鼠标左键绘制模型体，需要结束

绘制时点击鼠标右键，将弹出模型属性修改窗口，输入模型体电阻率，点击“确

定”按钮创建模型体，并产生 1 条蓝色的理论曲线。 

点击 按钮，光标落在模型体上，单击鼠标左键，可以弹出上图所示的模型体

属性对话框对模型体属性进行修改。 

点击 按钮，可在模型体边界上增加节点。 

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模型体。 

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边界上的节点。 

点击 按钮，可以修改节点属性。 

图 5.35.1  偶极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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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通过上述修改可以实现理论曲线与实测曲线的拟合。 

4、保存数据 

1）点击 按钮，可以将反演结果保存为 Mapgis 图形文件。 

2）点击 按钮，可以将反演结果保存为图像文件。 

4）点击 按钮，可以将曲线、模型以工程的方式保存，方便下次打开。 

5.36  对称四极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使用边界元法对对称四极装置电阻率剖面进行反演解释。  

二、数据说明 

数据文件需要测点

号（或测点距离）、视电

阻率两列。 

三、操作说明 

单 击 “ 电 法 ” ->

“电阻率法”->“对称

四极装置边界元法电阻

率剖面反演”命令，将

打开如图 5.36.1 所示的

操作界面： 

1、打开数据 

点击打开按钮，选择对应的数据列，点击“确定”按钮打开实测数据。 

2、参数设置 

点击参数设置按钮，设置系统参数，其中围岩电阻率、供电电极 AO 距、测量

电极 MN 距根据实际情况必须设置，其他参数视图面情况选择设置。 

3、绘制模型体 

选择工具栏上的创建模型按钮，在模型区点击鼠标左键绘制模型体，需要结束

绘制时点击鼠标右键，将弹出模型属性修改窗口，输入模型体电阻率，点击“确

定”按钮创建模型体，并产生 1 条蓝色的理论曲线。 

点击 按钮，光标落在模型体上，单击鼠标左键，可以弹出上图所示的模型体

属性对话框对模型体属性进行修改。 

图 5.36.1  对称四极装置边界元法电阻率剖面反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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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在模型体边界上增加节点。 

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模型体。 

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边界上的节点。 

点击 按钮，可以修改节点属性。 

用户通过上述修改可以实现理论曲线与实测曲线的拟合。 

4、保存数据 

1）点击 按钮，可以将反演结果保存为 Mapgis 图形文件。 

2）点击 按钮，可以将反演结果保存为图像文件。 

4）点击 按钮，可以将曲线、模型以工程的方式保存，方便下次打开。 

5.37  点源均匀二维电场地形影响正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采用边界元法进行点源均匀二维电场地形影响正演计算。只要知道点源

二维均匀地电断面上的 N 个剖分点坐标，就可以方便地给出相应于不同供电点上的

诸剖分点的电位值，为各种装置的电阻率法地形改正提供了电位数据。 

本算法假设二维地电断面均匀且电阻率为 1 欧姆·米，供电电流为 1 安培或毫

安，计算结果电位值相应为伏或毫伏，距离均以测点距为单位。点电源安放在剖分

单元的正中间位置。  

二、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菜单下

的“点源均匀二维电场地

形影响正演”命令，可打

开如图 5.37.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1、打开数据 

点击打开按钮打开数

据，参数输入完成后点确

定，系统会自动根据地形

计算各供电点的位置以及各个供电点上的诸剖分点的电位值。 

2、设置 

点击设置按钮，可设置各供电点在诸剖分点上的电位曲线参数以及其它参数。 

图 5.37.1  点源均匀二维电场地形影响正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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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打开实测数据； 

：保存图形、保存模型数据； 

：导出图片； 

：参数设置； 

：全屏显示； 

：实际大小显示； 

：放大； 

：缩小； 

 ：移动； 

5.38  中梯装置电阻率异常体埋深计算 

一、位置 

“电法”->“电阻率

法”->“中梯装置电阻率

异常体埋深计算”。  

二、说明 

本通过中梯装置电

阻率曲线计算球体中心

埋深或板状体顶端埋深。 

三、操作 

1）点击 按钮，将

弹出“打开数据对话框”，浏览选择数据文件，选择相应的数据列后点击“确定”

按钮装入实测数据。 

2）选择计算对象、计算依据，根据操作界面右侧图示将绿色十字标记移动到合

适的位置即完成计算。 

5.39  电阻率测深法 K 值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电阻率法不同测深装置装置的 K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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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原理 

1、对称四级装置 

（1）装置符号：←AMNB→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公式（1）： 

)
2

(2

)
2

()
2

( 22

MN

MNAB

K



π
  …………（5.1） 

当 AB/2比 MN/2为定比，且比值为 n(n=3，4，……100)时，装置系数 K值公式可简

化为公式（5.2）： 

2
·)

1
(

2

AB

n
nK 

π
  …………（5.2） 

2、单测三极装置 

（1）装置符号：←AMN∞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公式（5.3）（5.4）： 

2

)
2

()( 22

MN

MN
AO

K



π
   …………（5.3） 

或         AO
n

nK )
1

( π   …………（5.4） 

3、三极联合装置 

（1）装置符号：←AMN∞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公式同公式（5.3）（5.4）。 

4、偶极装置 

（1）装置符号：←AB MN→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 计算公式同公式（5.5）（5.6）： 

      

BNBMANAM

K
1111

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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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B=MN=a，BM=na 时，则： 

)2)(1(  nnnaK     …………（5.6） 

n=1，2，3……n 

5、赤道偶极装置 

（1）装置符号：  N
M

B
A II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公式同公式（5.5） 

当 AB=MN=a，AM=AB=na 时，则公式（5.7）： 

1

11

2 




nn

a
K

   …………（5.7） 

n=1，2，……n 

6、五极纵轴装置 

（1）装置符号：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 

公式同公式。设 AB1=AB2=L，AM=Y1，AN=Y2，则公式（5.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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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三、操作说明 

“电法”菜单下“电法数据整理”的“K

值计算”命令，可打开如图 5.39.1所示的操

作界面： 

根据选择不同的装置进行 K值计算。 

5.40  电阻率剖面法 K 值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不同电法测量装置的 K值计算。  

二、方法原理 

1、对称四级装置 

（1）装置符号：←AMNB→  

N 

M 

A B1 B2 

 图 5.39.1  K 值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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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公式（1）： 

MN

ANAM
K


 

……………………………………………………………(1) 

2、复合对称四级装置 

（1）装置符号：AA'MNB'B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公式： 

MN

NAAMAA
K

)'()'( 
 

……………………………………………………(2) 

3、联合剖面装置 

（1）装置符号：AMN∞MNB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公式： 

MN

ANAM
K


 2

………………………………………………………………(3) 

4、偶极剖面装置 

（1）装置符号：ABMN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公式： 

当 AB=MN=a，BM=n×a时， 

K=π ×n×a(n+1)(n+2)…………………………………………………………(4) 

5、双侧偶极剖面装置 

（1）装置符号：ABMNA'B'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公式 

当 AB=MN=A'B'=a，BM=NA'=na时， 

K=π ×n×a(n+1)(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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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赤道偶极剖面装置 

（1）装置符号：AM/BN 

（2）装置简图： 

（3）装置系数 K计算公式 

当 AB=MN=a，AM=BN=na 时， 

1

11

2 




nn

a
K


………………………………………………………………(6) 

三、操作说明 

“电法”菜单下的“电剖面法 K 值计

算”命令，可打开如图 5.40.1所示的操作界

面： 

根据选择不同的装置进行 K 值计算。 

5.41  EH-4 *.z 转 Zonge *.mdt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将 EH-4 大地电磁测深系统导出的 z 文件格式转换为 Zonge *.mdt 文件。  

二、数据说明 

EH-4 z 文件中相位的单位为度，mdt 文件相位单位为毫弧度。 

三、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数据文件转换”->“EH-4 *.z 转 Zonge *.mdt”命令，打开

操作界面。 

1、打开数据 

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z 开头的文件名将

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入转换

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列表，或者点击“<”、"<<"按钮从转换

列表移除。 

2、浏览转换后的结果文件存放位置，点击"转换"按钮完成转换。 

5.42  V8 CSAMT *.avg 转 Zonge *.avg/*.mdt 

一、位置 

图 5.40.1  电阻率剖面法 K 值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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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法”->“数据文件转换”->“V8 CSAMT *.avg 转 Zonge *.avg/*.mtd”。  

二、说明 

本程序将 V8 仪器导出的 CSAMT avg 格式文件转换为 Zonge *.mtd 或*.avg 文

件。 

CSAMT avg 格式中相位单位为度，Zonge *.mtd 和*.avg 文件中相位为毫弧度。 

三、操作 

单击“电法” -> “数据文件转换” -> “ V8 CSAMT *.avg 转  Zonge 

*.avg/*.mtd”命令，打开操作界面。 

1、打开数据 

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avg 为后缀的文件

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入

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列表，或者点击“<”、"<<"按钮从

转换列表移除。 

2、一个 avg 格式数据文件保存一个排列的数据，排列中测点点号和排列号一

致，没有加以区分，所以需要用户手动设置点号，点击“点号设置”按钮打开“点

号设置”对话框： 

1）此对话框中上方表格中排列号表示每个排列的标识；测深点数表示该排列包

含的测深点数；排列起始点号表示该排列第一个测点的编号；点号间隔表示各个测

点之间编号的间隔差，间隔差为正点号递增，间隔差为负点号递减。 

2）完成表格的编辑之后，点击“预览点号↓”按钮后，在下方的点号表中生成

每个测点的点号，也可对测点点号进行编辑，点击“确定”后点号设置完成。 

3、浏览转换后的结果文件存放位置，点击确定完成转换。 

5.43  V8 CSAMT *.usf 转 Zonge *.avg/*.mtd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将 V8 仪器导出 CSAMT usf 格式文件转换为 Zonge *.mtd 或*.avg 文件。  

二、数据说明 

usf 格式中相位单位为度，Zonge *.mtd 和*.avg 文件中相位为毫弧度。 

三、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 -> “数据文件转换” -> “ V8 CSAMT *.usf 转  Zonge 

*.avg/*.mtd”命令，可打开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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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数据 

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usf 为后缀的文件名

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入转换

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列表，或者点击“<”、"<<"按钮从转换列

表移除。 

2、usf 格式数据中保存有多个排列的数据，各排列中测点点号和排列号一致，

没有加以区分，所以需要用户手动设置点号，点击“点号设置”按钮打开“点号设

置”对话框： 

1）此表格中排列号表示每个排列的标识；测深点数表示该排列包含的测深点

数；排列起始点号表示该排列第一个测点的编号；点号间隔表示各个测点之间编号

的间隔差，间隔差为正点号递增，间隔差为负点号递减。 

2）完成表格的编辑之后，点击“预览点号↓”按钮后，在下方的点号表中生成

每个测点的点号，也可对测点点号进行编辑，点击“确定”后点号设置完成。 

3、浏览转换后的结果文件存放位置，点击确定完成转换。 

5.44  V8 CSAMT *.txt 转 Zonge *.avg/*.mdt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将V8仪器导出的CSAMT txt格式文件转换为Zonge *.mtd或*.avg文件。  

二、数据说明 

txt 格式数据每个排列有一个目录文件，目录文件关联该排列包含的测点信息

存放位置，数据中相位单位为度，*.mtd、*.avg 文件中相位单位为毫弧度。 

三、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 -> “数据文件转换” -> “ V8 CSAMT *.txt 转  Zonge 

*.avg/*.mtd”命令，可打开操作界面。 

1、打开数据 

点击数据路径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所有以 txt 为后缀的文件

名将在左边的数据文件列表中显示，选择要转换的数据文件，点击“>”按钮加入

转换列表，也可以点击“>>”按钮全部加入转列表，或者点击“<”、"<<"按钮从

转换列表移除。 

1）通过目录文件整理：选择此项，只显示目录文件的列表，选择目录文件后，

该目录文件包含的数据文件将全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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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整理数据文件：选择此项，不现实目录文件，只显示数据文件，直接选

择数据文件进行转换。 

2、一个 txt 目录文件包含一个排列的数据，排列中测点点号和排列号一致，没

有加以区分，所以需要用户手动设置点号，点击“点号设置”按钮打开“点号设

置”对话框： 

1）此表格中排列号表示每个排列的标识；测深点数表示该排列包含的测深点

数；排列起始点号表示该排列第一个测点的编号；点号间隔表示各个测点之间编号

的间隔差，间隔差为正点号递增，间隔差为负点号递减。 

2）完成表格的编辑之后，点击“预览点号↓”按钮后，在下方的点号表中生成

每个测点的点号，也可对测点点号进行编辑，点击“确定”后点号设置完成。 

3、浏览转换后的结果文件存放位置，点击确定完成转换。 

5.45  GeoIPAS CSAMT *.csv/*.txt 转 Zonge *.avg/*.mtd 

一、位置 

“电法” ->“数据文件转换” ->“GeoIPAS CSAMT *.csv/*.txt 转  Zonge 

*.avg/*.mtd”。  

二、说明 

本程序将 GeoIPAS 中 CSAMT csv 格式文件转换为 Zonge *.mtd 或*.avg 文件。 

三、操作 

1）单击“电法”->“数据文件转换”->“GeoIPAS CSAMT *.csv/*.txt 转 

Zonge *.avg/*.mtd”命令，打开操作界面。 

2）打开数据文件，选择相应的列，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转换。 

5.46  测深数据剖面(平面)提取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从测深数据中提取某个极距、频率或时间的剖面或平面数据。 

二、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测深数据剖面(平面)提取”，可打开操作界面。 

1）点击数据文件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选择结果保存路径。 

2）选择测深数据的极距、频率或时间列，从下方的表格中勾选需要提取的极

距、频率或时间，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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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长剖面数据提取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从长剖面数据中提取部分数据或将长剖面分段。 

二、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长剖面数据提取”，可打开操作界面。 

1、点击数据文件浏览按钮，打开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选择结果保存路径。 

2、选择点号列。 

3、选择提取方式： 

1）将剖面分成 N 段分别存放； 

2）提取剖面中连续点号范围的数据； 

3）提取选择的测点。 

5.48  电磁剖面图/衰减曲线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实现了画电磁剖面图/衰减曲线图功能。 

二、操作说明 

“电法”菜单下的“电磁剖面图/衰减曲线图”命令，可打开如图 5.48.1 所示

的操作界面： 

轴参数设置窗口如图 5.48.2所示： 

 

图 5.48.2  制图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图 5.48.1  电法曲线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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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说明 

每个间隔距离（厘米）：因为

本程序画的是对数轴，因此可以确

定每个对数间隔的距离。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MAPGIS 明码文

件，其效果图如 5.48.3。 

5.49  测深剖平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实现了不同点在不同

AB/2 的电阻率或极化率的曲线图的绘

制，此模块是将所有的点号放在一起进

行显示的。 

二、操作说明 

“电法”菜单下的“测深剖平图”

命令，可打开如图 5.49.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轴参数设置窗口如图 5.49.2所示： 

三、参数说明 

图 5.48.3  电法曲线图结果浏览 

图 5.49.1  测深剖平图操作界面 

图 5.49.3  测深剖平图结果浏览 图 5.49.2  制图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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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间隔距离（厘米）：因为本程序画的是对数轴，因此可以确定每个对数间隔

的距离。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MAPGIS 明码文件，其

效果图如 5.49.3。 

5.50  电测深曲线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实现了按单点号绘制

测深曲线图功能，实现了双对数表现的

形式。  

二、操作说明 

“电法”菜单下的“电测深曲线图”

命令，可打开如图 5.50.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轴参数设置窗口如图 5.50.2所示：  

三、参数说明 

1、每个间隔距离（厘米）：因为本

程序画的是对数轴，因此可以确定每个对

数间隔的距离。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MAPGIS 明码文件。 

5.51  断面图（Grd）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实现了使用 GRD数据画电法断面图功能。  

二、操作说明 

“电法”菜单下的“电法断面图”命令，可打开如图 5.51.1所示的操作界面： 

地形绘制设置窗口如图 5.51.2所示： 

图框绘制设置窗口如图 5.51.3所示： 

 

图 5.50.1  电测深曲线图操作界面 

图 5.50.2  制图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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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说明 

横轴参数设置和纵轴参数设置：相当于成图过程中的图框参数设置。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MAPGIS明码文件，其效果图如 5.51.4。 

图 5.51.2  地形设置操作界面 图 5.51.1  电法断面图操作界面 

图 5.51.3  图框绘制设置操作界面 
图 5.51.4  电法断面图结果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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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断面图（三角剖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实现了原始数据画电法断面图功能，能对 AB/2进行取对数操作。  

二、操作说明 

“电法”菜单下的“三角剖分网绘制断面图”命令，可打开如图 5.52.1 所示的

操作界面： 

地形绘制设置窗口如图 5.52.2所示，图框绘制设置窗口如图 5.52.3所示： 

 图 5.52.3  图框绘制设置操作界面 图 5.52.4  电法断面图结果浏览 

图 5.52.1  三角剖分网绘制断面图操作界面 图 5.52.2  地形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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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说明 

横轴参数设置和纵轴参数设置：相当于成图过程中的图框参数设置。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MAPGIS明码文件，其效果图如 5.52.4。 

5.53  拟断面图（Grd）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实现了使用 GRD数据画电法断面图功能。  

二、操作说明 

“电法”菜单下的“电法断面图”命令，可打开如图 5.53.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5.53.1  GRD 数据绘制断面图操作界面 图 5.53.2  地形设置操作界面 

图 5.53.3  图框绘制设置操作界面 图 5.53.4  GRD 数据绘制断面图结果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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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绘制设置窗口如图 5.53.2所示,图框绘制设置窗口如图 5.53.3 所示 

三、参数说明 

横轴参数设置和纵轴参数设置：相当于成图过程中的图框参数设置。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MAPGIS明码文件，其效

果图如 5.53.4。 

5.54  联剖比值曲线图 

一、功能 

克服围岩导电性不均匀对联合剖面

法的干扰，比值曲线主要作用有三：突

出 ρ A、ρ B 分异较好的异常；对于 ρ A、ρ B 二者同步起伏的异常则大为压制；将

比值曲线与 ρ s曲线对比分析可以分辨强干扰下弱异常。  

二、操作说明 

单击“电法”菜单下的“联剖比值曲线

图”命令，可打开如图 5.54.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1、打开数据 

点击 按钮打开数据，如下图。参数输

入完成后点确定，系统自动计算比值曲线如

图 5.54.2所示： 

2、设置 

点击 按钮，将弹出如下 5.54.3设置对话框

设置参数。 

3、工具栏按钮功能介绍： 

：打开实测数据； ：保存图形、保存模型

数据； ：导出图片； ：参数设置； ：全屏显

示； ：实际大小显示； ：放大； ：缩小； ：

移动； ：刷新。 

 

图 5.54.1  联剖比值曲线图界面 

图 5.54.2  打开联剖数据对话框 

图 5.54.3  参数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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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化探子系统 

地球化学子系统是目前国内包含化探数据处理方法最全的软件系统，软件不但

适应各种比例尺的剖面、离散点和网格数据，而且还适应多目标化探。系统中的“特

征参数统计、背景分析、R 型点群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趋势分析、相关分

析、数据变换、多变量叠加分析、衬值、累加衬值、泛克里格剩余异常、多元信息

成矿预测”等功能模块程序实用性非常强。 

6.1  重复样/监控样数据提取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用来从原始数据文件中自动提取重复样数据和监控样数据。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TXT或CSV文本

数据，格式如下： 

ID,元素 A, 元素 B, 元素 C,…, 元

素 N 

样品 1:A(1),B(1),C(1),…,N(1) 

样品 2:A(2),B(2),C(2),…,N(2) 

样品 3:A(3),B(3),C(3),…,N(3) 

... ... ... ... ... 

样品 M:A(M),B(M),C(M),…,N(M)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化探分析数据检验”的“化探重复样/监控样数据提取”

命令，打开如图 6.1.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原始数据：指从化验室得到的还未进行整理的数据； 

2、程序可以完成重复样数据、监控样数据和提出后的正式数据的分析； 

3、两次采样两次分析：即重复样编号文件中每 2个编号为一组； 

图 6.1.1  化探重复样/监控样 

数据提取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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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次采样四次分析：即重复样编号文件中每 4个编号为一组； 

五、注意事项 

1、重复样编号文件和监控样编号文件，只能是一列数据； 

2、原始数据中必须全部包含重复样编号文件中的所有编号，并且不能重复； 

3、原始数据中必须全部包含监控样编号文件中的所有编号，并且不能重复； 

4、请参考 sample文件夹下例子数据格式样式。 

6.2  重复样合格率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用来估量某一工区上采样误差的起伏是否会影响或掩盖地球化学场的变

化。 

1、区域化探： 

衡量依据为相对偏差（RE％＝|A1－A2|／（A1＋A2）×100％，其中 A1 为原样

分析结果，A2为重复样分析结果），当 RE％≤33.3％为合格，要求双差合格率>=85％。 

2、多目标化探： 

衡量依据为相对偏差（RD％＝|A1－A2|／（A1＋A2）/2×100％，其中 A1 为原

样分析结果，A2为重复样分析结果），当 RD％≤40.0％为合格(金元素的双差的允许

限见表 6.2.1)，要求双差合格率>=80％。 

表 6.2.1  金元素标准物质和试料分析允许相对偏差 

含量范围（单位：ng/g） 相对偏差（RD％＝|A1－A2|／（A1＋A2）/2×100％ 

0.3--1 <=100.0 

1--30 <=66.6 

>30 <=50 

含量范围（单位：ng/g） 

相对偏差（RD％＝|A1－A2|／（A1＋A2）/2×100％ 

0.3--1 

<=100.0 

1--30 

<=66.6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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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原理 

重复采样数量应为总采样量的 2%～3%。 重复采样应由不同人在不同时间进行。

选择哪个大格做重复采样，在编号图上预先固定。选择重复采样格子时要考虑使格

子在图幅中较均匀分布和考虑不同地质构造单元。 

三、数据准备 

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 文本数据，每 2 个值为一组，分别为: 原样分析结果

和重复样分析结果，数据总数为 2的整数倍，数据格式如下。  

样号,元素 A, 元素 B, 元素 C,…,元素 N 

样品 11 A(1)1,B(1)1,C(1)1,…,N(1)1 

样品 12 A(1)2,B(1)2,C(1)2,…,N(1)2 

样品 21 A(2)1,B(2)1,C(2)1,…,N(2)1 

样品 22 A(2)2,B(2)2,C(2)2,…,N(2)2 

... ... ... ... ... 

样品 M1 A(M)1,B(M)1,C(M)1,…,N(M)1 

样品 M2 A(M)2,B(M)2,C(M)2,…,N(M)2 

计算结果为每组样品的相对误差、合格样品

的组数以及总的合格率。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化探分析数据检验”的“重复样合格率计算”命令，

打开如图 6.2.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文件后输入你的选择即可。 

五、参数说明 

重复样号：如果文本中有重复样号，可以选择那一列，如果没有，则不勾选重

复样号，程序会按照顺序号两两一组编号作为样品编号，如：1-2，3-4。 

选择计算列：通过箭头按钮选择需要计算的元素，左边窗口是文本文件中所有

的元素列，右边是选择计算的元素列。  

六、结果说明 

结果为 CSV格式文件。 

每一行为一组两个数据的差的绝对值与两个数据和的百分比。 

倒数第二行是合格样品的单元数，统计小于 33.3％(多目标化探为 40.0％)的样

品单元数。 

倒数第一行是重复样品的总单元数。 

图 6.2.1  重复样合格率计算操作界面  

 



第 6 章  化探子系统 

 192 

最后一行总合格率：是合格样品的单元数与重复样品的总单元数的百分比，这

个值通常不低于 85％（多目标化探为 90％）。 

6.3  三层套合方差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用来估量某一工区的采样与分析误差的大小及它们是否足以掩蔽或是否

歪曲在不同采样点上的真实含量变化。  

二、数据格式 

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 文本数据，每 4 个值为一组，分别为第一次采样第一

次分析值、第一次采样第二次分析值、第二次采样第一次分析值和第二次采样第二

次分析值，数据总数为 4的整数倍，格式如下： 

ID，元素 A， 元素 B， 元素 C，…， 元素 N 

样品 1:A(1)11，B(1)11，C(1)11，…，N(1) 11 

样品 1:A(1)12，B(1)12，C(1)12，…，N(1) 12 

样品 1:A(1)21，B(1)21，C(1)21，…，N(1) 21 

样品 1:A(1)22，B(1)22，C(1)22，…，N(1) 22 

... ... ... ... ... 

样品 M:A(M)11，B(M)11，C(M)11，…，N(M) 11 

样品 M:A(M)12，B(M)12，C(M)12，…，N(M) 12 

样品 M:A(M)21，B(M)21，C(M)21，…，N(M) 21 

样品 M:A(M)22，B(M)22，C(M)22，…，N(M) 22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分析数据检验”

中的“三层套合方差分析”命令，打开如图

6.3.1所示的操作界面。 

1、装入文件后，在操作对象选择框中选

择元素，单击>添加到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

中，按“确定”即可处理。 

2、单击>>添加全部；单击<移除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的元素，单击<<移除全

部。 

四、参数说明 

图 6.3.1  三层套合方差分析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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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对象选择：通过箭头按钮选择需要计算的元素，左边窗口是文本文件中所

有的元素列，右边是选择计算的元素列。 

五、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TXT格式，内容包括地点间离差平方和，平均离差平方和及自由度；

样品间离差平方和，平均离差平方和及自由度；分析间离差平方和，平均离差平方

和及自由度；总离差及总自由度；F检验值 Fa，Fb。 

通过查找 F分布表，一般取信度为 5%，查出 5%信度下的临界值，假设分析组数

为 A，每个采样点上的样品数为 B(一般为 2次采样)，每个样品的分析次数（一般为

2次分析），则 Fa的临界值为 F0.05(A-1)，A*(B-1)，Fb的临界值为 F0.05A(B-1)，

A*B(C-1)，如果 Fa>Fa临界值说明采样与分析误差不显著，分析结果可靠；如果 Fb>Fb

临界值则说明采样与分析误差显著，且以采样误差为主。 

例如：有一组 60个重复样的数据，下面是 As元素计算结果： 

查表： 

F1 = 1.5343  

F2 = 1.4290  

计算： 

F-检验值 即 F0.05(59，60) = 33.778  

F-检验值 即 F0.05(60，120)= 0.683 

33.778 > 1.5343 即 F0.05(59，60) > F1  

0.683 < 1.4290 即 F0.05(60，120) < F2  

说明采样与分析误差不显著，分析结果可靠。 

6.4  地层编码统计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从样品相对应的地质图中自动读取地层编码，实现每个样品的自动编

号。 

二、数据格式 

本程序包含 TXT文本数据和地质图区文件。 

（1）TXT文本数据，其格式如： 

X坐标、Y坐标、Au、As、Cu...Pb 

453000 4613000 1.0 2.0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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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000 4613000 1.5 2.2 3.5...10.2 

（2）地质图区文件：即 MAPGIS区文件或者区明码文件，自动识别 WP和 WAP两

种标准格式。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地层编码统计”

命令，打开如图 6.4.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源数据投影参数设置：指打开的

TXT 数据坐标投影参数； 

（2）地质图区文件投影参数设置：指打开的地质图区文件投影参数。 

（3）每个样品的地层编码将以对应的地质图的区的颜色号来表示，即样品落到

哪个地质区中，就以此区的颜色号来表示样品的地层编码。 

五、结果说明 

结果为 TXT 数据文件，即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最后增加“地层编码”列，记录

其每个样品对应的地质区颜色号。 

6.5  可视化地层编码统计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从样品相对应的地质图中自动读取地层编码，并且实现了可视化编

辑功能，例如删除、合并等操作。 

二、数据格式 

本程序包含 TXT文本数据和地质图区文件。 

（1）TXT文本数据，其格式如： 

X坐标、Y坐标、Au、As、Cu...Pb 

453000 4613000 1.0 2.0 2.3...5.6 

455000 4613000 1.5 2.2 3.5...10.2 

（2）地质图区文件：即 MAPGIS区文件或者区明码文件，自动识别 WP和 WAP两

种标准格式。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可视化地层编码统计”命令，打开如图 6.5.1 所示的

图 6.4.1  地层编码统计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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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源数据投影参数

设置：指打开的 TXT 数据

坐标投影参数； 

（2）地质图区文件投

影参数设置：指打开的地

质图区文件投影参数。 

（3）每个样品的地层

编码将以对应的地质图的

区的颜色号来表示，即样

品落到哪个地质区中，就以此

区的颜色号来表示样品的地层

编码。 

（4）点击“整理地层编码”

按钮，弹出如图 6.5.2所示： 

界面左边部分，显示了统

计的各个地层的结果，即每个

地层所示的颜色，以及每个地层里面包含的元素个数，程序还自动从点文件中提取

了每个地层的地层编码，供用户参考。 

界面的右边部分，显示了筛选结果，一般在做地层编码统计时，一般保证每个

地层编码中的元素个数不低于 30 个，因此小于这个数据的将合并到相似的地层中

去。 

操作方式：点击右边部分需要合并的地层，然后选择左边部分地层，即然后点

击合并处理，就可以将右边部分的地层自动合并到左边部分选择的地层编码中去了。 

五、结果说明 

结果为 TXT数据文件，即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最后增加“地层编码”列。 

6.6  化探特征参数统计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按全区或地质单元统计一批化探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离差、

图 6.5.1  可视化地层编码统计操作界面 

图 6.5.2  整理地层编码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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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系数、浓集系数以及致矿系数。 

二、数据格式 

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 文本数

据，可以用列选择对 39 个元素进行计

算，地质编码与样品一一对应，如： 

X坐标、Y坐标、Au、As、Cu...bm 

453000 4613000 1.0 2.0 2.3...2 

455000 4613000 1.5 2.2 3.5...1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化探特征

参数统计”的“化探特征参数统计”命

令，打开如图 6.6.1所示的操作界面： 

装入化探 TXT数据后，在操作对象选择框中左边的元素列选中元素，单击“>”

添加到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单击“>>”添加全部；在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单

击选中元素，单击“<”移除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的元素列对象，单击“<<”移除

全部。 

四、参数说明 

1、剔除值参数，平均值+n 倍的标准离差，统计类型设置剔除值方式：迭代循

环剔除和按次数剔除两种。 

2、统计全区特征参数：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的元素就会显示参考克拉克值和

单位，参考克拉克值和单位却可以编辑修改。 

3、当选择“统计单元特征参数”时，“地层编码参数”变为可用，在“选择编

码列”下拉选项中选择编码所在列，程序自动计算填入“地层单元数”，如果编码列

为数字则将数字填入“地层编码”列，如果编码列为地层代码则将其填入“地层代

码”列，再按需要输入“地层代码”或者“地层编码”，地层编码同时作为统计参数

时的顺序号。 

4、在输入“地层代码”时可以双击，从弹出的系统默认地层代码选择窗口中点

击选择，单击确定，则选择的代码就填入相应表格。在系统默认地层代码选择窗口

中可用导入、载入原始值、插入、删除、保存来编辑所需的系统默认地层代码。 

5、如果已经编辑好地层编码文件，可点击“装入地层编码文件”按钮装入，其

地层编码文件格式如下： 

图 6.6.1  化探特征参数统计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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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ODE （地层编码文件标识） 

11 （地层编码数） 

1 Q （地层编码 地层代码） 

2 N 

3 C1bb  

4 C1ba  

5 C1n 

6 C1hb  

6、结果样式选择：包括两种，一种是以一个元素为单位进行结果保存，一种是

以 4 种剔除方式，将各元素进行整合分别进行保存的模式，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要

求进行保存。 

6.7  化探背景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统计一组样本的背景值、均值、均方差、异常下限、变化系数、偏

度检验值、峰度检验值、正态分布检验值、众值以及参与统计的样本数和分组情况。 

二、方法原理 

程序以变换数据类型（真数或对数），分组起始值，组数等方式，构成若干种分

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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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检验：  ifxFxF |)()(|max 1  

Xi：组中值或含量值；fi:Xi所对应的频数；H：组距；X50：包括累计频率 50%

在内的所在组的组下限；F50：累计频率 50%所在组之前的累计频率；f50:包括累计

频率 50%所在组的组频率；F(X)：为经验累计频率；F1(X)：为理论累计频率。 

三、数据准备 

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文本数据。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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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坐标、Y坐标、Au、As、Cu...bm 

453000 4613000 1.0 2.0 2.3...2 

455000 4613000 1.5 2.2 3.5...1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化探常用统

计分析”中的“化探背景分析”命令，打

开如图 6.7.1所示的操作界面。 

1、装入数据文件。 

2、在列选择中选择要处理的元素。 

3、在分组信息对话框中分别输入分组初值、分组终值和分组数。 

五、参数说明 

数据取对数：若选

择则对数据进行对数

处理，然后进行分析；

不选则对原始数据进

行分析。 

注意：数据取对数

的分组初值和终值应

是与原始数据的分组

初值和终值取对数后

的值相近。 

六、结果说明 

原始数据的背景分析结果示例如图 6.7.2。 

6.8  数理统计法背景值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采用数理统计法计算出数据的背景值和异常下限值。 

二、方法原理 

微量元素在各种天然物质中的含量，一般是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或正态分布的，

这就是数理统计方法确定背景值和异常下限的理论依据。因此，只有确认测区内元

素含量是属于或近似于对数正态分布或正态分布是，才能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确定背

图 6.7.1 化探背景分析操作界面 

图 6.7.2  原始数据的背景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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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值和异常下限。 

根据背景值的概念，当元素含量是属于或近似于对数正态分布或正态分布时，

背景值就可用样本的几何平均值或算术平均值，众数，中位数来估计。因为几何平

均值或算术平均值受极大值和极小值的影响较大，虽然众数和中位数不受极大值和

极小值的影响，但当数据集中趋势不明显是，众数就求不出来，并且也随数据分组

不同而异。因此，在估计背景值时，一定要考虑样本的特征，选出其最佳估计值。

当含量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是，计算公式： 

Tl=lgCo+Kσ  

式中：Tl 为对数异常下限；σ 为元素含量的对数标准离差；Co为背景值；K为

常数。 

当元素含量服从正态分布时，计算公式： 

Tl=Co+Kσ  

K 一般可定为 1~3。K 值愈小，异常值出现的可能性愈大；K 值愈大，异常值出

现的可能性愈小。例如，当 K=1 时，异常出现的概念为 15.9%；当 K=2 时，异常出

现的概念为 2.3%；而当 K=3时，异常出现的概率为 0.1%，等等。K值的选取主要取

决于测区内的成矿地质条件，还要考虑工作的目的和任务等。当测区内成矿地质条

件良好，K值应取小一些；当成矿地质条件不好，K值就要取大一些；在初步普查阶

段，主要是怕漏掉有找矿意义的异常，K 值要取小一些；在详查阶段，主要是为避

免混入非致矿异常，K值就要取大一些。 

1、直接计算法 

利用分析结果的对数值，直接求出其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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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为不同分析结果的数目。 

2、图解法 

第一步，将数据分组。 

第二步，将分组后的数据统计结果填入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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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编绘累积频率图。取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以横坐标表示含量对数值，

以纵坐标表示累积频率。再用组上限为横坐标，用该组对应的累积频率为纵坐标，

依次给出各坐标点的位置，最后用圆滑曲线将各点链接起来，就得到频率分布曲线。 

第四步，利用频率分布曲线求出 lgMe和σ 。频率分布曲线上累积频率为 50%的

点，所对应的横坐标为 lgMe，而累积频率为 15.9%，84.1%的点，所对应的横坐标为

lgMe-σ 。故可求出σ 。 

第五步，求出背景值和异常下限。

（本程序算法参考《地球化学找矿方

法》一书，地质出版社出版，主编：杨

小峰，刘长垠，张泰然，郑毅）。 

三、数据准备 

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 文本数

据。格式为： 

X坐标、Y坐标、Au、As、Cu...bm 

453000 4613000 1.0 2.0 2.3...2 

455000 4613000 1.5 2.2 3.5...1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数理统计法背景值分析”

中的“化探背景分析”命令，打开如图 6.8.1所示的

操作界面。 

1、装入数据文件。 

2、在列选择中选择要处理的元素。 

3、在分组信息对话框中分别输入分组初值、分组终值和分组数。 

4、点击结果成图参数设置按钮，可弹出如图 6.8.2所示界面： 

6.9  R 型聚类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 R型聚类分析。 

二、方法原理 

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文本数据。 

在 R型聚类分析中，原始数据采用标准化。原理其公式为：  

图 6.8.1  数理统计法背景值分析操作界面 

图 6.8.2  成图结果参数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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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型聚类分析中，统计量采用相关关系，即： 

  

式中：rkj为第 j个变量和第 k个变

量的相关系数； 

Xji 为第 j 个变量第 i 个样品观测

值； 

Xj与 Xk为第 j个和第 k个变量的平

均值。 

三、操作说明 

1、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化探常

用统计分析”的“R型聚类分析”命令，

打开如图 6.9.1 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

文件后，从左边元素文件列表中选择需要参加统

计的元素文件到右边列表。 

R 型聚类分析可以按各个地层编码进行统

计，程序自动在保存的文件名后面加上地层编码。 

2、点击“下一步”  ，程序将弹出如图

6.9.2 所示窗口，对谱系图的横轴间距进行设

置： 

四、结果说明 

1、程序另外自动保存“谱系图结果文件名+_元素关系表.CSV”文件，详细记录

各个元素直接的关系值，而谱系图中只记录了前几位各元素的关系，没有详细列出

各个元素的关系表。 

图 6.9.1  化探常用统计分析操作界面 

图 6.9.2  谱系图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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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示例如图 6.9.3，本程序处理结果为 MAPGIS明码格式：  

6.10  模糊聚类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模糊聚类分析。 

二、方法原理 

在模糊聚类分析中，原始数据采用

规格化处理。其公式为： 

(min)(max)

(min)
'

ii

iij

ij
XX

XX
X




    (i=1，2，…，P；

j=1，2，…，n) 

其中：P，n分别为变量数和样品数； 

Xi(max)及 Xi(min)分别为数据中第 i

个指标的极大值与极小值 

在模糊聚类分析中，统计量采用距离系数，即： 





P

i

ikijjk PX（XD
1

2 /)(     (j，k=1，2，…，n；j≠k) 

式中：Djk为第 j个样品与第 k 个样品的距离系数； 

Xij为第 i个变量第 j 个样品的观测值。 

三、数据格式 

模糊聚类分析使用的数据为

TXT 文本数据，格式如下： 

X坐标、Y坐标、Au、As ...Cu 

453000 4613000 1.0 2.0...2.3 

455000 4613000 1.5 2.2...3.5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化探常

用统计分析”的“模糊聚类分析”命

令，打开如图 6.10.1 所示的操作界

面，装入文件。 

在操作对象选择框中左边的元素列标识中单击选中元素，单击“>”添加到右边

图 6.9.3  R 型聚类分析结果浏览 

图 6.10.1  模糊聚类分析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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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处理对象框中。即可进行处理（单击“>>”添加全部；在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

中单击选中元素，单击“<”移除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的元素列对象，单击“<<”

移除全部。） 

2、点击“下一步”，程序将弹出如图 6.10.2

所示窗口，对谱系图的横轴间距进行设置： 

五、结果说明 

计算结果为 MAPGIS 明码格式的距离系数

和谱系图。 

6.11  Q 型聚类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 Q型聚类分析。 

二、方法原理 

在 Q型聚类分析中，原始数据采用规格化。处理其公式为： 

(min)(max)

(min)
'

ii

iij

ij
XX

XX
X




    (i=1，2，…，P；j=1，2，…，n) 

其中：P，n分别为变量数和样品数； 

Xi(max)及 Xi(min)分别为数据中第 i个指标的极大值与极小值 

统计量在 Q型聚类分析中，采用距离系数，即： 





P

i

ikijjk PX（XD
1

2 /)(
    (j，k=1，2，…，n；j≠k) 

式中：Djk为第 j个样品与第 k 个样品的距离系数； 

Xij为第 i个变量第 j 个样品的观测值。 

三、数据格式 

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文本数据，格式如

下： 

X坐标、Y坐标、Au、As ...Cu 

453000 4613000 1.0 2.0...2.3 

455000 4613000 1.5 2.2...3.5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常用统计分析”中的“Q 型聚类分析”命令，打开如

图 6.10.2  谱系图参数设置界面 

图 6.11.1  Q 型聚类分析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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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文件。 

在操作对象选择框中左边的元素列标识中

单击选中元素，单击>添加到右边的待处理对象

框中，单击>>添加全部；在右边的待处理对象

框中单击选中元素，单击<移除右边的待处理对

象框中的元素列对象，单击<<移除全部。Q型聚

类分析时样品组数小于 200个。 

2、点击“下一步”，程序将弹出图 6.11.2

所示窗口，对谱系图横轴间距进行设置： 

五、结果说明 

计算结果为 MAPGIS明码格式的距离系数和谱系图。 

6.12  因子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 R型因子分析和 Q型因子分析。 

二、方法原理 

因子分析通过大量的元素分析数据，在关系复杂的情况下，寻找影响它们的共

同因素和特殊因素。并以原始数据间的相关关系为基础，通过数据方法将许多彼此

间具有错综复杂关系，指示出某种地质元素的共生组合和成因联系。用因子代替原

始元素，不仅对原始元素的相关信息损失无几，而且更能反映地质现象的内在联系。  

三、数据准备 

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文本数据，格式如下： 

X坐标、Y坐标、Au、As ...Cu 

453000 4613000 1.0 2.0...2.3 

455000 4613000 1.5 2.2...3.5 

R-型因子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

研究，找出联系所有变量的几个主要成分，又称主成分分析； 

Q-型因子分析研究样品(标本即为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样品的相似系数

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控制着所有样品的几个主要因素，又称主因素分析。 

数学原理：设有一批含 p 个变量，n 个样品的观测数据，如果其变量为 X1、

X2、……、Xp，它们的综合变量记为 F1、F2、……、Fm(m≤p)，其数学表达式为  

图 6.11.2  谱系图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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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ija 由下列原则决定： 

1、Fi与 Fj（ij，i、j=1，2，……，m）互相无关 

2、F1是 X1、X2、……，Xp的一切线性组合中方差最大； 

F2是与 F1不相关的 X1、X2、……、Xp所有线性组合中方差最大的； 

……； 

Fm是与 F1、F2、……、Fm-1都不相关的 X1、X2、……、Xp所有线性组合中方

差最大。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化探常

用统计分析”的“因子分析”命令，

打开如图 6.12.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

入文件后，在坐标列选择栏内，选择

X、Y坐标所在列。 

在操作对象选择框中左边的元素

列标识中单击选中元素。（单击“>”

添加到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在选

择分析类型即可单击“>>”添加全部；

在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单击选中元素，单击“<”移除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的元

素列对象，单击“<<”移除全部）。  

五、参数说明 

分析类型选择：类型有“R-型因子分析”和“Q-型因子分析”；R-型因子分析研

究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Q-型因子分析研究分析样品间的关系，样品组数不宜太多

(样品组数小于 128个)。 

元素的方差贡献百分比（%），一般取值在 80%-90%之间。 

图 6.12.1  因子分析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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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回归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做多元回归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正交化回归分析。 

二、方法原理 

回归分析是研究变量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回归分析以观测数据为基础，

找出相关变量之间的内部规律，以定量的形式建立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或几个变

量之间的数学表达式，从而可以根据一个或几个变量的观测值来预测另外一个变量

的估算值。 

在地球化学研究中回归分析就是研究元素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建立一个

元素和另一个元素或几个元素之间的数据表达式。在实际运用中，回归分析根据元

素的数目划分为一元变量回归和多元变量回归，回归的形式包括线性回归和非线性

回归。 

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某一变量与多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某两变量之间

的非线性关系有时也可以转化为线性关系）。这是以大量收集到的观测数据为基础，

找出相关变量之间的内部规律性，以定量形式建立一个因变量与另一个自变量（或

另几个自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从而可以根据一个或几个变量的观测值来

预测（预报）另一个变量的估计值，并能从多个指标变量中找出对所研究的问题起

重要作用的某些指标。 

2、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是以大量收集到的观测数据为基础，建立某一个变量与另

一个变量（或几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逐步回归是在多元回归基础是派

生出来的一种算法，它能从众多的变量（或预先尽可能多地考虑一些变量）中自动

挑选重要变量（指标或因子），并确定其数学表达式的一种统计方法。 

3、正交化回归分析与线性回归不同，它不一定建立随机变量与全体变量之间的

关系，而是一种具有挑选因子的方案。线性回归和逐步回归仅考虑因变量（一个或

多个）与自变量（多外）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自变量本身之间的关系，因而信息

有重复的可能，而降低某一独立因素的相对权系数。这种重复也因具体问题的不同，

对回归效果就有一定的影响。正交化回归不仅考虑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而

且还要考虑自变量本身之间的相互影响。即是将自变量因子进行正交化，排除自变

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得到一组新的正交化了的因子，再建立新因子与因变量之间的

回归方程，并还原到非正交化、非正规化的回归方程，作为建立预报模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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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格式 

回归分析使用的数据 TXT文件数据，格式如下： 

X坐标、Y坐标、Au、As ...Cu 

453000 4613000 1.0 2.0...2.3 

455000 4613000 1.5 2.2...3.5 

选中的 n个元素中，前 n-1个为自变量，

最后一个为因变量。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常用统计分析”

中的“回归分析”命令，打开如图 6.13.1

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文件。 

在操作对象选择框中左边的元素列标识中单击选中元素，单击>添加到右边的待

处理对象框中。再选择分析方法即可（单击>>添加全部；在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

单击选中元素，单击<移除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的元素列对象，单击<<移除全部）。 

五、参数说明 

分析方法有：多元回归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正交化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时的模型有 5 种选择，分别是幂函数模型 y=a＊x＊＊b，指数函

数模型 y=a＊e＊＊(b＊x)，倒数指数模型 y=a＊e＊＊(b/x)，对数函数模型 y=a+b

＊lg(x)，线性函数模型 y=a+b＊x。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时需要输入引入变量临界值和剔除变量临界值。 

正交化回归分析时需要选择输入给定 e值或输入给定 Fa值。 

六、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TXT 格式，三种回归分析计算的结果都包括回归方程系数，因变量

观测值、回归预测值和残差值。 

6.14  对应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对应分析。 

二、方法原理 

对应分析是在 R-型与 Q-型因子分析基础上发展起来和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把

R-型和 Q-型因子分析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变量之间、样品之间及变量与样品之间的

图 6.13.1  回归分析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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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它揭示了 R-型与 Q-型分析之间的两重性，以较少重要的几个公共因子的综合

指标去研究对象在成因上或空间上的联系，应用载荷平面投影图进行地质解释与推

断，在地质学的应用可以包括：对矿床成因的解释；成岩（成矿）的物质来源、作

用方式、作用因素；含矿岩体的预测、评价；地球化学的研究等。根据 R-型与 Q-

型分析具有的对偶性，由 R-型分析结果很容易地得 Q-型分析结果，它可以克服由于

样品容量大而对 Q-型因子分析所带来计算上的困难，把变量和样品同时反映到同一

坐标轴（因子轴）的一张图形上，更便于地质解释与推断。 

三、数据格式 

本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文本数据，格式如下： 

X坐标、Y坐标、Au、As ...Cu 

453000 4613000 1.0 2.0...2.3 

455000 4613000 1.5 2.2...3.5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常用统计分析”中

的“对应分析”命令，打开如图 6.14.1 所示的

操作界面，打开数据文件后，在操作对象选择框

中左边的元素列标识中单击选中元素，即可进行处理（单击>添加到右边的待处理对

象框中，单击>>添加全部；在右边的待处理对象框中单击选中元素，单击<移除右边

的待处理对象框中的元素列对象，单击<<移除全部）。 

五、参数说明 

数据取对数：选择则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然后进行分析，否则对原始数据

进行分析。 

主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百分比(%)，一般取值在 80%-90%之间。 

六、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TXT格式，内容有：特征值、特征向量、方差贡献、累积方差贡献、

R型和 Q型载荷矩阵。 

6.15  相关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做秩相关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相关频数比值法、模糊相似优选比。 

图 6.14.1  对应分析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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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原理 

1、典型相关分析是研究两组地质指标（或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

它揭示了两个因素“集团”之间的内部联系，而两个因素“集团”的内容和变量数

目又可以不同，这就决定了它在解决地质问题上的许多特点，在地质上用来研究二

组地质特征之间的关系。用以研究地质成因和地质体对比。如研究某种矿物成分与

其围岩成分的关系；研究古生物群同古地理环境之间依存关系；两条区域剖面的化

学成分、岩石成分的对比等等。典型相关分析的目的，是在两组众多地质变量中分

别寻找若干对（每对为若干个变数的线性组合）有代表性、且具有相关关系的综合

指标，通过研究两组综合指标间的关系来反映两组地质变量间的主要作用因素和作

用形式。 

2、秩相关分析是研究一组观测值与另外一组观测序列之间的相关关系，在矿床

统计预测中，研究各种控矿地质因素和找矿标志与矿化的相关关系，查明这样的因

素与标志最有利的数值范围，即查明找矿有利的统计标志。 

两个观测序列的秩相关系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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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nn

d
P  

其中 d为对比序列的序差；n为对比序列的等级数。 

3、相关频数比值法：筛选因子（变量）的目的在于从大量的预报因子中选出与

预报量相关较好，而因子之间相关较差，即因子独立性强的若干较优因子，由它们

组成数学模型使预报效果达到最佳。 

计算公式化：第 i个因子的相关频数比 

i

i
i

n

n
m

'
  

ni：变量 Xi报对的频数，指预报量 Y=1时 Xi=1，Y=0时 Xi=0 

n′i：因子间相关频数，指 Xi因子在各样本个体中的报错时，相应样本个体其

它因子重复报错的总频数。 

三、数据格式 

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格式文件，使用的数据为： 

样品 1 : 观测值， 变量所在样品(单元)的矿化分级数 

样品 2 : 观测值， 变量所在样品(单元)的矿化分级数 

... ... ... ... ... 



第 6 章  化探子系统 

 210 

样品 N : 观测值， 变量所在样品(单元)的矿化分级数 

分级数 : 分级 1，分级 2，... ... 分级(划分区间) 

典型相关分析使用的数据矩阵为： 

样品 1: 变量 1，变量 2...变量 j， ...， 变量 M 

样品 2: 变量 1，变量 2...变量 j， ...， 变量 M 

... ... ... ... ... 

样品 N: 变量 1，变量 2...变量 j， ...， 变量 M 

样品数 N，总变量数 M，第一组变量数 j，第二组变量数 M-j。 

相关频数比值法使用的数据矩阵为： 

样品 1: 因子 1， 因子 2， ...， 因子 M 

样品 2: 因子 1， 因子 2， ...， 因子 M 

... ... ... ... ... 

样品 N: 因子 1， 因子 2， ...， 因子 M 

预报量: 值 1， 值 2， ...， 值 n 

模糊相似优选比使用的数据矩阵为： 

变量 1: 异常 1， 异常 2， ...， 异常 M 

变量 2: 异常 1， 异常 2， ...， 异常 M 

... ... ... ... ... 

变量 N: 异常 1， 异常 2， ...， 异常 M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常用统计分析”中的“相关分析”命令，打开如图 6.15.1

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文件按窗口提示输入选择即可。 

五、参数说明 

“分析方法”可以选择的方法有：秩相关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相关频数比值

法、模糊相似优选比四种方法。 

当选择秩相关分析法时如上图，输入的参数有样品数、

等级数、划分的区间数； 

当选择典型相关分析时，输入的参数有样品数、变量数、

第一组变量数、单击“变量名输入”按钮，可以打开变量名

输入界面如图 6.15.2所示，变量名输入完成后，单击“确定”

完成变量名输入； 

图 6.15.1  相关分析操作界面 

图 6.15.2  变量设置

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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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为 TXT格式。 

计算结果：秩相关分析的计算结果有各矿化分级、各变量分级区间的频数、各

变量分级区间出现单元数的频率、各变量分级区间内的秩。 

典型相关分析的计算结果有典型相关对、典型相关系数、统计检验值、自由度、

典型变量系数。 

相关频数比值法的计算结果有相关频数、相关频数比值、剔除因子。 

模糊相似优选法的计算结果为各异常模糊优选比和各异常所有元素的优选比之

和。 

6.16  特征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做平方和法和乘积矩阵主分量法。 

二、方法原理 

程序使用数据为 TXT 格式，特征分析是一种对定性描述资料的多元统计方法，

其理论简单，通过对已知模型区内各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定量考察，来确定每个变量

的权系数，用于预测的原则是类比法。可综合处理各种数据，尤其适用于多类型定

性描述资料的综合处理。在地质找矿过程中常用于预测与评价找矿远景区，亦可用

来挑选控矿的重要变量。 

方法原理：从乘积矩阵 Z’Z（Z 为原始数据矩阵）和匹配矩阵 T 出发，采用主

分量分析的雅可比法（Jacobi）寻找最大特征值（λ 1）及其相应的一组特征向量

（bij），来确定各标志的权系数，建立模型与变

量线性关系，同时得到预测区的综合指标——关

联值，提供定量评价、预测。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常用统计分析”中

的“特征分析”命令，打开如图 6.16.1 所示的

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输入选择即可。 

四、参数说明 

“分析方法”选择的方法有：平方和法、乘积矩阵主分量法。 

图 6.16.1  特征分析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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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仍为 TXT格式。 

6.17  点聚图 0-1 法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各地质变量的区分率，以

达到筛选地质变量的目的。 

二、方法原理 

假设有 n个样品，m个变量，将 m个变量分

别投影在各自的数轴上，1 表示含矿样品，0 表

示无矿样品，投在数轴上，形成一个 0-1序列，

如果两类样品能用一点区分，即 0和 1能用一点

分开，且区分率在 75%（用户输入）以上，则该

变量可以入选， %100



N

N 判错的样品数
区分率  

三、数据格式 

点聚图 0-1法使用的数据矩阵如图 6.17.1，为 TXT数据。 

示例数据中有 7 个元素（Ａ、Ｂ……Ｇ代表元素），每个元素有 10 个样品，第

8列为含矿标志，1表示含矿样品，0表示无矿样品。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中的“点聚图 0-1 法”命令，打开如图

6.17.2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后，输入选择即可。 

五、参数说明  

含矿标志列：含矿标志所在的列。 

六、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仍为 TXT格式，内容是各元素的区分率，大于 75%

的是选入元素，反之为剔除元素，结果文件示例如图 6.17.3。 

6.18  模糊相似优选法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采用模糊相似性度量，对未知样本与已知样本进行比较，从而得到各样

本与已知样本相对亲密程度。 

图 6.17.1  点聚图 0-1 法原始数据矩阵 

图 6.17.2  点聚图 0-1 法操作界面 

图 6.17.3 点聚图 0-1

法的计算结果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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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格式 

模糊相似优选法使用的数据格式为： 

A11 A12 …… A1n 已知样本各变量取值 

A21 A22 …… A2n 未知样本数据 

… … … 

Am1 Am2 …… Amn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中的“模糊相似优选法”命令，打开如

图 6.18.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后，输入变量和样本数即可。 

四、参数说明  

样本数指未知样本。 

五、结果说明 

例如程序对下列数据进行处理： 

280 12 2716 //为已知样本。  

320 14.7 3840 //为未知样本  

360 13 3636 

400 11.5 3440 

250 13 3600 

340 21 5960 

340 8 1802 

270 20 4644 

未知样本数为 7，变量数为 3。 

计算结果：是各未知样本与已知样本的亲近序号，序号越小表示未知样本与已

知样本越亲近如图 6.18.2。 

6.19  隶属度和贴近度法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在集合上的隶属函数，按隶属原则识别对象，判定其属于哪一

个类型；根据各弗晰两两间的贴近度，按择近原则，确定哪两个弗晰集最贴近。 

二、方法原理 

1、隶属度 

图 6.18.1  模糊相似优选法操作界面 

图 6.18.2  模糊相似

优选法结果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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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 n种类型，m种指标，则第 i种类型在第 j种指标上的隶属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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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ij
(1)
和 aij

(2)
分别是第 i类元素第 j种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bij

(2)
=2σ ij，

而σ ij
(2)
是第 i 类元素第 j种指标上的方差，给定一具体对象 X，设它的 m 个指标为

X1、X2、…、Xm，令  

mjXAS jiji  1)(min  

又若， niSS ii  1)max(0  

则认为此对象属第 i0类 Ai0。 

2、贴近度 

已知有 n种类型（A1，A2，…，An），它们都有 m种指标，均为正态型弗晰变量，

相应的参数分别为（aij
(1)
、aij

(2)
、bij）（i=1，2，…，n；j=1，2，…，m），其中 aij

(1)
=min

（Xij），aij
(2)
=max（Xij），bij

(2)
=2σ ij

(2)
，σ ij

(2)
是 Xij 的方差，待判断对象 B的 m个指

标分别是具有参数（aj，bj）（j=1，2，…，m）的正态型弗晰变量，则 B与各类型的

贴近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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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记 ),min( BAS iji   

若有 niSS ii  1)max(0  

则按贴近原则，可以认为此 B与 Ai0最贴近。 

三、数据格式 

程序使用数据为 TXT格式，隶属度和贴近度使用的数据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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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a(m) 

b(1)，b(2)...b(L) 

. . . 

b(a(1)+a(2)+a(3)) 

c(1)，c(2)...c(3) 

已知分类样品数：(a(1)+a(2)+a(3))*L 

变量数为：L，已知样品分类数：m，待判别样品分类数：n，如： 

2 2 

70.18 0.39 14.47 1.57 1.78 0.12  

70.40 0.31 14.48 1.38 1.77 0.08  

73.05 0.11 14.54 0.07 1.87 0.18  

73.12 0.23 15.01 0.96 2.03 0.16  

72.04 0.37 13.71 0.02 3.13 0.01  

71.62 0.30 13.15 1.59 2.79 0.08  

73.10 0.03 14.04 1.31 1.73 0.03  

72.32 0.26 13.96 2.42 1.80 0.01  

71.54 0.34 15.26 2.59 1.89 0.01 

3 2 

在上面的示例数据中样品总数为 9，变量数

为 6，已知变量数为 4，分为两类，第一类 2 个

样品，第二类 2 个样品，待判别样品为 5，分为

两类，第一类 3个样品，第二类 2个样品。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中的“隶属度和贴近度法”命令，打开

如图 6.19.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后，在参数输入对话框中输入变量数、

已知样品分类数、已知分类样品数、判别类别、待判别样品数和是否对数据做对数

变换。 

五、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仍为 TXT 格式，内容为各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方差、倍的方差、

待判样品的隶属度、待判样品的隶属度的最大值、隶属度归类号、待判样品的贴近

度、待判样品的贴近度的最大值、贴近度归类号。 

图 6.19.1 隶属度和贴近度法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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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逻辑信息法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的功能是以数理逻辑组合分析及数理统计为基础的综合数学分析方法。 

二、数据格式 

程序使用数据为 TXT格式，数据文件是二态变量矩阵（有矿记为 1，没有记为 0），

行数为样本数，列数为变量数，如： 

1 0 0 1 1            1 0 0 1 1            1 0 0 1 1            1 0 1 1 0 

1 1 1 1 0            1 1 1 1 0            0 1 1 0 1            0 1 1 1 1 

0 1 1 0 1 

原始样本数为 9，变量数为 5，类别或分组数如果为 3，则每类或每组的样本数

为 3，输入类别或分组的值和每个类别样本数的乘积为原始数据样本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中的“逻辑信息法”命令，打开如图 6.20.1

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后，输入参数即可。 

四、结果说明 

计算结果：逻辑信息法的计算结果有标志信息

权、目标信息权、分支图。 

6.21  信息量预测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各地质标志所提供的找矿信息量，在给定的有用信息水平下根

据从已知到未知的原则筛选出若干地质标志为有利找矿标志。其次计算每个单元中

各标志信息量的总和，确定预测单元的找矿信息量临界值，进而预测找矿远景区。 

二、方法原理 

信息量计算法是通过计算各地质因素和找矿标志所提供的找矿信息量，定量地

评价各地质因素和标志对指导找矿的作用，借以选择与矿化关系密切的变量；同时

根据每个单元中各标志信息量总和的大小，评价每个单元相对的找矿意义，用以对

找矿远景区进行预测。 

标志 Xj指示有矿的信息量：
SS

NN
I

j

i
j lg  

式中：Nj—具有标志 Xj 含矿单元数；N—研究区内的含矿单元数；Sj—具有标

图 6.20.1  逻辑信息法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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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Xj的单元数；N—研究区内单元数。 

有用信息量： 


 
n

j

jIKI
1

 

式中：K—有用信息水平（一般取 0.75）；n—信息量为正值的标志个数； 

预测单元找矿信息量临界值： 



r

i

jr I
r

I
1

1
（r 为有矿单元个数） 

将正信息量从大到小累积，当累积值大于正信息量总和的 75%时，所累加的标

志就是有利找矿的标志。 

三、数据格式 

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 格式是一个二态变量矩阵，第一列表示有矿(1)或无矿

(0)： 

单元 1: 含矿标志，标志 1， 标志 2， ...， 标志 M 

单元 2: 含矿标志，标志 1， 标志 2， ...， 标志 M 

... ... ... ... ... 

单元 N: 含矿标志，标志 1， 标志 2， ...， 标志 M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中的“信息量预测”命令，打开如图 6.21.1

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后输入参数即可。 

五、参数说明 

有用信息水平：一般取值 0.75-0.9。 

六、结果说明 

例如程序使用如下数据进行计算：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0 0 0 1 1 0           1 0 1 1 1 1 0 1 

1 1 0 1 1 1 1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1 0 0 1 1 1           0 1 0 0 1 0 0 1 

研究区单元总数为 10，研究区预测标志总数为 8，有用信息水平（指远景单元

信息总量临界值参数），一般取值 0.75。 

计算结果：结果文件为 TXT,有各标志的信息量、各单元的信息量、预测单元含

矿信息量临界值和找矿远景区。 

图 6.21.1  信息量预测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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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原生晕分带序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计算原生晕元素分带序列，按照各元素变化梯度的大小和水平的高低

自上而下输出元素的分带序列。 

二、方法原理 

1、确定每个元素的规格化系数 Kj，对 X矩阵进行规格化变换 

从每个元素中挑选出最大值 Kj得 M个最大值，从这 M个最大值中，以最大数量

级的 Kj为 100，次大数量级的 Kj取值为 101，……，其余以此类推， 

得规格化系数矩阵： 

得规格化数据阵：A=XK=[a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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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分带指数 

由 A计算出




m

j

ijii ab
1

1
   （i=1，2，…，n）  

得























nnb

b

b

B

0

0

22

11



  所以分带指数矩阵为：D=BA=[dij] 

3、计算变化梯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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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kjmax表示第 j个元素的最大分带指数。 

4、确定分带序列的方法如下 

（1）在同一行里即同一水平（或标高）只出现一个元素的最大分带指数时，不

用考虑变化梯度的大小，按标高自上而下排列分带序列。 

（2）在同一水平（或标高）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最大分带指数时，可由变化

梯度的大小顺序和标高自上而下排列分带序列。 

三、数据格式 

程序使用 TXT数据，原始矩阵数据为 X=[Xij]；其中 Xij为线金属量数值；i为

标高或水平点距序号 i=1，2，…，n；j为元素的种类序号 j=1，2，…，m。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中的“原生晕分带序列”命令，打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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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选择元素即可。 

五、结果说明 

例如程序使用数据格式如下： 

Pb As Sb Cu Bi Mo 

1.5 .17 .066 .96 .07 .0007      

8.1 .006 .006 .75 .03 .0074 

1.3 .027 .014 1.2 .16 .018 

示例数据中，第一行元素数为 6，标高数

为 4，从第二行起自上而下分别为地表、水平 1、水平 2、水平 3。 

程序计算结果：结果文件为 TXT 格式，为各元素最大的分带指数所在水平、各

元素的变化梯度和各元素的分带序列。 

确定分带序列的方法有两种： 

（1）在同一水平标高只出现一个元素的最大分带指数时，不用考虑变化梯度的

大小，按标高自上而下排列分带序列。 

（1）在同一水平标高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最大分带指数时，可由变化梯度的

大小顺序和标高自上而下排列。  

原生晕元素分带序列自上而下为：As-Sb-Pb-Cu-Bi-Mo 

 

6.23  数量化理论 1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处理定性数据，得到回归系数(包

括常数项)；样品的实测值、预测(估计)值、剩余

值，程序数据格式为 TXT。 

二、数据格式 

程序使用的数据格式为 TXT:每行放一个样本，先放定量变量，再放定性变量，

最后放因变量，已知样本在前，未知样本在后，未知样本没有因变量。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中的“数量化理论 1”命令，打开如图

图 6.22.1  原生晕分带序列操作界面 

图 6.23.1  数量化理论 1 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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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再输入选择即可。 

四、结果说明 

例如程序对下面数据进行计算： 

2 3 0 0 0 1 9          3 6 0 0 1 0 12          1 5 0 0 1 1 7 

2 4 1 0 1 0 6          5 6 1 1 1 0 15          8 7 0 1 1 1 20 

.5 .8 1 0 1 1 2        .1 .2 1 1 0 1 4         1 2 1 1 1 1 6 

.5 .5 0 1 1 0 8        4 5 1 1 1 0 17          2 3 0 0 0 1 

3 6 0 0 1 0            1 5 0 0 1 1             2 4 1 0 1 0 

5 6 1 1 1 0            8 7 0 1 1 1             .5 .8 1 0 1 1 

.1 .2 1 1 0 1          1 2 1 1 1 1             .5 .5 0 1 1 0 

前面 11行为已知样本，每行先放定量变量，假设为 2，然后放定性变量，变量

数为 4，最后 1列为因变量，从第 12行起放未知样本，定性变量、定量变量数同已

知样本，区别在于没有因变量。样本总数=已知样本数+未知样本数。 

计算结果为 TXT格式，有已知因变量的值及其未知样本的回归值。 

6.24  数量化理论 2 

一、程序功能 

本模块程序的功能是由已知归类的样本来建立判别模型，然后对已知样本回代，

对未知样本进行归类，用于进行定性预测。 

二、数据格式 

需要输入数据文件（数据第一行总和为未知样本数，每个数据为每组未知样本

数；剩余行数为样本总数；变量总数为从第 2行起的列数；类别数是第 1行的列数；

判别系数维数小于等于变量总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中的“数

量化理论 2”命令，打开如图 6.24.1 所示的操作

界面，装入文件，输入选择。 

四、结果说明 

例如程序对下面数据进行计算： 

7 8 10                 1.9 31 1 0 0            2.2 29 1 0 0 

2.1 50 1 1 0           1.8 40 1 0 1            2.1 45 0 0 0 

图 6.24.1  数量化理论 2 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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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6 1 0 1           2.3 30 0 1 0            0.5 55 0 1 0 

0.7 49 1 1 0           0.8 60 0 1 1            0.6 62 0 0 0 

1.1 52 0 1 0           1.4 70 0 1 0            1.3 62 0 0 0 

0.9 59 0 1 1           2.6 20 0 0 1            3.5 14 0 0 1 

3.1 27 1 0 1           2.5 30 0 1 1            2.6 25 1 0 0 

4.6 28 0 0 1           2.8 35 0 1 1            2.6 18 0 0 1 

3.1 25 0 0 1           2.3 29 1 1 1            0.1 80 0 1 0 

0.6 61 0 1 0           0.9 52 0 1 1            1.3 49 0 0 0 

1.1 60 1 1 0           1.8 30 1 0 0            1.9 40 1 0 0 

2.2 42 1 0 1           1.9 62 1 1 0            1.8 30 0 0 0 

1.7 40 1 0 1           2.0 41 1 1 1            3.4 11 0 0 1 

2.9 19 0 0 1           3.4 20 1 0 1            2.5 25 1 1 1 

4.0 29 0 0 1           4.5 16 0 0 0            2.8 30 1 0 1 

3.0 21 0 0 1           2.5 16 1 1 0            3.6 19 0 0 1 

2.9 12 0 0 1 

样本总数为 48，未知样本数为 25，从第二行起为已知样本，后 23 个为未知样

本，未知样本分为 3类，每类的个数分别 7、8和 10，样本中的变量总数为 5，其中

前 2 列为定量变量，定性变量数为 3，判别系数维数小于等于 5。 

计算结果是每类样本各变量的均值、已知样本和未知样本的分类结果、每类分

类错误数、偏相关系数，为 TXT格式。 

6.25  数量化理论 3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用于分析样品或变量中起支配

作用的因素，可用于对样品或变量进行分类。 

二、数据格式 

程序使用 TXT格式数据，数据文件每行代表一个样品，各行中先存放定量变量，

再存放定性变量，定量变量＋定性变量＝变量数＝列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中的“数量化理论 3”命令，打开如图

图 6.25.1  数量化理论 3 命令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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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文件后做选择即可。 

四、结果说明 

例如程序对下列数据进行计算： 

2 3 0 0 0 1            3 6 0 0 1 0           1 5 0 0 1 1 

2 4 1 0 1 0            5 6 1 1 1 0           8 7 0 1 1 1  

.5 .8 1 0 1 1          .1 .2 1 1 0 1         1 2 1 1 1 1 

.5 .5 0 1 1 0          4 5 1 1 1 0  

样本总数为 11，数据变量总数为 6，前 2 列为定量变量，后 4 列为定性变量，

因子数小于变量总数。 

计算结果有每个变量的特征值和特征值百分比，Q 型和 R 型等分矩阵，为 TXT 文

件。 

6.26  数量化理论 4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先给样本之间定义一个亲近度，然后根据亲近度为一个样本合理地给定

一个空间位置，使之全面地反映样本的亲疏关系，程序输出样本的特征值和特征向

量矩阵。 

二、数据格式 

程序使用 TXT格式数据，数据文件每行代表

一个样品，各行中先存放定量变量，再存放定性

变量，定量变量＋空间维数＝变量数＝列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中的“数量化理论 4”命令，打开如图

6.26.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再输入选择。 

四、结果说明 

例如程序对下面数据进行计算： 

2 3 0 0 0 1           3 6 0 0 1 0           1 5 0 0 1 1 

2 4 1 0 1 0           5 6 1 1 1 0           8 7 0 1 1 1  

.5 .8 1 0 1 1         .1 .2 1 1 0 1         1 2 1 1 1 1 

.5 .5 0 1 1 0         4 5 1 1 1 0  

样品总数为 11，数据变量总数为 6，前 2 列为定量变量，后 4 列为定性变量，

图 6.26.1  数量化理论 4 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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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维数小于样品总数。 

计算结果为特征向量计算百分比和特征向量矩阵。 

6.27  判别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做二态变量判别分析、多类逐步判别分析、两类判别分析。 

二、数据格式 

二态变量判别分析使用的数据矩阵为： 

样品 1: 变量 1， 变量 2， ...， 变量 M， 1， 伪变量 

样品 2: 变量 1， 变量 2， ...， 变量 M， 1， 伪变量 

... ... ... ... 

样品 N-1: 变量 1， 变量 2， ...， 变量 M， 1， 伪变量 

样品 N: 变量 1， 变量 2， ...， 变量 M， 1， 伪变量 

第 M+1列为 1， 第 M+2列为伪变量，伪变量中 A类样品为 1， B类样品为-1， 

多类逐步判别分析使用的数据矩阵为： 

样品 1: 分类 1， 分类 2， ...， 分类 M， 样品 1分类号 

样品 2: 分类 1， 分类 2， ...， 分类 M， 样品 2分类号 

... ... ... ... 

样品 N-1: 分类 1， 分类 2， ...， 分类 M， 样品 N分类号 

样品 N: 分类 1， 分类 2， ...， 分类 M， 样品 N分类号 

A组分类号为 1， B组分类号为 2， C组分类号为 3 

两类判别分析使用的数据矩阵为： 

A组样品 A11，A12，...A1n 

A21，A22，...A2n 

... ... ... ... 

Am1，Am2，...Amn 

B组样品 B11，B12，...B1n 

B21，B22，...B2n 

... ... ... ... 

Bp1，Bp2，...Bpn 

待判别样品 C11，C12，...C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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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C22，...C2n 

... ... ... ... 

Cj1，Cj2，...Cjn 

先输入 A 组数据， 再输入 B 组数据， 最后输入待判别组并且要求 A 组数据个

数多于 B 组， 否则 A， B组调换顺序，A 组样品 m个，B 组样品 p 个，待判别样品

j个，指标数 n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原生晕分析”

中的“判别分析”命令，打开如图 6.27.1

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输入你的

选择。 

四、参数说明 

分析方法：二态变量判别分析、多类逐

步判别分析、两类判别分析。 

当选择二态变量判别分析法时需要输入的参数有样品数、变量数； 

当选择多类逐步判别分析时需要输入的参数有样品数、变量数、分类数、选入

变量临界值和剔除临界值； 

当选择两类判别分析时需要输入的参数有 A 组样品数、B 组样品数、指标数、

待判别组数和待判别样品数，其中 A组样品数大于 B组样品数。 

五、结果说明 

结果为 TXT文件。 

6.28  TXT 数据变换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一个 TXT 数据做变换处理，方法有：标准化变换、正规化变换、平

均值计量变换、反正弦变换、反余弦变换、对数变换。 

二、方法原理 

标准化变换：变换后的变量其平均值为 0，方差为 1。各变量处于同一量纲，两

个变量在变换前后的相关程度不变。几何意义上标准化变换相当于将坐标原点移至

重心位置，这种变换适合于量纲和数量大小不一的连续型原始数据，如品位数据、

岩石化学分析数据等。 

图 6.27.1  判别分析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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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原始观测值， 是第 j 个变量的算术平均值， 是第 j 个变量的标

准差，i为样本数，j为变量数。  

正规化变换：变换后数据处于同一量纲，其最大值为 1，最小值为 0，所有数据

变化在 0-1 之间。变换前后变量间的相关程度不变，其几何意义相当于指导坐标轴

原点移至变量最小值的位置，适合于量纲大小不一的连续原始数据的变换。 

minmax

min

jj

jij

ij
XX

XX
X






 

其中 是原始观测值， 是第 j个变量的最小值， 是第 j个变量的最大

值，i为样本数，j为变量数。  

平均值计量变换：是为了统一量纲，将原始数据变换为都在 1附近的相对数值。

变换后的某一变量的数学期望为 1，而变量与平均之差的期望为 0。 

j

ij

ij
X

X
X   

其中 是原始观测值， 是第 j 个变量的算术平均值，i 为样本数，j 为变量

数。  

反正弦变换： )arcsin( ii XX   

反余弦变换： )arccos( ii XX   

对数变换：适用于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数据，由于这类数据分布是最偏斜的，

很可能出现 0 值，当取对数时，这些值可能呈大的负值，为避免这个缺点，故在取

对数前先对所有数据加上一个常数。 

)log( CXX ii   

其中 C为常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数据分析”中的“TXT

数据变换”命令，打开如图 6.28.1 所示的操作

界面，装入数据输入你的选择即可。 

四、结果说明 

计算结果为 TXT文件。 

图 6.28.1  TXT 数据变换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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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GRD 数据变换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对 GRD数据做变换。 

二、方法原理 

标准化变换：变换后的变量其平均值为 0，方差为 1。各变量处于同一量纲，两

个变量在变换前后的相关程度不变。几何意义上标准化变换相当于将坐标原点移至

重心位置，这种变换适合于量纲和数量大小不一的连续型原始数据，如品位数据、

岩石化学分析数据等。 

j

jij

ij
S

XX
X


  

其中 是原始观测值， 是第 j个变量的算术平均值， 是第 j个变量的标

准差，i为样本数，j为变量数。 

正规化变换：变换后数据处于同一量纲，其最大值为 1，最小值为 0，所有数据

变化在 0-1 之间。变换前后变量间的相关程度不变，其几何意义相当于指导坐标轴

原点移至变量最小值的位置，适合于量纲大小不一的连续原始数据的变换。 

minmax

min

jj

jij

ij
XX

XX
X




  

其中 是原始观测值， 是第 j个变量的最小值， 是第 j个变量的最

大值，i为样本数，j为变量数。  

平均值计量变换：是为了统一量纲，将原始数据变换为都在 1附近的相对数值。

变换后的某一变量的数学期望为 1，而变量与平均之差的期望为 0。 

j

ij

ij
X

X
X   

其中 是原始观测值， 是第 j 个变量的算术平均值，i 为样本数，j 为变量

数。  

反正弦变换： )arcsin( ii XX   

反余弦变换： )arccos( ii XX   

对数变换：适用于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数据，由于这类数据分布是最偏斜的，

很可能出现 0 值，当取对数时，这些值可能呈大的负值，为了避免这个缺点，故在

取对数前首先对所有数据加上一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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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CXX ii   

其中 C为常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数据分析”中的“GRD

数据变换”命令，打开如图 6.29.1 所示的操作

界面，装入数据输入你的选择即可。 

四、结果说明 

计算结果为 GRD数据。 

6.30  衬值、累加衬值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计算各元素的衬值，也可以计算一组任意选定元素的累加衬值，其计算

窗口大小可以任意给定。  

二、数据准备 

程序计算使用的数据为 GRD网格数据，

当选择计算累加衬值时要求选定的数据文

件具有相同的数据范围、数据行列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化探数据分析

“的“衬值及累加衬值计算”命令，可打开

如图 6.30.1所示的操作界面 ，装入文件后，

选择你的处理方法及文件即可。  

四、参数说明 

1、窗口类型：包括矩形窗口和地层编码两种，矩形窗口即为规则的窗口类型，

地层编码则是根据元素落在不同地层的情况进行计算。 

2、当选择一个 GRD 数据文件时，进行“衬值计算”，计算一个元素的衬值，当

选择多个 GRD数据文件时，进行“累加衬值计算”，计算多个元素的累加衬值。 

3、在“窗口半径”中输入计算窗口的大小，窗口的大小应该大于等于数据的网

格距，否则计算结果为空。  

五、结果说明 

结果仍为 GRD数据。 

图 6.29.1  GRD 数据变换操作界面 

图 6.30.1  衬值、累加衬值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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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TXT 数据元素累加、累乘、比值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一组任意选定的变量经数据变换处理后作累加比值计算，数据变换方

法有：标准化变换、正规化变换、平均值计量变换、给定范围平均值计量变换、对数

变换。 

二、数据格式 

程序使用的数据为 TXT文本数据，如： 

X坐标、Y坐标、Au、As、Cu...W 

453000 4613000 1.0 2.0 2.3...2 

. . . . . . 

473000 4653000 2.1 1.5 3.5...2.1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数据分析”中的

“TXT数据元素累加、累乘、比值”命令，打开如图 6.31.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

文件后选择处理方法及处理对象即可。 

四、结果说明 

计算结果为进行各种变换的多元素累加、累乘、累加比值、累乘比值的 TXT 文

件。 

6.32  GRD 数据元素累加、累乘、比值 

一、功能简介 

本程序可对一组任意选定的 GRD 数据经

过变换处理后作累加比值计算，数据变换方

法有：标准化变换、正规化变换、平均值计

量变换、给定范围平均值计量变换、对数变

换。 

二、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数据分析”中的

“GRD数据元素累加、累乘、比值”命令，打

开如图 6.32.1所示的操作界面选择你的处理方法，操作对象数据处理方法。 

图 6.31.1  TXT 数据单/多元素累加、 

累乘、比值操作界面 

图 6.32.1  GRD 数据单/多元素累加、 

累乘、比值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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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说明 

计算结果为进行过各种变换的多个 GRD 数据累加、累乘、累加比值、累乘比值

后的 GRD数据文件。 

6.33  化探异常归一化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一个或者一组任意选定的变量做归一化变换处理，方法有按照累积

频率百分比和均值标准差两种。  

二、数据准备 

化探异常归一化使用的数据为 TXT 文本数

据，如： 

X坐标、Y坐标、Au、As、Cu...W 

453000 4613000 1.0 2.0 2.3...2 

. . . . . . 

473000 4653000 2.1 1.5 3.5...2.1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化探数据分析”的“化探异常归一化”命令，打开如

图 6.33.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后，做操作对象及计算下限方式选择即可。 

四、参数说明 

选择使用的异常下限，可供选择的方法有累积频率方式和均值标准差方式。 

选择累频方式，默认输入数据从小到大排序的 85%处的数据，也可按用户所给

百分比值计算。 

选择均值标准差方式，默认输入平均值+2.5倍标准离差的数据，也可按用户所

给的标准离差倍数+平均值计算。  

五、结果说明 

计算结果为按给定条件归一后的所有元素求和的 TXT 数据格式结果文本格式数

据。 

6.34  TXT 趋势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做一维正交多项式趋势面分析，可以计算给定的趋势面次数的总离

图 6.33.1  化探异常归一化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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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平方和、回归平方和、正剩余平均值、拟合度、趋势面的趋势值、剩余值。 

二、数据格式 

TXT趋势分析处理的数据为 TXT文本数据，如： 

X坐标、Y坐标、Au、As ...Cu 

453000 4613000 1.0 2.0...2.3 

455000 4613000 1.5 2.2...3.5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剩余异常分析”中

的“TXT 趋势分析”命令，打开如图 6.34.1 所

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文件，输入你的选择即可。 

四、参数说明 

坐标列选择：X、Y坐标所在列。 

趋势面的次数，趋势面的次数范围是 1-9，由几何学可知，趋势面为 1 次时表

示直线或平面，2次为抛物线或抛物面，3次为高次曲线或高次曲面，趋势面次数的

选择应根据工作目的、任务和地质情况的复杂程度来决定，并不是次数越高越好，

趋势面次数越高，图形就越复杂，有时反而看不出趋势，一般选择在 6次以下。 

五、结果说明 

结果仍为 TXT格式数据。 

6.35  GRD 趋势分析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做二维正交多项式趋势面分析，可以计算给定趋势面次数的总离差

平方和、回归平方和，正剩余平均值、拟合度以及趋势面的趋势值、剩余值。 

二、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剩余异常分析”中

的“GRD 趋势分析”命令，打开如图 6.35.1 所

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数据文件，输入趋势两次即

可。 

三、参数说明 

输入趋势面的次数，趋势面的次数范围是 1-9。趋势面的次数范围是 1-9，由几

何学可知，趋势面为 1次时表示直线或平面，2次为抛物线或抛物面，3次为高次曲

图 6.34.1  TXT 趋势分析操作界面 

图 6.35.1  GRD 趋势分析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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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或高次曲面，趋势面次数的选择应根据工作目的、任务和地质情况的复杂程度来

决定，并不是次数越高越好，趋势面次数越高，图形就越复杂，有时反而看不出趋

势，一般选择在 6次以下。 

四、结果说明 

结果仍为 GRD数据，有区域结果和剩余结果两个文件。 

6.36  泛克里格剩余异常 

一、功能简介 

本程序可以计算化探 GRD网格数据的泛克里格区域异常和剩余异常。  

二、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下的“化探剩余异常分析”中的“泛克里格剩余异常”命令，打

开如图 6.36.1 所示的操作界面，装入文件，指

定输出结果文件名即可。 

三、参数说明  

参数输入：输入正剩余平均值。 

四、结果说明 

结果仍为 GRD数据，有区域结果和剩余结果两个文件。 

6.37  单元素异常参数统计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用来统计单元素异常的参数，包括：异常点数、异常面积、异常的平均

值、异常的对数平均值（几何平均值）、异常内样品最大值、异常标准离差、异常衬

度、异常规模、异常 NAP，同时进行了排序。 

二、方法原理 

1、异常编号 ID               2、样品个数 N 

3、异常面积 S                4、异常内样品最大值 Max 

5、异常下限 T                6、算术平均值 
n

X

n

iX
 1  

7、几何平均值 
n

ig X
n

X
1

log
1   8、标准离差  

图 6.36.1  泛克里格剩余异常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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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异常衬度 
T

X
Ac             10、异常规模  TXSAd   

11、异常 NAP SANAP c   

三、数据准备 

使用的数据格式为异常的 MAPGIS 明

码和 TXT 数据或者 GRD 网格数据文件。 

四、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化探特征参

数统计”中的“单元素异常参数统计”命

令，打开如图 6.37.1所示的操作界面，装

入明码文件后，做数据类型选择，再装入

TXT 或 GRD数据。 

五、参数说明 

1、剔除异常内低于异常下限的点是不

统计计算异常区内低于异常下限的采样

点。 

2、数据类型：原始数据(TXT)、网格

数据(GRD)。 

3、如果选择原始数据，输入 TXT数据

文件名，并选择相应的坐标列和统计元素

列，元素含量单位，异常下限值，如图

6.37.1； 

如果选择网格数据，则界面如图 6.37.2所示，然后输入 GRD数据文件名，统计

元素名，元素含量单位，异常下限值； 

4、统计要素设置：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的

选项进行设置，当设置为统计时程序才会进行

统计，设置几面如图图 6.37.3所示： 

注意事项: 

（1）不论是选择根据原始数据还是网格数据统计都必须正确设置投影参数。 

（2）WAL文件的投影参数必须设置正确，特别是比例尺和投影带类型。 

图 6.37.1  单元素异常参数统计操作界面 

6.37.2 网格数据参数统计界面 

图 6.37.3  异常参数统计选项设置界面 



第 6 章  化探子系统 

 233 

（3）输入的异常下限值必须与线明码文件生成时选取的下限值一致。 

（4）标注方式有三种：居中-表示字写在异常圈的中间位置；靠边标注-表示字

沿着线内侧进行标注；线上标注-表示在标注在线中间，但是不对线进行裁剪操作，

需要用户自己裁剪。 

6.38  综合异常图自动标注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综合异常图线文件和单元素异常图线文件以及单元素异常参数

表，自动将每个综合异常圈进行自动标注。  

二、数据准备 

1、勾绘综合异常图时所有

的单元素异常图“线文件”和对

应的“单元素异常参数表”（所

有的线文件需要放置在同一目

录下，所有的参数表 CSV文件放

置在同一目录下）。 

2、综合异常图线文件。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综

合异常图自动标注”命令，打开

如图 6.38.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单元素异常图文件夹：选择勾综合异常图时需要的单元素异常图文件夹，程

序将自动将里面所有的线文件显示在界面上，用户可以适当删减； 

2、单元素属性 CSV 文件夹：对应的单元素参数统计文件 CSV格式数据，程序会

自动根据线文件自动对应，当程序自动对应不正确时，用户可以“双击”对应的表

格重新进行选择其 CSV属性文件； 

3、主成矿元素：选择该工区的主成矿元素，当用户选择以后，在标注综合异常

图时，程序会自动将主成矿元素位置放置前面，其他的元素将根据每个异常的 NAP

的大小进行排序； 

4、同时对综合异常排序：即在标注的同时将综合异常图的排序标注出来，从上

图 6.38.1  综合异常图自动标注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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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从左到右进行排序。 

五、注意事项 

1、单元素异常图线文件和 CSV属性必须是一一对应的； 

2、综合异常图线在绘制时，需要均匀绘制其坐标点，便于程序自动标注时能均

匀进行标注； 

3、现在版本的自动标注，可能标注的位置不是十分合理，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

进行适当的移动和修改。 

6.39  综合异常参数表自动提取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综合异常图信息和单元素异常图信息自动完成综合异常参数统

计功能。 

二、数据准备 

1、首先需要综合异常图线和点文件，程序会自动读取综合异常编号信息。 

2、再需要各个元素单元素异常图线文件，并且线文件必须挂有属性信息，属性

必须具备“异常编号”和“异常下限”两个属性。例如 Cu线文件，异常编号：Cu-1，

异常下限：80.0。 

3、还需要参与统计的元素

原始数据文件。包括 xy 坐标列

和各元素化验值列，应该与单元

素异常图参数统计中使用的原

始数据一样。 

三、操作说明 

单击“化探”菜单下的“综

合异常参数表自动提取”命令，

打开如图 6.39.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四、参数说明 

1、综合异常线文件：即勾

绘的综合异常图文件； 

2、综合异常点文件：即对每个综合异常线进行编号同时标注包含的各个元素的

图 6.39.1  综合异常参数表自动提取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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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的点文件，其图 6.39.2 所示： 

3、单元素异常图文件夹：即所有元

素的单元素异常图所在文件夹，各个元素

必须做过参数统计，必须具备异常编号和

异常下限两个属性列。 

4、原始数据文件：即需要参与统计

的原始数据文件，与单元素异常图参数统

计中的原始数据文件一样。 

5、统计时删除低于异常下限的值：

如果选择了此项，当进行统计时，如果包

含在其区域的点位如果小于当前线的异

常下限时，则此点不参与统计，否则就参与统计。

如图 6.39.3所示： 

上图包含在区域内的点是 3个，但是如果此线

的异常下限是 100，则 94.8不参与计算，即包含在

区域内的点只有 2个了。 

6、结果横向排列和结果纵向排列：是根据各

自不同表样式进行排列，方便用户直接拷贝使用。 

五、注意事项 

1、综合异常编号请按

用例格式进行准备，即比如

HS-1，编号使用“-”分开； 

2、每个综合异常图包

含的元素之间使用“空格”

进行分开，元素编号直接放

在元素的后面，如果元素本

身存在数字的，其异常编号

由下横线“_”隔开，如 Fe2O3_5，即 Fe2O3元素的 5号异常。 

3、导入的单元素异常图线文件必须具备异常编号和异常下限两个属性，并且异

常编号和包含在当前综合异常图中标识的异常编号一致，属性如图 6.39.4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到：线属性中包含了异常编号和异常下限两个属性，并且异常编

图 6.39.2  综合异常图线和点文件样式  

图 6.39.3  点位所在对应区域样式 

图 6.39.4  单元素异常图线文件属性格式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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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 Au-2，左图同样看到了 Au2编号即可。 

4、由于统计时是统计了各个元素和综合异常图交集部分的数据信息，因此可能

统计出来的数据信息为 0，可能造成的原因是： 

（1）综合异常图线和当前单元素图线文件公共交集

区域很小，里面就不包含原始采样点位，此时统计出来

的参数为 0，如图 6.39.5所示中红色区域所标注的部分： 

（2）综合异常图标注的单元素异常编号和单元素异

常图线文件属性中显示的异常编号不一致，如图 6.39.4

中，假设单元素异常图异常编号是 Au-3，而左边综合异

常图标注时 Au2，即统计不出来。 

(3)各个文件的投影参数设置错误，由于需要三个文件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统计，

如果投影参数设置不正确，则统计参数为 0。一般情况下，综合异常图和单元素异

常图的投影参数一致，都是比如 50000 比例尺，单位为毫米，而原始数据一般是比

例尺是 1，单位是米。

图 6.39.5  综合异常图和 

单元素异常图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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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土地质量子系统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子系统是配合《DZ/T0295-2016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

规范》的软件系统，软件不但适应各种比例尺的剖面、离散点和网格数据，而且还

适应多目标化探。系统中有“1:250000评价单元自动划分、1:250000自动布样、土

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设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四个一级子菜单，土地质

量地球化学评价包括“工程、数据预处理、数据处理、单指标评价、综合指标评价、

土壤质量综合指标评价、土地质量综合指标评价、土地质量评价成图公共设置”功

能模块程序。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模块实现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的全流程处理。工作

流程是： 

首先新建一个工程，设置对应的评价单元图斑文件和分析结果文件； 

其次是进行数据预处理，包括土地利用类型设置、流域分析、图斑编辑和自动

布样； 

第三是进行数据处理，包括图斑常规插值和三因素插值； 

第四是评价，包括土壤养分、土壤环境、大气、灌溉水的单指标和综合指标评

价以及土壤质量和土地质量的综合评价。 

土地质量调查数据处理流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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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250000 评价单元自动划分 

一、程序功能 

评价单元是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划分的最小单元。 

不同比例尺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划分方法如下： 

a）、1:250000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采用规则网划分，一般按照地形图内

2km*2km网格或 1km*1km网格划分为评价单元。 

b）、1:50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同 1:50000 或更高精度的土地利用现

状调查图斑。 

c）、1:1000-1:2000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同相应比例尺的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图斑，也可采用调查区实际地块作为评价单元。 

d）、当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图斑面积大于调查比例尺所规定的采样网格面积时，

且图斑内成土母质类型、土壤类型较多，应进行评价单元细分，分别评价。 

鉴于此，为了方便用户在 1:250000比例尺的土地调查中应用图斑，子系统设计

了自动生成图斑文件的模块，在模块中用户设置起止经度和起止纬度，以及需要各

图斑划分的横向和纵向间隔，程序通过其设置自动完成图斑的生成，用户可以在后

面的成图中，自动调用其图斑文件对土地进行等级划分操作。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需要输入：起始经度、结束经度、起始纬度、结束纬度，X 方向和 Y 方

向间隔默认 2000米，然后输入结果区文件所在的目录及工程名，处理的结果区文件

自动保存在此目录下。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下的“1:250000评价单元自动划分”命令，打开如图 7.1.1

所示的操作界面，填入相应的

经纬度，结果文件保存目录，

结果文件投影参数。 

四、参数说明  

1、最小起始经度：手动输

入工区或者图框的起始横坐

标，单位度分秒（DDMMSS）； 

2、最大结束经度：手动输 图 7.1.1  1:250000 的评价单元自动划分 

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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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区或者图框的结束横坐标，单位度分秒（DDMMSS）； 

3、最小起始纬度：手动输入工区或者图框的起始纵坐标，单位度分秒（DDMMSS）； 

4、最大结束纬度：手动输入工区或者图框的结束纵坐标，单位度分秒（DDMMSS）； 

5、起始 XY方向坐标：根据投影参数自动计算填入； 

6、XY方向间隔：按规范默认填入 2000米，也可手动修改； 

7、输入结果文件投影参数。 

五、注意事项 

1、输入结果文件名为评价单元划分点结区文件，区颜色全部填充为白色，用户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 MAPGIS 中进行修改即可； 

2、如不能输出结果文件，请修改模块属性，兼容性，勾选上兼容 XP 和用管理

员身份运行此程序，取得 C盘过程及结果写权限； 

3、请参考 sample文件夹下例子数据及结果样式。 

7.2  1:250000 自动布样 

一、程序功能 

土地质量调查工作的土壤地球化学样品包括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两类样品，样

品布设原则如下： 

表层土壤样品采样密度为 1个点/km
2
，样品编号以 1:100000或 1:50000图幅为

单元连续编号。以 4km
2
为单位格子（大格），按偶数方里网为界（2×2km）将单位格

子编号，编号顺序自左向右再自上而下。在每个单位格子中划分为 4个小格（1km
2
），

标号顺序自左向右再自上而下为 A、B、C、D。当小格中采集 2个或以上样品时，分

别在标号下角脚注阿拉伯数字顺序号。每 50个号码为一批，其中随机取 1个号码为

重复采样大格编号，另随机取 4 个号码为标准控制样分析编号，样品编号时做到重 

复样和标准控制样在同一批次内基本均匀分布。浅层布样样式如图 7.2.1所示： 

深层土壤样采样密度为 1 个/4km
2
，样品编号以 1:100000图幅为单元连续编号，

以 16km
2
为单位格子（大格），按偶数方里网为界将单位格子编号，编号顺序自左向

右再自上而下。在每个单位格子中划出 4个小格（每个小格为 4km
2
），标号顺序自左

至右再自上而下为 A、B、C、D。每 50 个号码为一批，其中随机取 1个号码为重复

采样大格编号，另随机取 4个号码为标准控制样分析编号，样品编号时做到重 复样

和标准控制样在同一批次内基本均匀分布。 

深层布样样式如图 7.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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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按《DZ/T0295-2016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要求设计采样点位及

编码，需要输入采样范围的起始和结束坐标。 

三、操作说明 

图 7.2.1 浅层布样样式图 

图 7.2.2 深层布样样式图 



第 7 章  土地质量子系统 

 241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下的“1:250000自动布样”命令，打开如图 7.2.3所示

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输入结果文件保存目

录； 

2、设置重复样参数，包

括每批次的大格号数、预留重

复样数、监控样数； 

3、输入工区坐标范围，

单位：DDDMMSS； 

4、设置结果投影参数。 

五、注意事项 

如不能输出结果文件，请

修改模块属性，兼容性，勾选上兼容 XP和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取得 C盘过程

及结果写权限； 

7.3  土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设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按规范要求对土

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进

行设置。 

土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

在各个地区和不同项目都有

所区别，为方便用户能自主

设置相应的等级划分标准。

系统设置了 10个用户可以设置的等级标准，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系统

发布时预置了全国通用的等级标准，用户可以在成图时参考执行。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按《DZ/T0295-2016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要求预先输入各元素

的分级值及标准要求的颜色，如果元素含量单位和分级标准值与规范不一致，可手

动修改。 

图 7.2.3  1:250000 自动布样操作界面 

图 7.3.1  土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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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

单下的“土地质量评价等

级划分标准设置”命令，

打开如图 7.3.1 所示的操

作界面，点击“设置”进

入图 7.3.2 所示的操作界

面“等级划分标准详细设

置窗口”，按土壤养分、

土壤环境、土壤质量、灌

溉水、大气干湿沉降物、

土地质量的规范要求分

级值和颜色填入相应的

表格，本设置程序已经填

入了默认的相应的值，可以实际或采用的值及单位修改相应的标准值。 

四、参数说明  

1、土壤养分评价设置：包括了 N、P、K，Ca、Mg、S，硒、碘、氟和土壤养分

综合等级评价标准的设置，用户可以在界面中对其等级值和等级颜色进行设置。 

2、土壤环境：包括了砷、镉、铅，土壤 PH 酸碱度，土壤盐渍化等级评价标准

的设置，用户可以在界面中对其等级值和等级颜色进行设置。 

3、土壤质量：包括了土壤养分和土壤环境的综合等级的设置标准，用户可以在

界面中对其等级值和等级颜色进行设置。 

4、灌溉水：主要设置灌溉水 1,2等级的值域的设置，包括重金属元素等级设置

标准。 

5、大气干湿沉降物：主要设置大气 1,2等级的值域的设置，包括 Cd和 Hg等元

素的等级设置标准。 

6、土地质量：是土壤质量、大气和灌溉水的综合，形成图斑的综合性评价图件，

土壤质量以颜色的方式显示，大气和灌溉水以 1,2表示模式进行表示。 

五、注意事项 

1、土壤分析元素、灌溉水分析元素、大气干湿沉降物分析元素的单位需要注意

与规范的统一； 

图 7.3.2  等级划分标准详细设置窗口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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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灌溉水和大气干湿沉降物分为两等，规范中没有给出颜色，需要注意考虑打

印图件的颜色协调。 

7.4  新建工程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是新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工程，导入评价单元图斑、土壤养分样品、

大气干湿沉降物通量样品、灌溉水样品、农作物样品分析元素值。 

当用户需要处理某工区土地质量调查项目的数据时，首先建立一个工程，设置

该工区的图斑文件、各元素分析数据信息，程序在创建工程文件的同时创建项目文

件夹，其后续的所有处理结果都保存在该文件夹中。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需要输入评价单元图斑、土壤养分样品、大气干湿沉降物通量样品、灌

溉水样品、农作物样品分析元素值等文件及坐标投影参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

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

中“工程”下的“新建工程”

命令，打开如图 7.4.1 所示的

操作界面，填入相应的数据

文件保存目录和坐标投影参

数。 

四、参数说明 

1、输入工程文件名，保

存的工程文件名后缀为

prom； 

2、输入 MAPGIS格式的评价单元图斑文件名，还可同时导入对应的点和线文件； 

3、输入土壤养分样品文件，设置相应的坐标和投影参数； 

4、输入大气干湿沉降物通量样品文件、设置相应的坐标和投影参数； 

5、输入灌溉水样品文件、设置相应的坐标和投影参数； 

6、输入农作物样品文件、设置相应的坐标和投影参数。 

五、注意事项 

图 7.4.1  新建工程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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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样品文件名和投影参数，程序进行转换并显示图斑与各分析样品点位套

合图，如果样品较多、图斑文件较大，显示时间也相应较长； 

2、如果点位数据与图斑不能套合，请注意检查投影参数和 XY坐标是否填反了； 

3、新建工程后，生成相应目录，如下表。 
 

一组目录 二级目录 备注 

data   

T001数据预处理 

T011土地类型设置  

T012流域分析  

T013图斑数据编辑  

T002数据处理 

T021图斑常规插值  

T022按土地类型插值  

T023三因素插值  

T003图斑赋值   

T004单指标评价 

T041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  

T042土壤环境单指标评价  

T043灌溉水单指标评价  

T044大气单指标评价  

T005多指标综合评价 

T051土壤养分多指标综合评价  

T052土壤环境多指标综合评价  

T053灌溉水多指标综合评价  

T054大气多指标综合评价  

T006土壤质量多指标综合评价   

T007土地质量多指标综合评价   

 

7.5  编辑工程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是对已有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工程的评价单元图斑、土壤养分样品、

大气干湿沉降物通量样品、灌溉水样品、农作物样品分析元素值，发生变化或者在

工程中追加数据或者图斑时，对工程重新进行编辑。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需要已有的土地质量工程，后缀.prom 文件，以及相应的数据、图斑文

件。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工程”下的“编辑工

程”命令，打开如图 7.5.1 所示的操作界面，填入相应的数据文件保存目录和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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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参数。 

四、参数说明  

1、重新导入 MAPGIS 格

式的评价单元图斑文件名，

或导入对应的点和线文件； 

3、重新导入土壤养分样

品文件，设置相应的坐标和

投影参数； 

4、重新导入大气干湿沉

降物通量样品文件、设置相

应的坐标和投影参数； 

5、重新导入灌溉水样品

文件、设置相应的坐标和投

影参数； 

6、重新导入农作物样品文件、设置相应的坐标和投影参数。 

五、注意事项 

导入新的样品文件或者图斑，程序进行转换并显示图斑与各分析样品点位套合

图，如果样品较多、图斑文件较大，显示时间也相应较长。 

7.6  打开工程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是对多个已有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工程选择一个，作为当前工程，

再对其进行评价处理工作。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需要已有的土地质量工程，后缀.prom文件。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工程”下的“打开工

程”命令，打开如图 7.6.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界面灰显 MAPGIS格式的评价单元图斑文件名，对应的点和线文件； 

3、界面灰显土壤养分样品文件； 

图 7.5.1  编辑工程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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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界面灰显大气干湿沉

降物通量样品文件； 

5、界面灰显灌溉水样品

文件； 

6、界面灰显农作物样品

文件。 

五、注意事项 

打开工程，程序进行转

换并显示图斑与各分析样品

点位套合图，如果样品较多、

图斑文件较大，显示时间也

相应较长。 

7.7  土地利用类型设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按规范要求对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设置。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按《 DZ/T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的土地类型属性对

《DZ/T0295-2016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的土地图斑进行设置。选择土地质

量工程文件。 

1、根据图斑颜色设置，需要先把图斑的区按土地分类赋不同的颜色，然后在界

面上对不同的颜色指定土地类型。 

2、根据图斑属性设置，选择图斑的区属性，自动列出所有土地分类属性。 

3、根据类型文件叠加设置，按收集的土地类型的区文件（需要先把图斑的区按

土地分类赋不同的颜色），将所使用的图斑的区与土地类型属性对应。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数据预处理”下的“土

地利用类型设置”命令，打开如图 7.7.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7.6.1  打开工程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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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说明  

1、根据图斑颜色设置； 

2、根据图斑属性设置； 

3、根据类型文件叠加

设置； 

4、导入土地类型区文

件，设置区文件投影参数。 

五、注意事项 

1、图斑文件一般是土

地调查的 shp格式文件，需

要转换到 MAPGIS 的区文

件，做拓朴处理后才能使

用。 

2、叠加土地类型区，需要对相同属性处理成统一的区颜色，按区颜色对应相应

的土地类型，这里涉及到土地类型的新旧编码，模块默认用新编码，需要手动将颜

色与相应的土地类型编码对应。 

7.8  流域分析 

一、程序功能 

大气干湿沉积物和水化学采集的灌溉水样品数量较少，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认为每个灌溉水的样品控制了一定的流域范围、每个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代表了

一定的区域内大气的特征，流域分析可为每个灌溉水和大气干湿沉降样品控制区域

内的图斑赋值，为灌溉水和大气质量评价和异常元素成因来源、迁移转化规律及生

态效应初步评价提供依据。 

二、数据准备 

1、准备灌溉水流域区文件，每个灌溉水的样品控制一个流域面积。 

2、准备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控制的面积区文件，每个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控制

一定的影响面积。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数据预处理”下的“流

域分析”命令，打开如图 7.8.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7.7.1  土地利用类型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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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说明  

1、选择灌溉水，导入流

域区文件，设置流域区文件投

影参数； 

2、选择大气干湿沉降通

量，导入影响区文件，设置影

响区文件投影参数。 

五、注意事项 

流域区需要做流域分析，绘制每个灌溉水样品控制的流域面积；绘制每个大气

干湿沉降物样品的影响面积。 

7.9  图斑数据编辑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按规范要求对土地质量评价等级划分标准进行设置。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需要按《DZ/T0295-2016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输入各元素的分

级标准值。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数据预处理”下的“图

斑数据编辑”命令，打开如图 7.9.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打开土地质量工

程文件； 

2、修改图形属性； 

3、保存修改后数据； 

4、导出数据。 

五、注意事项 

1、图斑文件一般是

土地调查的 shp 格式文

件，需要转换到 MAPGIS

的区文件，做拓朴处理后

图 7.8.1  流域分析设置操作界面 

图 7.9.1  图斑数据编辑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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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用； 

2、叠加土地类型区，需要对相同属性处理成统一的区颜色，按区颜色对应相应

的土地类型，这里涉及到土地类型的新旧编码，模块默认用新编码，需要手动将颜

色与相应的土地类型编码对应。 

7.10  图斑常规插值 

一、程序功能 

1）评价单元赋值规范： 

① 当评价单元中只有一个样品时，该样品的分析数据即为该评价单元的数据，

不考虑该评价单元内由插值形成的其他数据；当评价单元有 1 个以上样品时，用所

有样品分析数据的平均值对评价单元进行赋值，不考虑该评价单元内由插值形成的

其他数据。 

② 当评价单元中没有采样时，可用插值法或属性赋值法获得该评价单元的数

据。 

③ 插值法赋值主要用于平原、盆地、三角洲等地形相对平坦的地区，具体方法

为： 

a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离差统计计算，用平均

值±3 倍离差替代原始数据中的异常数据，即小于平均值-3 倍离差的数据用平均值

-3 倍离差数据替代，大于平均值+3 倍离差的数据用平均值+3 倍离差数据替代； 

b 在绘制评价指标的地球化学等值线图时，一个网格或一个图斑中有 2 个以上

数据时，不应进行数据平均，应用原始数据点进行插值； 

c 插值方法视数据分布形态，按照相对偏差最小原则自行确定。 

◆判别相对偏差的元素为土壤中的镉和汞； 

◆计算土壤中镉和汞实测全量数据与插值后获得的镉和汞全量数据的相对偏

差，分别统计各图斑镉和汞的 RE<20%、20-40%、>40%的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比较不同插值方法获得的 RE 值，选择 RE<20%所占图斑比例最大的插值方法，

当土壤镉和汞计算出的 RE 值差异较大时，应以镉元素的 RE 值为准； 

d 对通过插值法获得评价数据的图斑，应在成土母质类型、土壤类型、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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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状等方面与相邻图斑土壤实测数据进行对比，对明显不合理的数据进行调整。 

2）数据类型选择：包括土壤养分、农作物、灌溉水和大气四种数据类型，选择

不同数据进行插值。 

3）插值设置：目前包括幂指数加权法和反距离加权法两种方法，还可以设置搜

索范围。 

4）未采样图斑代表坐标点的选择：需要进行插值时，则需要对每个图斑所能代

表的点坐标提取出来，为了能充分代表该图斑，该模块采用的是提取图斑的 Lable

点坐标，使用该点与其他实际采样数据进行插值计算。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按《DZ/T0295-2016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要求对图斑进行数据

插值处理。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数据处理”下的“图

斑常规插值”命令，打开如图 7.10.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按打开的工程文件对其中

导入的数据进行插值处理； 

2、插值方式选择有：全部图

斑混合插值和按土地利用分类分

别插值； 

3、数据类型选择：土壤样品

数据、大气干湿沉降通量样品数

据、灌溉水样品数据和农作物样

品数据； 

4、插值参数设置可参考离散数据网格化的参数说明。 

五、注意事项 

如果选择“按土地利用分类分别插值”，需要预告导入土地类型区文件，并设置

好土地类型。 

7.11  三因素插值 

一、程序功能 

图 7.10.1  图斑常规插值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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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块算法引用湖北物探队樊旭东教授《图斑“三因素”赋值原理及实现》一

文。 

图斑常规赋值的主要技术方法是采用分析数据的单一因素直接模拟的数据处理

方法，仅简单考虑空间距离的远近，没有考虑影响化学元素含量的其它重要因素，

三因素插值是通过搜索与空白图斑在土地利用现状、土壤类型、地质背景相似的相

邻采样点数据，模拟空白图斑地球化学数据。 

三因素插值的搜索方式有两种，一是以空白图斑 label点为中心的圆方式搜索，

二是以空白图斑的缓冲区方式搜索，两种搜索方式均需输入起始半径、最大半径和

步长三个参数，参数的单位是公里。 

在影响空白图斑地球化学元素含量的三种因素中，土地利用类型是最重要的影

响因素，土壤类型是次重要影响因素，地质背景是第三影响因素。当搜索到的样品

的三因素与空白图斑的三因素相同时优先级最高，当只有地质背景因素相同时优先

级最低；当搜索到的样品多余一个时，选择优先级高的样品，当优先级相同时，取

其平均值作为空白图斑的值。 

等级划分如表 7.11.1 所示： 

表 7.11.1 三因素插值优先级表 

 土地利用类型 土壤类型 地质背景 

一级 √ √ √ 

二级 √ √ × 

三级 √ × √ 

四级 × √ √ 

五级 √ × × 

六级 × √ × 

七级 × × √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需要导入土壤类型和地质类型区文件，如有必要也可以重新导入土地利

用类型文件。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数据处理”下的“三

因素插值”命令，打开如图 7.11.1所示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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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说明  

1、土地利用类型文件需要进行过设置； 

2、导入的土壤类型和地质类型需要按颜色进行类型设置； 

3、导入的土壤类型和地质类型需要

设置投影； 

4、对插值参数的搜索方式进行设

置； 

5、去掉勾先默认因素优先级，设置

因素优先级自动打开如图 7.11.2，优先

级设置窗口，可根据需要调整设置优先

级。 

五、注意事项 

土壤类型和地质类型等图斑文件需要拓朴成区的 MAPGIS格式区文件。 

7.12  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 

一、程序功能 

单指标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等级评价模块实现了土壤有机物，氮、磷、钾量及土

壤中钼、锰等元素有效量的等级评价。 

◆按照土壤中有机质、氮、磷、钾全量及土壤中氮、磷、钾、硼、钼、锰、铜、

图 7.11.1  三因素插值设置操作界面 

图 7.11.2  三因素插值优先级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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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锌等元素的有效量分级标准进行等级评价； 

◆土壤中钙、镁、硼、钼、锰、硫、铜、锌的分级标准是在参照全国淋溶层土

壤元素含量基础上，依据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获得的表层土壤分析数据统计给

出； 

◆土壤硒、碘、氟分级标准是在按照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获得的表层土壤

分析数据统计基础上，参照了国内外相应的研究成果给出的。 

（1）数据源选择：可以选择土壤或农作物； 

（2）数据列选择：根据数据源选择对应的列进行等级评价图的制作； 

（3）分级标准选择：可以选择用户分级标准，选择后，根据选择的不同元素进

行自动匹配其分级标准，如果没有成功匹配的，用户可以手动进行选择或直接进行

设置即可。 

（4）划分方法：分为一、二、三、四、五等，其颜色在规范中也进行了规定，

从蓝色到黄色到红色的过渡。土壤养分不同等级划分及图示如图 7.12.1所示。 

 
图 7.12.1 土壤养分不同等级划分及图示 

土壤硒碘氟等级划分及图示如图 7.12.2所示。 

 

图 7.12.2 土壤硒碘氟等级划分及图示 

二、数据准备 

按打开的当前工程，选择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的元素，如果没有正确显示指标

含量，请进入“直接选择分级”，选择点击相应的元素分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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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

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单指标

评价”下的“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

命令，打开如图 7.12.3 所示的操作

界面。 

四、参数说明  

1、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结果存

放在默认的“T004单指标评价”目

录“T041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下； 

2、程序自动填入分级指标含量

值，如果需要填入不同的分级指标含量，请在数字栏按相同格式修改数字。 

五、注意事项 

注意评价元素的标准含量单位，如果

单位不同，可以通过点击上面的标题栏“指

标含量”，在弹出的图 7.12.4“统一设置

色阶值”中进行设置。 

六、结果 

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等级结果示意图如图 7.12.5所示： 

 

图 7.12.5 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等级结果示意图 

图 7.12.3  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操作界面 

图 7.12.4  统一设置色阶值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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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土壤环境单指标评价 

一、程序功能 

单指标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评价模块，主要针对土壤中的砷、镉、铬、铅、

汞、镍、铜、锌和六六六、滴滴涕的环境质量等级评价，同时还需要评价土壤酸碱

度 PH和土壤盐渍化的等级。 

（1）参数设置 

① 成图类型：包括常用元素、土壤酸碱度和土壤盐渍化三种成图类型，根据成

图类型不同，其参数选择将不尽相同。 

② 成图分类：土壤环境等级评价中，大部分需要与环境质量第二级标准值进行

比值，然后再对其进行评价，因此需要选择成图分类。 

③ 二级标准值设置：包括农业用地、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四种土地

类型的选择，不同土地其二级标准值有一定的差别。 

④ 种类：包括无机污染物和有机污染物两种类型。 

⑤ 土地类型：水田、旱地、菜地和果园四种类型。 

⑥ 数据列选择包括 PH 值列和有机含量列，根据参数的选择不同需要进行相应

的设置。 

（2）分级标准设置 

常用元素划分及图示如图 7.13.1所示。 

 
图 7.13.1  单指标土壤环境常用元素等级划分及图示 

土壤酸碱度（PH）分级标准如图 7.13.2所示。 

 

图 7.13.2  单指标土壤环境酸碱度（PH）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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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渍化分级标准如图 7.13.3所示。 

图

7.13.3  单指标土壤环境盐渍化分级标准 

二、数据准备 

按打开的当前工程，选择土壤环境单指标评价的元素，如果没有正确显示指标

含量，请在右边界面上输入所选择元素的分级二级标准值。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单指标评价”下的“土

壤环境单指标评价”命令，打开如图 7.13.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7.13.1  土壤环境单指标评价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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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说明  

1、土壤环境单指标评价结果存放在默认的“T004 单指标评价”目录“T042 土

壤环境单指标评价”下； 

2、程序自动填入二级标准含量值，如果需要填入不同的二级标准含量值，请在

分级栏中直接填入分级数值。 

五、注意事项 

1）、注意评价元素的二级标准含量单位。 

2）、土壤环境单指标评价将自动根据每个图斑设置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开进行计

算，因此做该模块时需要首先对图斑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设置。 

3）、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环境中设置的类型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模块中进行

了对照，用户可以根据其实际类型做相应的调整，保证其成图的真实性，其对照如

表 7.13.1所示： 

表 7.13.1 土地利用类型与环境评价类型对照表 

土地利用类型编号 土地利用类型名称 环境评价类型对照 

101 水田 农业用地--水田 

102 水浇地 农业用地--水田 

103 旱地 农业用地--旱地 

201 果园 农业用地--果园 

202 茶园 农业用地--果园 

203 橡胶园 农业用地--果园 

204 其他园地 农业用地--果园 

301 乔木园地 农业用地--果园 

302 竹林地 农业用地--果园 

303 红树林地 农业用地--果园 

304 森林沼泽 农业用地--果园 

305 灌木林地 农业用地--果园 

306 灌丛沼泽 农业用地--果园 

307 其他林地 农业用地--果园 

401 天然牧草地 农业用地--旱地 

402 沼泽草地 农业用地--旱地 

403 人工牧草地 农业用地--旱地 

404 其他草地 农业用地--旱地 

501 零售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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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批发市场用地 商业用地 

503 餐饮用地 商业用地 

504 旅馆用地 商业用地 

505 商务金融用地 商业用地 

506 娱乐用地 商业用地 

507 其他商服用地 商业用地 

601 工业用地 工业 

602 采矿用地 工业 

603 盐田 工业 

604 仓储用地 工业 

701 城镇住宅用地 居民用地 

702 农村宅基地 居民用地 

801 机关团体用地 其他用地 

802 新闻出版用地 其他用地 

803 教育用地 其他用地 

804 科研用地 其他用地 

805 医疗卫生用地 其他用地 

806 社会福利用地 其他用地 

807 文化设施用地 其他用地 

808 体育用地 其他用地 

809 公用设施用地 其他用地 

810 公园与绿地 其他用地 

901 军事设施用地 其他用地 

902 使领馆用地 其他用地 

903 监教场所用地 其他用地 

904 宗教用地 其他用地 

905 殡葬用地 其他用地 

906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其他用地 

1001 铁路用地 其他用地 

1002 轨道交通用地 其他用地 

1003 公路用地 其他用地 

1004 城镇村道路用地 其他用地 

1005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其他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其他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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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机场用地 其他用地 

1008 港口码头用地 其他用地 

1009 管道运输用地 其他用地 

1101 河流水面 其他用地 

1102 湖泊水面 其他用地 

1103 水库水面 其他用地 

1104 坑塘水面 其他用地 

1105 沿海滩涂 其他用地 

1106 内陆滩涂 其他用地 

1107 沟渠 其他用地 

1108 沼泽地 其他用地 

1109 水工建筑用地 其他用地 

1110 冰川及永久积雪 其他用地 

1201 空闲地 其他用地 

1202 设施农用地 其他用地 

1203 田坎 其他用地 

1204 盐碱地 其他用地 

1205 沙地 其他用地 

1206 裸土地 其他用地 

1207 裸岩石砾地 其他用地 

7.14  灌溉水单指标评价 

一、程序功能 

单指标灌溉水等级评价主要通过对灌溉水的分析来评价土壤质量，灌溉水的评

价方式主要通过标注数字的方式进行，分为 0,1,2三种数据表示方式： 

单指标灌溉水中评价指标含量≤该值为一等，数字代码为 1，表示灌溉水环境

质量符合标准；灌溉水中评价指标含量>该值为二等，数字代码为 2，表示灌溉水环

境质量不符合标准；数字代码为 0 时，表示该评价单元未采集灌溉水样品。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需要导入灌溉水流域范围区文件，导入灌溉水样分析数据。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单指标评价”下的“灌

溉水单指标评价”命令，打开如图 7.14.1所示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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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说明  

1、灌溉水单指标评价结果存放在默认的“T004 单指标评价”目录“T043 灌溉

水单指标评价”下； 
 

 

2、选择元素后自动填入指标含量值，如果需要的指标含量值不是所需要的，请

在分级栏中直接填入分级数值。 

五、注意事项 

注意评价元素的指标含量单位。 

7.15  大气单指标评价 

一、程序功能 

单指标大气等级评价主要通过对大气的分析来评价土壤质量，大气的评价方式

和灌溉水类似，主要通过标注数字的方式进行，分为 0,1,2三种数据表示方式： 

大气干湿沉降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指标为 Cd 和 Hg 的年沉降通量。 

当大气干湿沉降物评价指标年沉降通量含量≤该值时为一等，数字代码为 1，

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沉降对土壤环境质量影响不大；当大气干湿沉降物评价指标年

沉降通量>该值时为二等，数字代码为 2，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沉降对土壤环境质量

影响较大；数字代码为 0时，表示该评价单元未采集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 

其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标准如图 7.15.1所示。 

 

图 7.14.1  灌溉水单指标评价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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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1  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标准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需要导入大气影响范围区文件，导入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分析数据。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单指标评价”下的“大

气单指标评价”命令，打开如图 7.15.2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1、大气单指标评价结果存放在默认的“T004 单指标评价”目录“T044 大气单

指标评价”下； 

2、选择元素后自动填入指标含量值，如果需要的指标含量值不是所需要的，请

在分级栏中直接填入分级数值。 
 

 

 

 

五、注意事项 

注意评价元素的指标含量单位。 

图 7.15.2  大气单指标评价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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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土壤养分综合指标评价 

一、程序功能 

土壤养分综合指标主要以氮、磷、钾三种元素为依据进行评价，其评价方法为： 

在氮、磷、钾土壤单指标养分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基础上，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土

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得分 f  

式中： 

f养综--土壤 N、P、K评价总得分，1≤ f养综 ≤ 5； 

Ki--N、P、K权重系数，分别为 0.4、0.4和 0.2； 

fi--土壤 N、P、K的单元素等级得分。单指标评价结果 5级、4级、3级、2级、

1级所对应的 fi得分分别为 1、2、3、4、5分。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划分标准如表 7.16.1所示： 

表 7.16.1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f 养综 >=4.5 <4.5～3.5 <3.5～2.5 <2.5～1.5 <1.5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需要已经先做过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的氮、磷、钾元素的评价。 

 
图 7.16.1  土壤养分综合指标评价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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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综合指标评价”下的

“土壤养分综合指标评价”命令，打开如图 7.16.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需要选择土壤养分单指标评价的氮、磷、钾并输入权值。 

五、注意事项 

目前规范规定土壤养分综合评价选择氮磷钾三种元素进行等级评价，并且其权

重为 0.4、0.4和 0.2。并且每个元素的单指标的等级同样可以设置其权重，其权重

设置窗口如图 7.16.2所示。 

 
图 7.16.2  土壤养分综合指标评价权重设置界面 

7.17  土壤环境综合指标评价 

一、程序功能 

土壤环境综合指标评价首先需要对土壤环境关注的元素进行单指标评价处理，

处理完成后再进行综合指标评价。综合指标评价的基本原则为遵从最差等级原则。 

在单指标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基础上，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土壤环境地球

化学综合等级划分： 

① 每个评价单元的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等同于单指标划分出的环境等

级最差的等级。如 As、Cr、Cd、Cu、Hg、Pb、Ni、Zn 划分出的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分别为 4 级、2 级、3 级、2 级、2 级、3级、2 级和 2 级，该评价单元的土壤环

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为 4等。 

② 农作物可食部分的砷（As）、铬（Cr）、镉（Cd）、汞（Hg）、铅（Pb）、重金

属元素超标率、超标程度与土壤中 As、Cr、Cd、Hg、Pb含量范围存在较大出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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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农作物可食部分的 As、Cr、Cd、Hg、Pb重金属元素超标率、超标程度对土壤

环境地球化学等级进行适当调整。 

③ 1:10000～ 1:2000 的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方法可按照评价指标在土

壤中的含量水平、分布特征及其对生态安全的危害程度，进行评价指标筛选、指标

权重阈值、隶属度模型和隶属函数值确定、评价参数计算与等级划分等。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在单指标土壤环境地球化学评价等级的砷、铬、镉、铜、汞、铅、镍和

锌元素的基础上，划分出和环境等级最差的等级，得到该评价单元的土壤环境地球

化学综合等级。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综合指标评价”下的

“土壤环境综合指标评价”命令，打开如图 7.17.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需要先对砷、铬、镉、铜、汞、铅、镍和锌元素做单指标土壤环境地球化学评

价，才会出现这些评价元素的选择项，勾选上所列的元素，等到综合评价结果。 

五、注意事项 

分级设计原则：分级从上往下按逐级增大原则进行设置，这是为了保证 1-5 等

图 7.17.1  土壤环境综合指标评价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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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智能选择而确定的方式。 

7.18  灌溉水综合指标评价 

一、程序功能 

灌溉水综合指标评价首先需要对灌溉水的元素进行单指标评价处理，处理完成

后再进行综合指标评价。综合指标评价的基本原则为遵从最差等级原则。 

在灌溉水单指标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基础上，每个评价单元的灌溉水环境地

球化学综合等级等同于单指标划分出的环境地球化学等级最差的等别。如总 As、

Cr6+、总 Cd、总 Hg 和总 Pb 划分出的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分别为 1 等、1 等、

1 等、1 等和 2 等，该评价单元的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为 2 等。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在单指标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评价等级的砷、铬、镉、汞、铅元素的基

础上，得到该评价单元的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综合指标评价”下的

“灌溉水综合指标评价”命

令，打开如图 7.18.1 所示的

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需要先对砷、铬、镉、汞、

铅和锌元素做单指标灌溉水

环境地球化学评价，才会出现

这些评价元素的选择项，勾选

上所列的元素，等到综合评价

结果。 

五、注意事项 

需要注意按顺序先做单

元素的评价再做综合评价。 

7.19  大气综合指标评价 

一、程序功能 

图 7.18.1  灌溉水综合指标评价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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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综合指标评价首先需要对大气的元素进行单指标评价处理，处理完成后再

进行综合指标评价。综合指标评价的基本原则为遵从最差等级原则。 

在大气干湿沉降单指标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基础上，每个评价单元的大气干

湿沉降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等同于单指标划分出的环境地球化学等级最差的等

别。 

如 Hg、Cd 划分出的大气干湿沉降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分别为 1 等、2 等，该评

价单元的大气沉降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为 2 等。 

二、数据准备 

本程序在单指标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评价等级的镉和汞的基础上，得

到该评价单元的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中“综合指标评价”下的

“大气综合指标评价”命令，

打开如图 7.19.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四、参数说明  

需要先对镉和汞元素做

单指标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

地球化学评价，才会出现这些

评价元素的选择项，勾选上所

列的元素，等到综合评价结

果。 

五、注意事项 

需要注意按顺序先做单

元素的评价再做综合评价。 

7.20  土壤质量综合指标评价 

一、程序功能 

土壤质量综合指标评价由评价单元的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与土壤环境地

球化学综合等级叠加产生。在土壤盐渍化严重地区，每个评价单元内盐渍化划分等

级为“强度”和“盐土”时，该评价单元的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分别调整为

图 7.19.1  大气综合指标评价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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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和五等。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的图示如图 7.20.1 所示。 

 

图 7.20.1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的图示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的含义如图 7.20.2 所示。 

 

图 7.20.2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的含义 

二、数据准备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

合等级由评价单元的土壤

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与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

级叠加产生。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

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

价”下“土壤质量综合指标

评价”命令，打开如图

7.20.3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图 7.20.3  土壤养分综合指标评价操作界面 



第 7 章  土地质量子系统 

 268 

① 数据信息：数据源名称中将预置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评价、土壤环境

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评价和每个单元内盐渍化等级评价 3 种数据源类型。当数据在前

面的处理中做了处理以后，则会在列表中显示“存在”，否则显示“不存在”。当 3

种数据源类型中土壤养分和土壤环境任意一种没有做的话，则不能成土壤环境等级

评价。当土壤盐渍化没有评价时，则在成土壤质量综合等级评价时，则不能参考盐

渍化的数据信息。 

② 分级标准设置：分级标准按照规范要求分为横向和纵向的 5级分级标准，根

据每个评价单元的实际情况，会获取对应的颜色及等级评价。即为土壤养分、土壤

环境和盐渍化的综合评价的结果。 

③ 分级标注设置：设置标注的“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这

个几个标注的字体大小和颜色的设置，根据不同比例尺和图面负担进行适当调整。 

五、注意事项 

需要先做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评价、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评价和

盐渍化等级评价，再做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7.21  土地质量综合指标评价 

一、程序功能 

在土壤质量综合指标评价的基础上，叠加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

级和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形成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表达方式如下： 

① 当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较大时，在评价单元上，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

合等级以颜色示出，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和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

综合等级分别以十位和各位上的数字表示，即个位上的数字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环

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十位上的数字表示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② 当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单元较小时，或大气干湿沉降物与灌溉水采集样本

较少时，可不采用在单元上用数字表示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与灌

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的方法，只用文字或表格进行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

化学综合等级和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的统计与描述。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图示与含义如图 7.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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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1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图示与含义 

二、数据准备 

土壤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评价、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评价等级和灌

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评价基础上做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评价。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下“土地质量综合指标评

价”命令，打开如图 7.21.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① 数据信息：数

据源中预置了土壤质

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

评价、大气环境地球

化学综合等级评价和

灌溉水地球化学综合

等级评价 3 种类型数

据源。当前期已经处

理过对应的数据，则

在该数据源的后面显

示“存在”，否则显示

“不存在”。只有具备

基本条件才能进行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评价。 

图 7.21.1  土地质量综合指标评价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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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分级标准：颜色使用 5级标准，数据使用 0，1，2组合显示大气和灌溉水的

等级信息。 

③ 分级原则：分级从上往下按逐级增大原则进行设置。 

五、注意事项 

按顺序做出全部的评价，得到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评价结果。 

7.22  土地质量评价成图公共设置 

一、程序功能 

公共设置模块是将在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级评价中需要进行的参数设置进行归

纳总结，形成的一个公共设置模块，在此进行设置后，在各个成图中都可以调用该

模块设置的参数，这样就方便了用户成图，不需要每次做图时都需要进行参数的设

置。 

（1）标注设置 

标注设置中包括了采样点位子图和采样点位标注的设置两个部分。 

子图设置：包括子图号、子图高度、子图宽度和子图颜色的设置功能。 

标注设置：包括标注高度、宽度、间隔、标注的小数位数和标注和子图之间的

间隔设置。 

（2）为采样评价单元设置 

主要包括未采用评价单元的颜色填充设置和标注设置。可以设置对未采样评价

单元进行标注设置，设置标注内容、高度、宽度和颜色的设置。 

二、数据准备 

打开相应有土地质量评价工程

文件，选择采样点位子图和采样点

位数值，设置显示的子图号，标注

有数据大小和颜色。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土地质量”菜单中“土

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下“土地质

量评价成图公共设置”命令，打开

如图 7.22.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图 7.22.1  土地质量评价成图公共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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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采样点位子图和采样点位数

值，设置显示的子图号，标注有数据

大小和颜色；选择未采样评价单元设

置，设置未采样的单元颜色，如图

7.22.2。 

五、注意事项 

按 MAPGIS成图的标准设置，结果

可直接用于成果图。 

 

 

图 7.22.2  未采样单元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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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地质编录子系统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编录子系统包括数据编录、图件生成和公共设置三部分。数

据编录中新建工程、打开工程和数据编录三个子模块；图件生成包括：地质剖面、

剖面柱状、勘探剖面、浅井素描、坑道素描、钻孔柱状、实际材料和工程部署。 

 
图 8.0.1  地质编录子系统界面 

8.1  新建工程 

一、程序功能 

建立地质编录工程文件。  

二、数据准备 

本模块需要输入工程文件名、项目名称、设置原始数据和成果文件投影参数。 

 

 
图 8.1.1  新建工程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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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单击“地质编录”菜单下的“新建工程”图标，打开如图 8.1.1 所示的操作界

面，填入工程文件名，项目名称，设置原始数据和成果文件投影参数。 

四、参数说明  

按 MAPGIS的要求输入原始数据和成果文件投影参数。 

新建工程后就会在工程所在目录下同时新建了 D1 地质剖面、D2 剖面柱状、D3

勘探剖面、D4探槽素描、D5浅井素描、D6坑道素描、D7钻孔柱状、D8实际材料等

8个子目录，用来存放相应的数据及处理结果。 

五、注意事项 

请参考 sample地质编录文件夹下例子数据及结果。 

8.2  打开工程 

一、程序功能 

打开地质编录工程文件。  

二、数据准备 

打开已有的地质编录工程文件，继续做地质图件处理。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地质编录”菜单下的“打开工程”图标，打开如图 8.2.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四、参数说明  

打开已有的地质编录工程.pros后缀文件。 

图 8.2.1  打开工程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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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项 

请参考 sample地质编录文件夹下地质编录工程。 

8.3  数据编录 

一、程序功能 

编辑录入地质测量相关数据。  

二、数据准备 

本模块录入：勘探线剖面、实测地质剖面导线、坑道钻孔概况、孔深矫正及弯

曲度测量、钻孔地质、钻孔弯曲投影点、钻孔回次记录、钻孔化学样采样及送样、

钻孔简易水文观测、坑探工程基点基线记录、坑探工程地质记录、地表及坑探工程

采样记录、坑探覆盖层记录等记录数据文件。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地质编录”菜单下的“数据编录”图标，打开如图 8.3.1 所示的操作界

面，界面上有 13项需要录入的内容；另外有文件导入、添加、删除和保存操作按键。 

 

 

四、参数说明  

这 13项地质工程数据文件可预先按表格形式录入，然后由文件导入。表格文件

可由保存导出参考格式。 

五、注意事项 

请参考 sample地质编录文件夹下例子。 

图 8.3.1  数据编录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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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地质剖面 

一、程序功能 

绘制地质剖面图。  

二、数据准备 

本模块需要先由数据编录导入地质剖面测量数据及观测地质记录，选择勘探线

号、选择圆滑地形线设置和圆滑系数、设置图饰参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地质编录”菜单下的“地质剖面”图标，打开如图 8.4.1 所示的操作界

面，选择勘探线号、选择圆滑地形线设置和圆滑系数、设置图饰参数。 

 

图 8.4.1  地质剖面图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地形线圆滑处理目前有张力样条圆滑法，圆滑系数在 0-10之间，系数越大地形

线越圆滑。图饰参数设置界面见图 8.4.2 所示，基本参数设置：设置的是字体的颜

色和大小，图例的大小、标注的字体大小、图例的排列间距；责任表的字体大小的

内容；图面参数的高程标注间隔。 

 

 
图 8.4.2  实测地质剖面图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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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项 

请参考 sample地质编录文件夹下例子。 

8.5  探槽素描 

一、程序功能 

绘制探槽素描图。  

二、数据准备 

本模块由“数据编录”导入勘探线编号、钻孔/坑探编号，坑探概况、坑探工程

基点基线记录、坑探工程地质记录、地表及坑探工程采样记录、坑探覆盖层记录，

成图比例尺、图名。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地质编录”菜单下的“探槽素描”图标，打开如图 8.5.1 所示的操作界

面，勘探线编号、钻孔/坑探编号、成图比例尺、图名，设置图饰参数。 

 

 

四、参数说明  

数据由“数据编录”导入，在这里需要选择勘探线编号、钻孔/坑探编号，输入

成图比例尺、图名，设置图饰参数。 

五、注意事项 

请参考 sample地质编录文件夹下例子数据及结果图。 

图 8.5.1  探槽素描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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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钻孔柱状 

一、程序功能 

绘制钻孔柱状图。  

二、数据准备 

本模块由“数据编录”导入钻孔概况表、钻孔地质内容、钻孔回次记录、孔深

校正弯曲度测量数据、钻也弯曲投影点计算数据、钻孔化学分析样数据、简易水文

观测记录内容等参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地质编录”菜单下的“钻孔柱状”图标，打开如图 8.6.1 所示的操作界

面，自动调出由“数据编录”导入的钻孔概况表、钻孔地质内容、钻孔回次记录、

孔深校正弯曲度测量数据、钻也弯曲投影点计算数据、钻孔化学分析样数据、简易

水文观测记录内容等参数，填入成图比例尺、图名。 

 

 

四、参数说明  

各参数表由“数据编录”导入。 

五、注意事项 

请参考 sample地质编录文件夹下例子数据及结果图。 

图 8.6.1  钻孔柱状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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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工程部署 

一、程序功能 

布置探槽、化探采样、钻孔位置。  

二、数据准备 

本模块需要输入工程文件名、项目名称、设置原始数据和成果文件投影参数。 

三、操作说明 

单击“地质编录”菜单下的“工程部署”图标，打开如图 8.7.1 所示的操作界

面，按照探槽工程位置及起止坐标，布置化探样品采样位置及编号、钻孔的位置。 

 

 

四、参数说明  

输入 CSV格式的探槽工程文件，内容见例子。 

五、注意事项 

请参考 sample地质编录文件夹下例子数据及结果图。 

8.8  公共设置 

一、程序功能 

对作图的图饰部分：基本参数设置、比例尺、图例和责任表进行设置。  

二、数据准备 

本模块输入基本参数设置中的图名、标注的大小和颜色，绘制线的线型和颜色；

比例尺的线参数、点参数、比例尺位置和样式；图例的大小、线宽度、标注字大小、

颜色；责任表的线宽度、标注字大小、颜色以及责任表内容。 

 

图 8.7.1  工程部署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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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说明 

单击“地质编录”菜单下的“公共设置”图标，打开如图 8.8.1、图 8.8.2、图

8.8.3、图 8.8.4 所示的操作界面，分别对基本参数设置、比例尺、图例和责任表进行

设置。 

    

     

    

         

四、参数说明  

按 MAPGIS的样式输入参数。 

五、注意事项 

请参考 sample地质编录文件夹下例子数据及结果图。 

 

图 8.8.1  公共设置基本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图 8.8.2  公共设置比例尺操作界面 

图 8.8.3  公共设置图例操作界面 图 8.8.4  公共设置责任表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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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专题图件子系统 

图形图像子系统不但包含有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勘探中常用的点位数据图、点

位符号图、剖面图、剖面平面图、直方图、等量线图、组合异常图等常规图件，还

包含有三元图等表现形式新颖的图形图像处理方法。各种方法的原理、图件的应用

及解释，请参考有关文献。 

9.1  色阶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计算 GRD数据的累计频率色阶、对

数色阶、等间距色阶和剩余异常色阶，其中对数

色阶包括对数 7级、5级色阶，剩余异常计算有

两种方式：按照累计频率百分比和均值+标准差

计算。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色阶”命令，装入 GRD 文件后，打开如图 9.1.1

所示的操作界面。 

1、累计频率色阶的分级数和各级色阶的累加频率值设置可以在系统设置子系统

中的 MAPGIS默认色阶设置窗口中进行，标注默认为 15级。 

2、对数间隔色阶可以分为 5 级和 7级两种，7级对数色阶一般应用于编制 1:20

万或更小比例尺的地球化学图。 

3、等间隔色阶一般应用于物探图件的编制。 

4、剩余异常色阶可分为累计频率和均值标准差两种，常用于地球化学异常图。 

5、每级色阶的值和颜色可以通过双击色阶表中的值域和颜色栏进行修改。 

6、通过单击插入色阶、删除色阶可以编辑色阶的默认级数。 

7、如果已有保存的色阶，可以直接装入色阶。 

三、结果说明 

结果为色阶文件 CLR。 

图 9.1.1  色阶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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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图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绘制投影经纬网图框

和矩形图框，生成图框文件为 MAPGIS

明码格式或 WL、WT文件。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图

框”命令，可打开如图 9.2.1 所示的

操作界面，（当用户的 MAPGIS 为正版，

则直接生成 WL、WT文件，否则只能是

明码，用户可以在 MAPGIS的文件转化

中将明码转换为 WL、WT文件。） 

绘制图框流程为：首先要选择绘

制图框的类型，其次选择绘制图框的

投影参数，最后选择图廓修饰参数设

置。 

1、图框类型选择 

可供选择的图框类型有投影经纬

网图框和矩形图框两种。当选择绘制

投影经纬网图框时，操作界面如上图

所示，在界面上需要输入图框的起止

经纬度，图框内可以选择绘制经纬网

或者绘制方里网，当选择绘制方里网时，可以选择同时标注经纬注记，经纬注记的

间隔可以自定义输入；当选择绘制矩形图框时，操作界面如图 9.2.2 所示，在界面

上需要输入起止方里网坐标、成图比例尺、投影带号等参数，如果需要输入的坐标

范围和上次相同，可以单击坐标还原按钮还原上次输入的坐标范围。 

2、投影参数设置 

当选择绘制投影经纬网时，单击结果投影参数，在界面中需要选择坐标系类型，

椭球参数、投影类型以及各投影类型对应的投影参数和比例尺；当选择绘制矩形图

框时，只需要输入坐标系类型、起始带号和比例尺。 

图 9.2.1  绘制经纬网图框操作界面 

图 9.2.2  绘制方里网图框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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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廓修饰参数设置 

(1)图廓修饰参数设置

包括图框参数设置和图框

整饰设置，需要设置的内容

包括图名、比例尺和图框标

注字体的类型、字的大小和

颜色，边框线的内外框间隔

以及线的宽度、颜色和线型

等参数。 

(2)图框整饰设置界面

如图 9.2.3，可以设置的内

容包括比例尺、图例、责任

表、直方图、接图表和制图方法，比例尺缺省样式有 6种。 

(3)保存设置：分为两种：一种是各要素合并在一起进行保存，一种是各要素分

开进行保存。合并保存模式是图框和图饰合并到一个文件，而图里面的内容为另外

一个文件，各要素分开保存模式是图框和各图饰都分开保存，即用户选择了几个图

饰程序将自动保存成几个文件，这样文件较多，不过内容清晰。 

4、快速设置标准图框角点坐标范围 

(1)点击“快速设置标准图框角点坐标范围”

按钮，弹出如图 9.2.4操作界面： 

(2)选择不同比例尺、不同图幅类型，输入

图幅名称，程序将自动计算标准图幅号的角点坐

标。 

三、使用注意事项 

1、不论绘制何种类型的图框，均需保证输入的图框起止坐标单位与界面设置相

符。 

2、绘制矩形图框界面上的坐标还原按钮可以还原矩形图框起止坐标。 

3、输入的坐标范围需要注意合理性，即终止值坐标大于起始值坐标，应该与工

区设计时的工区范围保持一致，避免后期修改。 

4、绘制图框流程为：首先要选择绘制图框的类型，其次选择绘制图框的投影参

数，最后选择图廓修饰参数设置。 

图 9.2.3  图框整饰设置操作界面  

图 9.2.4  快速设置标准图框 

角点坐标范围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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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点位数据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 TXT 数据生成点位数据图可一次生成多个，数据投影类型可以

是高斯投影或等角圆锥投影，结果为 MAPGIS点、线文件或明码格式文件。  

二、操作说明 

1、单击“专题图件”菜单

下的“点位数据图”命令，打

开如图 9.3.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2、生成点位数据图的流程

为：首先选择数据文件，其次

选择需要做点位数据图的数据

列，然后指定数据所对应的横

坐标和纵坐标，再后是指定各

数据列对应的子图和标注的颜

色，最后生成图框，完成点位

数据图。 

三、参数说明 

1、标注角度：为各个点位标注的数

值的角度，单位为度格式。 

2、根据角度计算相对偏移：即当子

图旋转角度后，标注将自动计算标注的

X位移和 Y位移。 

3、高级设置：可以设置标注子图的阈值和颜色，达到可控制的目的，单击此按

钮，即可打开如图 9.3.2所示操作界面： 

四、使用注意事项 

1、点位数据图使用的 TXT文本数据中的横坐标(东向距)不带投影带号。 

2、X、Y 坐标列必须正确选择，X 指的是横坐标(东向距)，Y 指的是纵坐标(北向

距)。 

3、在绘制图框时，在原数据投影参数设置中输入正确的数据坐标单位和投影参

图 9.3.1  点位数据图操作界面 

 

图 9.3.2  点位数据图高级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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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通常高斯坐标数据的单位为米，比例尺为 1。 

4、双击子图设置表中的标题栏可以统改各数据栏的设置，单击各单元格可以分

别更改相应单元格的设置。  

5、高级设置中，当选择多个元素时，不标注子图选项将自动失效。 

9.4  点线号数据绘制实际材料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带点线号的 TXT 数据绘制成实际材料图，主要针对有点线号数

据。  

二、操作说明 

1、单击“专题图件”菜

单下的“点线号数据绘制实际

材料图”命令，打开如图 9.4.1

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1、设置进行标注的列：

即标注的字符串根据此列确

定，可以和点号列一致，或者

有特殊需要标注的字符串。 

2、按间隔进行标注：同时可以设置按照点号列的间隔或者按照标注列的间隔进

行标注。 

四、使用注意事项 

1、点位数据图使用的 TXT文本数据中的横坐标(东向距)不带投影带号。 

2、X、Y坐标列必须正确选择，X指的是横坐标(东向距)，Y指的是纵坐标(北向距)。 

3、在绘制图框时，在原数据投影参数设置中输入正确的数据坐标单位和投影参

数，通常高斯坐标数据的单位为米，比例尺为 1。 

9.5  点位符号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用符号的大小变化、颜色变化来反映选定的 TXT数据列的变化特征，

数据投影类型可以是高斯投影或等角圆锥投影，结果为 MAPGIS的 WL、WT格式或 BMP、

图 9.4.1  点线号数据绘制实际材料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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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 和 PNG格式图像文件。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点

位符号图”命令，可打开如图 9.5.1

所示的操作界面： 

生成点位符号图的流程为：首先

选择数据文件，其次选择需要做点位

数据图的数据列，然后指定数据所对

应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再后是指定数

据分级对应的子图号和大小，最后生

成图框，完成点位符号图。 

使用注意事项： 

1、点位数据图使用的 TXT文本数据中的横坐标(东向距)不带投影带号。 

2、X、Y 坐标列必须正确选择，X 指的是横坐标(东向距)，Y 指的是纵坐标(北向

距)。 

3、在绘制图框时，在原数据投影参数设置中输入正确的数据坐标单位和投影参

数，通常高斯坐标数据的单位为米，比例尺为 1。 

4、双击子图设置表中的标题栏可以统改各数据栏的设置，单击各单元格可以分

别更改相应单元格的设置。 

9.6  剖面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点号或者

实际距离来绘制剖面图，坐标轴

可绘制线性轴或对数轴，结果为

MAPGIS的 WL、WT格式。  

二、操作说明 

1、单击“专题图件”菜单

下的“剖面图”命令，打开如图

9.6.1所示的操作界面： 

2、生成剖面图的流程为：首先选择数据文件，其次确定点号列和成图数据列，

图 9.5.1  点位符号图操作界面 

图 9.6.1  剖面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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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行剖面图设置，完成剖面图。 

三、参数说明 

1、数据文件格式为 TXT或 CSV文本格式，数据

要包含列标识。 

2、选择点号和成图数据所在的列，如果是点号，

需要输入点距。 

3、坐标轴可以选择线性轴和对数轴，对数轴有

常用对数或自然对数两种设置，其中对数轴常用于物

探剖面。 

4、对于不连续的一条剖面，可以通过设置按距

离截断或者按照特征值截断来实现未采样空区截断

功能，可以按照特征值和距离截断两种模式，特征值

是文件里面标有特征值，按距离则是实际间隔距离超

过设置的距离即截断，如图 9.6.2所示。 

5、单击 X 坐标轴参数设置时，可弹出如 9.6.3

界面，在界面中可以选择 X轴频度和间隔等设置。 

6、单击 Y坐标轴参数设置时，可弹出如 9.6.4

界面，在界面中可以选择 Y轴相关参数。 

7、单击图面修饰参数设置时，在界面中可以

指定图名、坐标轴标注和比例尺的字体大小和颜

色。 

四、注意事项 

1、当选择点号列作为坐标轴时，必须输入正确的点距。 

2、当地形起伏较大时，直接用点线号成剖面图，剖面长度会产生误差，这时应

该首先将点号转换为实际距离，然后再做成图处理。 

3、当一条长剖面中部有断点时，必须使用空区截断功能，否则结果不正确。 

9.7  剖面平面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绘制各种测网类型的剖面平面图，并且支持不同测线方向的多工区

数据同时绘制剖面平面图，处理结果为 MAPGIS的 WL、WT格式。  

图 7.6.2  截断设置操作界面 

图 9.6.3  X 坐标轴设置操作界面 

图 9.6.4  Y 坐标轴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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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说明 

1、单击“专题图件”菜单

下的“剖面平面图”命令，可

打开如图 9.7.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2、生成剖面平面图的流程

为：首先选择数据文件，再选

择成图方式，其次选定点线号、

X、Y 坐标、观测值所在的数据

列，然后设置剖面数据比例尺和成图比例尺等参数，最后进行剖面图设置，完成剖

面平面图绘制。 

三、参数说明 

1、数据文件格式为 TXT文本格式，数据要包含列标识，当选择按坐标成图时，

数据中还同时要包括点线号、X、Y坐标及观测值；当选择按点线号成图时，数据中

要包括点线号、观测值。 

2、当测区测线斜率基本一致时，选择同一方向角，否则选择每条线方位角。 

3、对于同一个测线编号，但中间测点不连续的情况，可以通过设置最大点距实

现未采样区截断功能。 

4、剖面的填充色，缺省情况红色为正值，蓝色为负值，当测线从西到东，线号

从小到大，点号从南到北，点号从小到大时正值在测线的东边。 

5、单击字体设置可进入字体设置界面。 

6、选择详细线参数时，在界面中可以设置每条剖面的线宽和颜色。 

四、注意事项 

1、在数据准备时不同测线应该编制不同的线号。 

2、X、Y 坐标列必须正确选择，X 指的是横坐标(东向距)，Y 指的是纵坐标(北

向距)，并且横坐标(东向距)不带投影带号。 

3、在绘制投影经纬网图框时，在原数据投影参数设置中输入正确的数据坐标单

位和投影参数，通常高斯坐标数据的单位为米，比例尺为 1。 

4、当选择按点线号成图时，必须输入正确的点距和线距。 

图 9.7.1  剖面平面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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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彩色等量线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用来绘制平面等值线图，同时可以选择生成比例尺、责任栏、接图

表、制图方法和直方图等图饰图例，处理结果为 MAPGIS 的 WL、WT、WP 文件，此外

本程序可将完成属性文件生成和属性链接，属性文件为 CSV格式。  

二、操作说明 

1、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彩

色等量线图”命令，打开如图 9.8.1所示

的操作界面： 

2、生成彩色等量线图的流程为：首

先选择数据文件，再进行色阶设置，等量

线标注设置，极值标注设置，然后画框参

数设置，最后绘制图框完成彩色等量线

图。 

三、参数说明 

1、彩色等量线图使用的数据文件为

GRD 格式的网格数据，图件绘制有等值线套区和不套区两种类型。 

2、参数设置包括色阶设置、等量线标注设置和极值标注设置 3部分： 

（1）色阶设置：系统提供累频、对数间隔、等间距和剩余异常色阶四种缺省色

阶模式，其中对数色阶包括对数 5 级和 7 级色阶，色阶间隔提供对数 0.1、0.05 和

多目标化探 3 中缺省设置。在色阶设置表中包括值域、线型、线标注和区颜色四个

标题栏，单击色阶表中每个分级值可以修改相应的参

数，双击标题栏时可以进行统改设置，可以装入以前

保存的色阶直接使用也可以将此次调查好的色阶保

存起来以便下次使用。 

当单击线型标题栏时，可弹出如图 9.8.2的线型

参数设置窗口，在窗口中可以进行统改线宽度、线型和线颜色的设置，可供选择的

线型有 5种，分别为实线、长虚线、短虚线、点划线和双点划线。 

当单击线区颜色标题栏时，可弹出如图 9.8.3所示的颜色设置窗口: 

在界面上方颜色带上双击鼠标可以增加设置色阶的级数，在相应的色阶按钮上

图 9.8.1  彩色等量线图操作界面  

图 9.8.2  画线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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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双击，则可以删除此色阶级数。鼠标点

中其中一个色阶，即可在下方选择需要的颜

色，程序则按照用户的选择实现渐变，同时

自动和 MAPGIS颜色号对应。 

（2）等量线标注设置：如图 9.8.4所示

的等量线标注设置窗口，在设置窗口中可以

设置等值线上标注字的高度、宽度、标注间

隔、小数位数、颜色和标注间的最小距离，

标注小数位数有自动获取和统一设置两种方

法，当选择自动获取时，标注的小数位数将

根据色阶每个分级的小数位数自动获得，当选择统一设置时需要输入标注小数的位

数，此外在本窗口中还可设置每条线标注一次或多次标注，当选择多次标注时，需

要输入每个标注的间隔。同时，此操作界面可以设置在画线过程中剔除孤立的较小

面积的等量线，使图面更加整洁，减少后期修改工作量。 

线过密截断：包含物探数据和化探数据，其实就是等间距和其他色阶模式的区

别，物探数据截断只能截断整除模式，化探数据截断可以截断色阶值任意值模式。 

（3）极值标注设置：如图 9.8.5所示的极值标注设置窗口，极值标注提供标注

网格极值和原始极值两种方案供选择，当选择标注原始极值时，需要指定原始数据

文件、数据列和坐标列。极值标注的设置包括极值的字体大小、颜色和小数位数的

图 9.8.3  颜色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图 9.8.4  等量线标注设置操作界面 图 9.8.5  极值标注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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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其中标注小数位数有自动获取和统一设置两种方法，当选择自动获取时，标

注的小数位数将根据成图数据中的小数位数自动获得，当选择统一设置时需要输入

标注小数的位数，同时还可以指定表示极高值、极低值的“+”“-”在 MAPGIS 子图

库中的子图号。 

3、图框设置：在图框设置窗口中可以选择图框类型、定义图框范围和投影参数、

设置图面修饰参数和图廓参数设置。 

（1）可供选择的图框类型有投影经纬网和方里网图框两种，不论绘制哪种图框

首先要确定图框的投影参数，其次再输入图幅范围等其它参数。 

（2）单击图框参数设置，可以进入图廓参数设置窗口，在设置窗口中可以设置

图名字体的大小和颜色、比例尺标注字体、图幅名称、编号的字体大小和颜色，图

框内外框的距离以及图框线的宽度和线型、颜色。 

（3）单击图面修饰参数设置，可以进入图面修饰设置窗口，在设置窗口中有 6

个标签页可供选择。 

在图例标签页中可以定义图例选项和图例绘制类型，图例可以选择绘制不同和

全部都绘，绘图类型有化探图模式和物探图模式之分，区别在于物探图模式，不绘

制在责任表标签页中可以定义责任表各项的值。 

在直方图标签页中可以定义绘制直方图的各项参数，包括数据文件的输入、编

码的选择、地质编码的输入等。 

在接图表标签页中可以根据当前图幅号计算四周图幅的图幅号。 

在制图方法标签页中可以定义制图方法、分析方法、分析检出限、数据报出率

以及一级标样的参数等化探制图参数。 

四、注意事项 

1、数据横坐标(东向距)不带投影带号。 

2、在绘制投影经纬网图框时，在原数据投影参数设置中输入正确的数据坐标单

位和投影参数 ，通常高斯坐标数据的单位为米，比例尺为 1。 

3、在选择标注原始极值时，必须选择正确的横坐标、纵坐标和元素名称或变量

名称，否则极值标注将会出错。 

9.9  直方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依据采样地质信息或指定特殊的编码分类统计数据特征及分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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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20万化探规范要求统计直方图参数及色区参数，并且绘制直方图，处理结果为

MAPGIS的 WL、WT格式或 Bmp、Jpg和 Png格式图像文件。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直

方图”命令，可打开如图 9.9.1 所示

的操作界面： 

生成直方图的流程为：首先选择

数据文件，程序使用 TXT 格式数据，

其次选定元素和组间隔，当选择绘制

全区及各地层单元直方图时需要数据

中有编码列，指定编码列，有地层编

码文件则装入，没有就手动设置，最

后设置剖面绘制起始值等设置，完成直方图绘制。 

1、数据文件格式为 TXT文本格式，数据要包含列标识，数据中必须包含地质编

码。 

2、直方图的最大分组数和起始值可以用户自己选择，并且每个地层编码可以分

别进行设置。 

3、地质编码相当于数字的地质图，将地质体用数字代表，每个样品都对应一个

地质时代，当某个时代的样品个数少于 30个时可以将其合并到其它地质单元中。 

4、地层编码文件格式如下： 

GEOCODE //地层编码文件标识 

10 //地层编码数 

1 γ δ  //第一列为地层编码 第二列为地层代码 

2 ξ γ  

3 η γ  

4 Ar3Pt1b 

5 Ch 

6 Jx 

7 C 

8 T 

9 E 

图 9.9.1  直方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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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 

5数据中编码列格式如下： 

Cubm 

1 

5 

… … 

… … 

第一行为列标识，第二行为 Cu元素含量及该样品所在的地层（假设 1代表 Q，

2代表 N，……5代表γ ，这由用户自己规定。） 

6、当用户没有编制地层编码文件时，可临时在编码窗口中挑选编码所在的地层。

方法是双击“地层代号”下的空白行。 

7、单击字体设置可进入字体设置界面。 

使用注意事项： 

（1）编码列必须选择正确。 

（2）当修改直方图起始值时，正值的尾数

为 7，负值的尾数为 3。  

8、点击绘图参数设置，可打开如图 9.9.2

所示操作界面： 

（1）选择绘制对应形态曲线：即程序自动根据直方图勾绘是否属于正态分布的

圆滑曲线； 

（2）柱体内填充颜色：即每个柱体内填充相应的颜色； 

（3）对于 X刻度线，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置。 

9.10  单元素异常图（异常下限圈线）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用来只绘制异常下限线条的地球化学单元素异常图。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单元素异常图（异常下限圈线）”命令，打开如图

9.10.1所示的操作界面： 

生成单元素异常图（异常下限圈线）的流程为：首先选择数据文件所在的路径，

其次选择需要处理的元素，然后设置各个元素的异常下限，即可以成仅线条的单元

图 9.9.2  直方图绘图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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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异常图了。 

1、单元素异常图（异常下限圈线）使用的数据文件为 Grd格式的网格数据，并

且要求各元素网格化时的参数一致。 

2、在数据列选择框中选择需要处理的元素，每选择一个元素，在异常参数设置

表中就会增加该元素，并提供系统缺省的异常下限值和线宽度、颜色等绘制参数，

缺省的异常下限计算方法有累频和均值标准差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分别提供了弱、

中、强 3种选择，对累计频率而言弱、中、强分别对应了累计频率的 85%、90%和 95%，

对均值标准差而言弱、中、强分别对应了平均值+2倍的离差、+2.3倍的离差和+2.7

倍的离差，如果对系统提供的缺省下限值不满意，可以通过双击异常参数设置表中

的异常下限栏修改；每种元素异常对应的线颜色、线宽、线型均可在异常参数设置

表中进行设置。 

3、异常线参数设置：可以设置异常异常剔除。 

4、异常标注参数设置：可以设置标注异常名称等参数，当用户还要进一步进行

异常参数统计时，则不能选择截断功能，这样会影响后面的参数统计。 

5、异常极值标注设置：可以设置标注异常区内的极大值，如图 9.10.2所示。 

6、图框设置：在图框设置窗口中可以选择图框类型、定义图框范围和投影参数、

设置图面修饰参数和图廓参数设置。 

（1）可供选择的图框类型有投影经纬网和方里网图框两种，不论绘制哪种图框

首先要确定图框的投影参数，其次再输入图幅范围等其它参数。 

图 9.10.1  单元素异常图操作界面 图 9.10.2  异常极值标注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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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图框参数设置，可以进入图廓参数设置窗口，在设置窗口中可以设置

图名字体的大小和颜色、比例尺标注字体、图幅名称、编号的字体大小和颜色，图

框内外框的距离以及图框线的宽度和线型、颜色。 

（3）单击图面修饰参数设置，可以进入图面修饰设置窗口，在设置窗口中有比

例尺、图例、责任栏等 6种设置。 

三、注意事项 

若要进行单元素异常参数统计，不能选择标注名称时截断线。生成的单元素异

常线在统计前，需要进行删除小异常、封闭图框边角异常线，然后压缩保存等处理。 

9.11  单元素异常图（外中内三带圈区）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用来绘制地球化学单元素异

常图，按照新版化探规范勾画内、中和外带 3

带异常图，同时完成异常的参数统计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单元素异

常图（外中内三带圈区）”命令，打开如图

9.11.1所示的操作界面：  

1、单元素异常图使用的数据文件为 Grd

格式的网格数据，并且要求各元素网格化时的参数一致。 

2、绘制方式有 3种：直接用异常下限勾绘异常、采用异常衬度值勾绘异常和采

用剩余异常值勾绘异常： 

（1）直接用异常下限值勾绘异常，并以一定的含量等级划分出异常浓度外带、

中带和内带。当数据为单一地质单元或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时，按照全区异常下

限值的 1、2～4、3～8倍划分三个浓度带，勾绘异常外、中、内带。 

（2）采用异常衬度值勾绘异常，当数据为两个以上的多个母体分布时，可依多

个母体分别统计出的衬值，统一确定衬度异常下限，勾绘异常。并以衬度异常下限

的 1、2～4、3～8倍划分三个异常浓度分带。 

（3）采用剩余异常值勾绘异常，以求得普查区区域背景趋势面，然后用原始数

据减去该点的背景趋势值所获得的剩余异常值作图。当求得剩余异常值后，以正剩

余异常值确定剩余异常下限，并以一定的倍值量勾绘正剩余异常及浓度分区。在应

图 9.11.1  单元素异常图 

（外中内三带圈区）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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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剩余异常值制作异常图时，应对求取地球化学背景趋势面的方法进行试验、研究，

以确保圈出的异常具有明确的找矿指示意义。 

3、设置完毕，点击下一步，做进一步异常参数设置，包括异常下限设置、画线、

标注参数设置和异常参数统计设置3项： 

（1）异常下限设置：设置内、中和

外带异常值，本程序提高了累频方式和

均值标准差方式 2种计算方法，用户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如图9.11.2所示： 

（2）画线、标注参数设置：包括剔

除设置和标注设置，程序可以根据用户

设置剔除相应的异常线，如图 9.11.3所

示： 

（3）异常参数统计设置：即完成异

常的参数统计，统计时可以使用网格数

据或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其具体公式和组合异常图公式一致，如图 9.11.4所示： 

 

三、注意事项 

剔除异常设置中，按带数进行剔除和剔除较小面积两个选项分别选择的时候，

则会分别进行处理，如果这两个同时选择时，则需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才给予剔

除。 

图 9.11.2  异常下限参数设置界面 

图 9.11.3  画线、标注参数设置界面 图 9.11.4  异常参数统计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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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地物化异常关系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用来绘制地球化学单元素异常或组合异常图，同时可以叠加 GRD 数

据或者地质图图像文件做为背景，输出结果为图像格式文件。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地物化异常关系图”命令，打开如图 9.12.1 所示

的操作界面： 

叠加图像参数设置如图 9.12.2所示： 

地物化异常关系图绘制流程：选择数据所在的目录，再选择要组合的元素，然

后进行异常标注参数设置，最后进行地物化叠加图层选择。 

三、参数说明 

1、异常标注参数设置：主要对画异

常参数进行设置，具体设置参考组合异常

图模块程序。 

2、叠加方式：有 GRD 数据叠加和图

像叠加两种。 

（1）GRD 数据叠加即打开 GRD 数据

自动成场强图、色块图和阴影图，其参数

设置和单独成场强图一致； 图 9.12.3  图像配准控制点操作界面 

图 9.12.2  叠加图像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图 9.12.1  地物化异常关系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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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像叠加：需要先打开图像，再选择左下角的图像配准控制点，单击后出

现一淡兰色的十字圆，作为叠加图像的基准点，如图 9.12.3所示，再按“√”即可

进行叠加。 

9.13  等量线叠加阴影图 

等量线叠加阴影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用来绘制等量线图，同时可以叠加本身的 GRD 数据生成的阴影图，

输出结果为 MAPGIS格式文件。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等量

线叠加阴影图”命令，打开如图 9.13.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具体操作步骤和“彩色等量线图”

模块一致。  

三、参数说明 

阴影图参数设置：弹出如图 9.13.2

所示操作界面： 

其中包含四个参数，分别是：高度、方位

角、入射角和亮度。亮度为‰度量单位，当画

出来的阴影较暗，则可以调高其亮度值。 

9.14  综合异常图 

一、功能简介 

本程序可以用来绘制地球化学多元素综合异常图，并可对异常进行编号和异常

统计处理，处理结果为 MAPGIS的 WL、WT格式或 Bmp、Jpg和 Png格式图像文件，此

外本程序可完成属性文件生成和属性链接，属性文件为 CSV格式。 

 

 

图 9.13.1  等量线叠加阴影图操作界面 

图 9.13.2  阴影图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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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说明 

“专题图件”菜单下的“综合异常图”命令，打开如图 9.14.1的操作界面选择

要处理的文件目录。 

选择 grd数据文件以后点击下一步，

如图 9.14.2所示：(后面处理方式和组合

异常图一致)。 

三、参数说明 

1、操作对象选择：选择要做综合异常图的 grd数据。 

四、结果说明 

中间结果文件为 grd格式,最终结果文件是 MAPGIS格式数据。 

9.15  地化图切剖析图 

一、程序功能 

程序可以根据 MAPGIS

文件编制化探剖析图，处理

结果为 MAPGISWL、WT、WP

格式。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

下的“地化图切剖析图”命

令，打开如图 9.15.1 所示

的操作界面。 

生成剖析图的流程为：

首先添加 MAPGIS 点线面文

图 9.14.2  综合异常图操作界面 

图 9.15.1  地化图切剖析图操作界面 

图 9.14.1  综合异常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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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添加 MAPGIS文件所在的文件夹，或者直接选择工程文件，程序会自动读取工程

文件中所添加的文件，其次进行排版布局设置，然后进行裁剪框设置，最后进行图

饰参数设置完成剖析图。 

1、剖析图读入的数据文件格式为 MAPGIS 点线面文件，并且要求读入的文件投

影参数一致。 

2、单击原数据投影参数设置按钮，设置读入的文件的投影参数，单击结果投影

参数，设置裁剪后结果投影参数。 

3、单击排版布局标签设置排版布局，输入

布局的行列数。 

4、单击裁剪框设置标签，设置裁剪框投影

参数，裁剪框可以手动输入，也可以通过导入

线文件获得，裁剪框设置界面如图 9.15.2： 

5、排版设置：如图 9.15.3所示。 

（1）用户可以任意调整排版中的元素位置，使用鼠标拖动即可，拖动的过程中，

当放手程序会自动对调用户拖动的元素位置，

元素以图上元素名称为准。 

（2）当用想确定行或者确定列的数量，则

需要手动输入其值，程序会根据计算的元素数

量自动计算另外行或列的数量，当需要改变其

值，首先将行和列的值都删除掉，再输入即可。 

（3）当选择了首位置留出，同时裁剪了地

质图的时候，地质图将放置在第一个位置，否则地质图自动放到最后位置。 

6、同时裁剪地质图：

如图 9.15.4所示。 

（1）添加文件：即添

加需要裁剪的地质图点线

面文件（地质图请进行压

缩存盘处理），可以同时

选择多个文件添加进来。 

（2）添加文件夹：即

选择地质图所在目录，程

图 9.15.2  裁剪框设置操作界面  

图 9.15.3  排版设置操作界面  

图 9.15.4  裁剪地质图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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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将自动将其文件夹下所有的点线面文件添加进来。 

（3）直接导入工程文件：即选择地质图的工程文件，程序将自动读取工程中所

添加的点线面文件。 

（4）地质图投影参数：即地质图的实际投影参数，请正确设置，否则将不能正

常进行裁剪处理。 

使用注意事项： 

（1）读入的 MAPGIS明码文件的比例尺、范围、投影参数均需一致。 

（2）裁剪框的投影参数必须正确定义。 

9.16  GRD 数据生剖析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将一批 GRD数据自动生成 3级色阶的化探剖析图。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

的“GRD数据生剖析图”命令，

打开如图 9.16.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生成剖析图的流程为：首

先选择 GRD数据存放目录，添

加需要做剖析图的 GRD数据，

其次进行排版布局设置，然后

进行裁剪框设置，最后进行图

饰参数设置完成剖析图。 

1、剖析图读入的数据文

件格式 GRD数据，其相应的数

据参数（包括点线号、起始坐标和坐标类型）需要一致。 

2、GRD生成线时，和彩色等量线设置基本一致，可以单击画线详细信息设置按

钮，打开如图 9.16.2所示设置窗口进行详细设置。 

3、单击原数据投影参数设置按钮，设置读入的明码文件的投影参数。 

4、单击排版布局布局标签设置排版布局，输入布局的行列数。 

图 9.16.1  GRD 数据生剖析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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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击裁剪框设置标签，设置裁剪框

投影参数，裁剪框可以手动输入，也可以

通过导入明码线文件获得，还可以直接从

选择的 GRD 数据上进行截取获得，裁剪框

设置界面如图 9.16.3所示： 

6、排版设置：如图 9.16.4所示。 

（1）用户可以任意调整排版中的元素

位置，使用鼠标拖动即可，拖动的过程中，

当放手程序会自动对调用户拖动的元素位

置，元素以图上元素名称为准。 

（2）当用想确定行或者确定列的数

量，则需要手动输入其值，程序会根据计算的元素数量自动计算另外行或列的数量，

当需要改变其值，首先将行和列的值都删除掉，再输入即可。 

7、同时裁剪地质

图：如图 9.16.5所示。 

（1）添加文件：即

添加需要裁剪的地质图

点线面文件（地质图请

进行压缩存盘处理），

可以同时选择多个文件

添加进来。 

（2）添加文件夹：即

选择地质图所在目录，程

序将自动将其文件夹下所

有的点线面文件添加进

来。 

（3）直接导入工程文

件：即选择地质图的工程

文件，程序将自动读取工程中所添加的点线面文件。 

（4）地质图投影参数：即地质图的实际投影参数，请正确设置，否则将不能正

常进行裁剪处理。 

图 9.16.2  画线详细信息设置操作界面 

 

图 9.16.3  裁剪框设置操作界面 图 9.16.4  排版设置操作界面 

图 9.16.5  裁剪地质图设置操作界面 

 



第 9 章  专题图件子系统 

 302 

使用注意事项：裁剪框的投影参数、原始数据参数和结果投影参数必须正确定

义。 

9.17  场强图/色块图/阴影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计算生成 GRD 数据的场强图、阴影图和色块图，结果为图像文件的

格式有：Bmp、Jpg和 Png，此外在生成图像的同时可对图像进行设定区域的裁剪。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场强图/

色块图/阴影图”命令，打开如图 9.17.1

所示的操作界面：  

绘制场强图、阴影图和色块图像的流

程为：首先选择数据文件，其次选择成图

类型，然后是进行色阶设置，最后进行图

框设置。 

1、场强图、阴影图和色块图像像常用

于物化探成果汇报图像编制。 

2、场强图、阴影图和色块图像使用的

是 Grd 格式的网格数据，保存的结果类型

为 Bmp、Jpg和 Gif。 

3、成图类型选择有三种，分别为场强图、阴影图和色块图，当成图类型选择为

阴影图时，单击阴影图参数设置按钮，打开阴影参数设置界面，在界面中可以设置

阴影的高度和光线入射的方位角和入射角。 

4、当生成的结果图像范围超出工区范围或覆盖其它未采样区时，可以选择切图

功能，将不需要的图像部分切除，切图文件的格式如下： 

CutMap //切图文件名标识 

1/2 //切图文件类型，1：表示内切，2：表示外切。  

1 //裁剪框个数 

4 //裁剪框点数  

921000,421000 //裁剪框坐标 

921500,421000 

图 9.17.1  场强图/阴影图/色块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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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500,421500 

921000,421500 

5、当选择切图功能时，需要单击文件参数设置，指定裁剪文件中裁剪框坐标的

投影参数。 

9.18  三元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利用三元色叠加的原理

绘制三元图，生成图像的格式为：BMP、

JPG 和 PNG。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三元图”

命令，打开如图 9.18.1所示的操作界面： 

绘制三元图像的流程为：首先选择数据路径，其次选择三元色对应的数据文件

名，最后如果需要可对数据做变换处理。 

1、三元图像常用于化探数据处理成图，效果类似于组合异常图。 

2、选择数据路径:三元图像使用的是 GRD 格式的网格数

据，保存的结果类型为 BMP、JPG和 PNG。 

3、选择三元色对应的数据文件名，数据中的最大最小值

可以在界面上做修正。 

4、数据可以做相应的变换，包括标准化、正规化和对数

变换等。 

5、在结果图像中各种颜色的组合见图 9.18.2：品红色

表示红色和蓝色所代表的数据值在该区域均为高值，青色表示蓝色和绿色所代表的

数据值在该区域均为高值，黄色表示绿色和红色所代表的数据值在该区域均为高值，

而白色表示红、绿、蓝色所代表的数据值在该区域均为高值。 

9.19  网格数据图截剖面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从一张由 GRD 数据生成的图像上，通过鼠标选择剖面的方式，从相

应的 GRD数据中截取剖面数据并生成剖面图。 

图 9.18.1  三元图操作界面 

图 9.18.2  三元色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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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网格数据图截取剖面图”命令，打开如图 9.19.1

所示的操作界面。 

网格数据图截取剖面图图的

流程为：首先选择数据文件，其次

选择截取剖面的方式，然后对剖面

参数进行设置，最后保存剖面数据

和生成剖面图。 

1、剖面选取方式有：鼠标任

意截取、竖直剖面、水平剖面、水

平两点之间的剖面和竖直两点之

间的剖面 5中，实际工作中可根据

需要截取剖面； 

2、剖面初始位置和终止位置的坐标设置要合理，采样点距的单位同坐标单位； 

9.20  离散数据图截剖面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从离散点数据中截取剖面数据并生成剖面图，离散点数据为 TXT 格

式。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

“离散数据图截剖面图”命令，

打开如图 9.20.1所示的操作界

面： 

网格数据图截取剖面图的

流程为：首先选择数据文件，再

选择 X坐标列、Y坐标列和数据

列，然后生成点位图，再选择截

取剖面的方式，对剖面位置和剖

面点距进行设置，保存剖面数据

和生成剖面图。 

1、点距：需要生成的剖面线的间距。 

图 9.19.1  网格数据图截取剖面图操作界面 

图 9.20.1  离散数据图截剖面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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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搜索半径：在成剖面图时，需要对周围点进行加权处理，因此需要输入搜索

半径，一般是实际采样距离的 3-5 倍，目的是能保证搜索到点，具体说明可以参考

数据预处理菜单中的“离散数据网格化”模块的参数说明。 

9.21  三角剖分网绘制等量线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直接使用原始数据

绘制平面等值线图，不过需要首先使

用“数据预处理->构建三角剖分网”

模块将原始数据的三角剖分网（TIN

文件）构建起来。 

其余操作步骤和“专题图件->彩

色等量线图”模块一致。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三

角剖分网绘制等量线图”命令，打开

如图 9.21.1所示的操作界面： 

1、每次需要选择处理的元素列，

因为在一个 TIN文件中，保存了当前工区的所有元素值，这样方便用户使用。 

2、选择生成的线圆滑处理参数：包括低度圆滑、中度圆滑和高度圆滑三种。 

3、当选择低度圆滑，需要设置圆滑系数，其推荐参数为 5.0，当值越大，圆滑

越厉害，反之亦然。 

4、当选择高度圆滑，需要设置坐标点密度，即设置画出来的线的点密度，推荐

0.1-1.0毫米为宜。 

9.22  三角剖分网绘制单元素异常图（异常下限圈线）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直接使用原始数据绘制单元素异常图（异常下限圈线），不过需要

首先使用“数据预处理->构建三角剖分网”模块将原始数据的三角剖分网（TIN 文

件）构建起来。 

其余操作步骤和“专题图件->单元素异常图（异常下限圈线）”模块一致。 

图 9.21.1  三角剖分网绘制等量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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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三角

剖分网绘制组合异常图（异常下限圈

线）”命令，打开如图 9.22.1 所示的

操作界面： 

1、 选择生成的线圆滑处理参数：

包括低度圆滑、中度圆滑和高度圆滑三

种。 

2、当选择低度圆滑，需要设置圆

滑系数，其推荐参数为 5.0，当值越大，

圆滑越厉害，反之亦然。 

3、当选择高度圆滑，需要设置坐

标点密度，即设置画出来的线的点密

度，推荐 0.1-1.0 毫米为宜。 

4、异常下限，是根据公式严格进

行计算的，用户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5、点击“元素线颜色/单位管理”，用户可以自行设计每个元素的线颜色和其

使用的单位，下次再次使用时程序将自动调用用户设置的参数。 

9.23  三角剖分网绘制单元素异常图（外中内三带圈区）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直接使用原始数据

绘制单元素异常图（外中内三带圈

区），不过需要首先使用“数据预处

理->构建三角剖分网”模块将原始数

据的三角剖分网（TIN文件）构建起

来。 

其余操作步骤和“专题图件->单元素异常图（外中内三带圈区）”模块一致。

按照新版化探规范勾画内、中和外带 3带异常图，同时完成异常的参数统计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三角剖分网绘制单元素异常图（外中内三带圈区）”

图 9.22.1  三角剖分网绘制单元素异常图 

（异常下限圈线）操作界面 

图 9.23.1  三角剖分网绘制单元素异常图 

（外中内三带圈区）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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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打开如图 9.23.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1、选择生成的线圆滑处理参数：包

括低度圆滑、中度圆滑和高度圆滑三种。 

2、当选择低度圆滑，需要设置圆滑

系数，其推荐参数为 5.0，当值越大，

圆滑越厉害，反之亦然。 

3、当选择高度圆滑，需要设置坐标

点密度，即设置画出来的线的点密度，

推荐 0.1-1.0毫米为宜。 

4、点击“下一步”按钮，弹出如图

9.23.2所示操作界面，主要设置每个元素的内、中和外带三个值参数。  

9.24  三角剖分网绘制剖析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将三角剖分网数据

自动生成 3 级或多级色阶的化探剖

析图。 

二、操作说明 

1、单击“专题图件”菜单下的

“三角剖分网绘制剖析图”命令，

打开如图 9.24.1所示的操作界面。 

2、选择需要成图的元素，然后

调整外带、中带和内带的值； 

3、单击原数据投影参数设置按

钮，设置读入的明码文件的投影参

数。 

4、单击排版布局布局标签设置排版布局，输入布局的行列数。 

5、单击裁剪框设置标签，设置裁剪框投影参数，裁剪框可以手动输入，也可以

通过导入明码线文件获得，裁剪框设置界面如图 9.24.2所示： 

6、排版设置：如图 7.24.3所示。 

图 9.23.2  单元素异常图(外中内三带圈区) 

参数设置操作界面 

图 9.24.1  三角剖分网绘制剖析图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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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2  裁剪框设置操作界面 图 9.24.3  排版设置操作界面  

（1）用户可以任意

调整排版中的元素位

置，使用鼠标拖动即可，

拖动的过程中，当放手

程序会自动对调用户拖

动的元素位置，元素以

图上元素名称为准。 

（2）当用想确定行或者确定列的数量，则需要手动输入其值，程序会根据计算

的元素数量自动计算另外行或列的数量，当需要改变其值，首先将行和列的值都删

除掉，再输入即可。 

7、同时裁剪地质图：

如图 9.24.4所示。 

（1）添加文件：即添

加需要裁剪的地质图点线

面文件（地质图请进行压

缩存盘处理），可以同时

选择多个文件添加进来。 

（2）添加文件夹：即

选择地质图所在目录，程序将自动将其文件夹下所有的点线面文件添加进来。 

（3）直接导入工程文件：即选择地质图的工程文件，程序将自动读取工程中所

添加的点线面文件。 

（4）地质图投影参数：即地质图的实际投影参数，请正确设置，否则将不能正

常进行裁剪处理。 

三、使用注意事项 

1、排版中元素的先后与添加数据元素顺序一致。 

2、裁剪框的投影参数、原始数据参数和结果投影参数必须正确定义。 

图 9.24.4  裁剪地质图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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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三维可视化子系统 

10.1  地物化资料综合三维立体图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实现地物化资料多层三维立体显示，同时提供属性导入和纹理贴图

的功能。 

二、操作说明 

1、数据导入 

单击“三维可

视化”菜单下的

“地物化资料综

合三维立体图”命

令 ， 可 打 开 如

10.1.1 图所示的

操作界面，界面左

侧为图层文件名

列表，右侧为图层

显示区域： 

单击工具栏上的打开 GRD 按钮

，弹出如 10.1.2操作界面： 

浏览到数据目录下，在操作对象

栏中，选择 GRD数据，将数据添加到

右边的数据表中，对每一个 GRD 数

据，可以为其添加属性或纹理文件，

设置 Z轴比例因子如图 10.1.2共装

入三层数据，分别是 Cu 的三维立体

图；重力数据添加航磁属性文件；高程数据添加地质纹理。 

图 10.1.1  地物化资料综合三维立体图操作界面 

图 10.1.2  地物化资料综合三维立体图添加 GRD 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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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属性 

双单击主界面中的图层文件名列表或者

图层显示区域中的相应图层，可打开如图

10.1.3所示的图层属性修改界面。在属性界面

中包括常用设置、色阶设置、坐标轴设置、网

格设置和数据信息 5个标签选项。 

在常用标签下，可以选择是否对数据文件

添加属性和粘贴纹理，设置数据显示的 Z轴比

例尺，此外可以选择是否为当前显示的数据层

添加图层标注，标注的字体大小、颜色可以自定义。 

色阶设置标签如图 10.1.4 所示，在色阶设置界面中可以进行数据色阶设置，系

统提供累频、对数间隔、等间隔和剩余异常色阶四种色阶设置方式，缺省设置为累频

色阶。 

 

图 10.1.3  属性修改界面 

图 10.1.4  色阶设置界面 图 10.1.5  坐标轴设置界面 

图 10.1.6  网格设置界面 图 10.1.7  数据信息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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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轴设置标签如图 10.1.5 所示，在坐标轴设置界面中可以分别设置 X 轴、Y

轴和 Z 轴标注的起始值、步长、标注字体的大小、颜色和标注的方向，可供选择的

方向有平行于坐标轴或者垂直于坐标轴两种，此外可以设置 Z 轴的位置，可以选择

Z轴绘制与 XY轴的交点、X轴末端或 Y轴末端。 

网格设置标签如图 10.1.6 所示，在网格设置界面中可以 X、Y 方向网格的初始

值、步长和网格线的宽度。数据信息显示标签如图 10.1.7，在数据信息界面中主要

显示数据的行列数、点线距、坐标的最大、最小值等信息。 

3、图形操作 

（1）保存图像 

单击工具栏中的保存图像按钮 ，可以将显示的内容保存为图像。 

（2）移动 GRD数据 

单击工具栏中的选择按钮 ，单击显示图层，选中以后拖动，可以移动 GRD数

据。 

（3）移动方向设置 

单击工具栏中的移动方向设置按钮 ，可以设置图层移动的方向。 

（4）放大 

单击工具栏中的放大按钮 ，可放大图形，此外也可以通过滚动鼠标中轴来实

现。 

（5）缩小 

单击工具栏中的缩小按钮 ，可缩小图形，此外也可以通过滚动鼠标中轴来实

现。 

（6）旋转 

单击工具栏中的旋转按钮 ，可旋转图形。 

（7)居中显示 

单击工具栏中的居中按钮 ，可使矩形框居中显示。 

4、工程输入输出 

单击工具栏中的保存工程按钮 ，可保存整个工程，工程的后缀为 wrk。 

单击工具栏中的打开工程按钮 ，可打开前面保存过的工程。 

三、参数说明 

Z 轴比例因子：通过调整 Z 轴比例因子，拉伸 Z 轴方向的变化，使图形合适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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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大小:字体大小的单位同 GRD 数据的单位相同，如点线距为 500m，标注大

小为 5000，则一个标注字体相当于 10倍点线距的大小。 

10.2  重磁资料三维可视化联合正反演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生成三维地质模型并给地质模型赋物性参数，从而计算出地质模型

体引起的重磁异常，通过与实测异常的拟合，从而达到解释实测异常的目的。 

二、操作说明 

单击“三维可视化”菜单下的“重磁资料三维可视化联合正反演”命令，可打

开如图 10.2.1所示的操作界面，界面中有 6大功能区，界面左侧分别是数据和模型

图层管理窗口，中间分别数据和模型显示窗口，右侧分别是图切异常和残差显示窗

口。 

1、设置正反演类型  

点击工具栏上的正反演设置按钮，弹出如图 10.2.2所示的操作界面，在界面需

要进行三大类设置： 

（1）首先需要设置是进行正演还是反演运算。 

当选择进行反演运算时需要打开实测 GRD 数据，当选择进行正演运算时需要输

图 10.2.1  重磁资料三维可视化联合正反演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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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正演数据的起始坐标、数据的点线数和数据间距。 

（2）其次需要设置是对重力还

是磁法做正反演运算。 

当选择对重力数据进行运算时

需要输入模型体的剩余密度，当选

择对磁法数据进行运算时需要输入

模型体的磁化强度、磁化倾角和偏

角。 

（3）设置模型体参数。 

缺省的模型类型为 20 面体，可

供选择的模型体还有 80 面体、320 面体、1280 面体和长方体，在指定模型体类型的

同时，需要输入模型体的几何参数，包括模型体中心的 X、Y 坐标和埋深，模型体

延 X、Y 方向的长度以及模型体延深。 

2、添加修改模型 

(1)点击模型窗口工具栏上的新建

模型按钮 ,可弹出如 10.2.3 界面： 

在界面中选择模型类型，输入模型

的几何属性和物理属性，点击确定将创

新新的模型。 

(2)点击模型窗口工具栏上的移动模型按钮 ，鼠标选择要移动的模型，拖动鼠

标，可以移动相应的模型。 

（3）点击模型窗口工具栏上的移动节点按钮 ,鼠标选择要移动的模型的节点，

拖动鼠标，可以移动相应模型的节点。 

（4）点击模型窗口工具栏上的编辑模型参数按钮 ,可以输入移动模型节点时

节点搜索范围和节点修改级别，如当节点修改级别为 3 时，移动某一节点，和此节

点相关的 3层节点范围内的模型体将同时改变。 

（5）点击模型窗口工具栏上的旋转模型按钮 ,鼠标选择要移动的模型，可对

模型体按照绕 X 轴、Y 轴和 Z 轴旋转。 

（6）点击模型窗口工具栏上的居中显示按钮 ，可以让包住全部模型的长方体

居中显示。 

 

图 10.2.3  模型类型操作界面 

图 10.2.2  正反演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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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击模型窗口工具栏上的旋转按钮

，可以同时旋转模型体和数据显示窗口内的

图件。 

3、图切异常 

(1)点击图切异常窗口工具栏上的打开按

钮 ,可打开异常图件。 

(2)点击图切异常窗口工具栏上的矩形区

域选择提取按钮 ,在打开的异常图上选择异

常切取范围，可打开如图 10.2.4所示的数据提取对话框，点击确定可以选择清除原

有正反演工程，并将切取的数据显示在数据管理窗口内。 

(3)点击图切异常窗口工具栏上的控制点提取按钮 ,可打开如图 10.2.5 所示

的 GRD 数据提取对话框，数据提取的方式有内裁

和外裁两种方式，控制点的坐标范围可以通过文件

导入、输入图幅号计算和手工输入的方式取得。在

裁切数据前必须指定 GRD 数据的投影参数和控制

点的投影参数，点击确定可以选择清除原有正反演

工程，并将切取的数据显示在数据管理窗口内。 

4、残差显示 

残差显示窗口用于显示实测异常与拟合异常

的差值，当残差数据较小时，残差数据图将呈现浅蓝色。 

 

 

图 10.2.5  控制点提取操作界面 

图 10.2.4  矩形区域数据提取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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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工具子系统 

11.1  科学计算器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完成通常借助手持计算器来完成的标准运算。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科学计算

器”命令可打开如 11.1.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科学计算器除完成加、减、乘、除、

三角函数、指数、幂函数、对数、阶乘

等常规运算外，还可进行或、与、非和

异或等逻辑运算。 

使用注意事项： 

（1）科学计算器不支持键盘输入。 

（2）将带小数点的十进制数转换为其他进制时，小数部分将被截去。 

11.2  长度单位换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完成 19 种常见长度单位

之间的换算。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长度单位换

算”命令可打开如图 11.2.1 所示的操作

界面。在界面中输入某一单位的长度值，

即可获得其它单位下的长度值： 

图 11.1.1  科学计算器操作界面 

图 11.2.1  长度单位换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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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标准图幅号换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实现新老图幅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和按坐标计算图幅号的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标准图幅号换算”，

可打开如图 11.3.1 所示的操作界面，在界面中

可进行 1:100 万、1:50 万、1:25 万、1:20 万、

1:10 万、1:5 万、1:2.5 万和 1:1 万 8 种新老图

幅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和根据输入某一点的坐标

计算其所在的图幅号。 

各种比例尺的新老图幅号分幅标准和命名

规则如图 11.3.2所示。 

使用注意事项： 

（1）输入标准图幅号中的 A-Z

字母时要使用大写。 

（2）注意不同比例尺老图幅号

中“（）”和“-”的使用。 

（3）根据坐标计算图幅号时，

应注意输入坐标的单位是度分秒。 

11.4  图幅距离/面积->实际距离/面积换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进行图上面积、长度与实际面

积、长度之间的转换。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图幅距离/面

积->实际距离/面积换算”，可打开如图

11.4.1所示的操作界面，在界面中输入图上面积或距离和比例尺可以换算为实际面

积或距离。 

图 11.3.1  标准图幅号换算操作界面 

图 11.3.2  标准图幅分幅信息显示窗口 

图 11.4.1  图幅距离/面积->实际距离/ 

面积换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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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剖面累积距离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方里网的 X，Y 坐标计算出距离列。  

二、方法原理 

先计算出相邻点之间的距离，再将距离累加。  

三、操作说明 

鼠标左键单击“工具”菜单下的“剖面累积距离计算”命令，可打开如图 11.5.1

如下所示的操作界面：  

四、参数说明 

X 坐标、Y 坐标必须为方里网的坐标。 

五、结果说明 

本程序计算结果为原始文件加距离列。 

11.6  文本数据合并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将不同文件相同列数据合并在一起。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文本数

据合并”命令，可打开如图 11.6.1所

示的操作界面： 

浏览数据路径，将该目录下 csv、

txt 文件填充到数据文件列表框，选择

要合并的数据文件，将第一个选择上

的文件的表头填充到数据列，选择要

合并的数据列，点击确定，合并数据。 

三、数据格式 

本程序适用 csv数据和 Txt数据。 

四、结果说明 

结果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合并后的结果文件，一个是合并日志文件，日志文件

描述了参与合并的文件，每个文件参与合并的点数。 

图 11.6.1  文本数据合并操作界面 

 

图 11.5.1  剖面累积距离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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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文件清理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清理 GeoIPAS 使用过程

中产生的中间过渡性成果(MAPGIS 明码

文件以及属性文件)。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文件清理”

命令，可打开如图 11.7.1所示操作界面： 

1、首先选择需要清理的文件路径。 

2、其次选择清理文件的方式和需要

清理的文件类型。文件清理方式可按只

清理文件夹下相应文件和清理文件夹及子文件夹下相应文件两种方式进行，清理文

件的类型有*.wat、*.wal、*.wap、*_wal.CSV和*_wap.CSV。 

使用注意事项： 

（1）当前目录下显示的是输入路径

下的所有文件，清理完成后即时显示最

新的文件。 

（2）此操作不可逆(清理掉的文件

无法还原)，操作时请谨慎。 

11.8  文本编辑器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对多个文本文件进行浏览、

修改和保存操作等。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文本编辑器”命令，可打开如图 11.8.1所示的操作界

面，界面的左侧为工具栏，右侧为文本显示区域。 

工具栏中操作快捷键有： 打开文件； 保存文件； 换名另存文件； 保存

所有文件； 撤销操作； 重做操作； 剪切； 拷贝； 粘贴； 打印； 查

找； 放大； 缩小； 清空； 刷新页面； 新增一页； 删除当前页。 

图 11.7.1  文件清理操作界面 

 

图 11.8.1  文件编辑器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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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CSV 编辑器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 CSV格式的表格文件进行浏览、编辑、修改和保存操作等。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CSV编辑器”命令，可打开如图 11.9.1所示的操作界

面，界面的左侧为工具栏，右侧为表格

显示区域。 

工具栏中的操作快捷键有： 打开

文件； 保存文件； 换名另存文件；

撤销操作； 重做操作； 剪切； 拷

贝； 粘贴； 插入； 插入复制单元

格； 删除； 编辑； 列宽； 替换；

添加文件。 

11.10  图像浏览器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实现图像和 GRD数据的混合浏览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图像编辑器”

命令，可打开如图 11.10.1所示的操作界

面，界面的左侧为工具栏，右侧为图像显

示区域。 

工具栏的快捷键有： 打开图像文

件、 保存图像文件、 参数输入、 浏

览图参数设置、 放大、 缩小、 实际

像素、 满画布显示、 图像信息、 关

闭图像。 

使用注意事项： 

（1）本程序支持的图像格式有 BMP、JPG和 PNG 三种。 

（2）本程序的 GRD数据预览方式有场强图和阴影图两种。 

图 11.9.1  CSV 编辑器操作界面 

图 11.10.1  图像编辑器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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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图形编辑器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实现对 MAPGIS明码格式文件的浏览和简单的编辑、修改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

“图形编辑器”命令，可打

开如图 11.11.1 所示的操作

界面，界面的左侧为图层管

理区域，右侧为图形显示区

域。 

图形显示的操作快捷

键有： 添加项目； 保

存项目； 从工程中移除

所选项目； 打开工程； 保存工程； 清空工程； 导出图片； 1:1显示；

实际象素； 放大； 缩小； 整图移动； 刷新。 

图形编辑的操作快捷键有： 坐标点可见； 停止闪烁； 查看图形属性；

整块移动； 移动点； 移动线； 移动区； 输入点； 输入线； 修改标注；

修改点参数； 修改线参数； 统改点参数； 统改线参数； 删除图形。 

使用注意事项： 

1、图层管理区中可以控制文件是否可见、是否编辑。 

2、上下拖动图层管理区的文件可以改变图层的压盖顺序。 

11.12  MapGis 点线面文件裁剪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裁剪框，裁剪 MapGis点线面文件。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MapGis点线面文件裁剪”命令，打开如图 11.12.1所

示的操作界面。 

1、设置被裁剪的文件： 

（1）添加被裁剪文件：即添加需要裁剪的地质图点线面文件（地质图请进行压

图 11.11.1  图形编辑器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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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存盘处理），可以同时选择多个文件添加进来。 

（2）添加被裁剪文件

夹：即选择地质图所在目

录，程序将自动将其文件

夹下所有的点线面文件添

加进来。 

（3）直接导入被裁剪

工程文件：即选择地质图

的工程文件，程序将自动

读取工程中所添加的点线

面文件。 

2、裁剪后保存的文件

件，必须与被裁剪文件所

在文件夹不一致才行，否则原始文件会被覆盖掉。 

3、裁剪方式包括一起内裁剪、分开内裁剪、一起外裁剪和分开外裁剪四种方式： 

（1）一起“内裁剪”：即多个裁剪框一起对文件进行裁剪并且保持在一个文件

中，裁剪框本身有包含关系时，将根据外面内裁，里面外裁的方式，即裁剪成环形。 

（2）分开“内裁剪”：即多个裁剪分开对文件进行裁剪，并且根据每个裁剪框

建立一个文件夹，裁剪后的文件保存在对应裁剪框文件夹下面，不过裁剪框本身属

于包含关系时，则一起裁剪成环形模式。 

（3）一起“外裁剪”：即多个裁剪框一起对文件进行外裁剪，也就是只有在所

有裁剪框外面的点线面保留，其余的都裁减掉，并且保存在一个文件中。 

（4）分开“外裁剪”：即多个裁剪框分开进行外裁剪，即只需要在某一个裁剪

框的外面的点线面就保留，裁剪后的文件保存在对应裁剪框文件夹下面。 

4、裁剪框文件：打开为 MapGis线文件，可以包含多个裁剪框一起进行裁剪。 

5、被裁剪文件投影参数设置：即打开的点线面文件投影参数。 

6、裁剪框投影参数设置：即导入的裁剪框线文件的投影参数。 

三、结果说明 

1、结果文件投影参数与打开的被裁剪文件投影参数一致。 

2、打开的 MapGis点线面文件，如果在 MapGis下有删除和增加操作，则首先需

要在 MapGis软件里面做压缩存盘处理。 

图 11.12.1  MapGis 点线面文件裁剪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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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GPS 数据库文件（GDB/GPX）转换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将 GPS 中导出的 GDB 或者 GPX 文件转换为航点为 CSV 格式航迹为

MapGis点线面格式的数据文件。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

下的“GPS 数据库文件

（GDB/GPX）转换”命

令，打开如图 11.13.1

所示的操作界面。 

1、设置 GDB/GPX

数据文件： 

（1）添加 GDB/GPX

文件：即添加需要转换

的 GDB/GPX文件，可以

同时选择多个文件添加进来。 

（2）添加 GDB/GPX 文件夹：即选择 GDB/GPX文件所在目录，程序将自动将其文

件夹下所有的 GDB/GPX文件添加进来。 

2、航迹同时使用工区范围进行裁剪：当勾选此选项，程序将根据用户的工区范

围设置的范围对航迹进行裁剪，保留工区范围内的航迹。 

3、航迹成图投影参数设置：即航迹图的成图比例。 

三、注意 

GDB文件只识别GDB2和GDB3格式，暂不支持GDB1格式，用户需要使用mapsource

软件进行转换才能使用本程序。 

11.14  探矿权/工区范围绘制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将矿权/工区范围的 TXT 文件自动转换为 MapGis 点线面文件。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探矿权/工区范围绘制”命令，打开如图 11.14.1所示

图 11.13.1  GPS 数据库文件（GDB/GPX）转换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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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界面。 

1、多个矿权/工区范围同时进行绘

制：选择此项说明文件中包含了多个工

区，即需要使用一列进行区分，并且每个

工区范围的点数不能少于 3个点。 

2、标注拐点标号：当勾选此选项，

程序将在每个拐点显示拐点标号，标号可

以是程序自动标注顺序号，或者按照输入

的列进行标注。 

3、拐点使用子图显示：当勾选此选

项，程序将每个拐点使用子图显示。 

三、注意 

1、所有的点坐标，需要按照顺时针

或者逆时针进行排列，程序内部不会自动排序，需要用户按照其顺序进行整理 txt

文件。 

2、当有多个工区同时进行绘制时，每个工区的坐标集中在一起，不能分开。 

3、工区坐标最少点数不能少于 3个。 

11.15  三参数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 WGS84 坐标和当前用户所使用的投影类型之间的△X△Y△Z 值的

自动计算。 

二、使用原理 

1、当用户需要在某一个工区开展工作时，则需要调整用户设计的坐标和从 GPS

中读取的坐标的差异，即△X、△Y、△Z、半长和偏率； 

2、将此 5个参数输入 GPS中才能调整到读取的坐标和开展工作的工区坐标一致； 

3、5参数的后两个可以根据投影类型参数计算出来，前三个参数可以通过收集

或者自己进行计算获得； 

4、计算步骤：首先选择工区内或者离工区较近的国家标准三角点为已知点，获

取其方里网坐标，然后，手持 GPS 去实际点读取接收的 GPS 经纬度坐标，将两个坐

标输入至模块中，即程序自动计算出△X、△Y、△Z、半长和偏率 5个参数； 

图 11.14.1  探矿权/工区范围绘制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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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计算的 5参数输入到 GPS 中的偏差设置中，即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 GPS坐

标。 

三、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三参数计算”

命令，可打开如图 11.15.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四、参数说明 

1、已知点直角坐标：即某一点标准坐

标值，一般采用三角点的标注坐标； 

2、GPS测量已知点的坐标：即将 GPS放置此三角点上所显示的经纬度坐标值。 

11.16  七参数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根据至少 3个控制点计算 7参数的功能。  

二、使用原理 

北京 54全国 80及 WGS84坐标系的相互转换。 

这三个坐标系统是当前国内较为常用的，它们均采用不同的椭球基准。 

其中北京 54 坐标系，属三心坐标系，大地原点在苏联的普而科沃，长轴

6378245m，短轴 6356863，扁率 1/298.3；西安 80坐标系，属三心坐标系；国家 80

坐标系，大地原点在陕西省径阳县永乐镇，长轴 6378140m，短轴 6356755，扁率

1/298.25722101；WGS84 坐标系为协议地球坐标参考系，长轴 6378137.000m，短轴

6356752.314，扁率 1/298.257223563。 

由于采用不一样的椭球基准，所以转换是不严密的。 

全国各个地方的转换参数也是不一致的。对于这样的转换一般选用七参数法，

即 X 平移，Y平移，Z平移，X旋转，Y旋转，Z旋转，尺度变化 K。 

如果区域范围不大，最远点间的距离小于 30Km(经验值)，这可以用三参数，即

X平移，Y平移，Z平移，而将 X旋转，Y旋转，Z旋转，尺度变化 K视为 0，所以三

参数只是七参数的一种特例。 

要求得七参数就需要在一个地区至少 3 个重合点（即为在两坐标系中坐标均为

已知的点，采用布尔莎模型进行求解。一般我们将 gps 测量的 WGS84 坐标

（X84,Y84,Z84）通过空间转换模型，将其转换为地方坐标系的空间直角坐标例如北

图 11.15.1  三参数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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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54（X54,Y54,Z54）。 

三、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

“七参数计算”命令，可打

开如图 11.16.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四、参数说明 

1、添加：点击添加按钮，

即可以将上面输入的信息添

加在表格中； 

2、编辑：点击编辑，即

可以将上面的数据修改表格

选中的那一行； 

3、删除：删除表格中选中的一行。 

11.17  四参数计算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根据至少 2个控制点计算四参数计算的功能。  

二、使用原理 

在我国各地又建有相应的地方坐标系统，有时我们需将 54坐标转换为地方坐标

比如北京 54到杭州坐标。 

该类型的转换为同一个椭球系统

的不同坐标系中的转换。 

对于这样的转换需要两个重合点

一般用四参数法，即 X平移，Y平移，

旋转角度 a，尺度变化 K。 

其转换公式为： 

X=X1*Kcosａ-Y1*Ksinａ+△x 

Y=X1*Ksinａ+Y1*Kcosａ+△y 

式中 K 为尺度因子，ａ为旋转角

度，△x, △y 相对应的平移。求得△

图 11.16.1  七参数计算操作界面 

图 11.17.1  四参数计算操作界面 



第 11 章  工具子系统 

 326 

x, △y，a，K就能方便的计算出当地的坐标了。 

三、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四参数计算”命令，可打开如图 11.17.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四、参数说明 

1、添加：点击添加按钮，即可以将上面输入的信息添加在表格中； 

2、编辑：点击编辑，即可以将上面的数据修改表格选中的那一行； 

3、删除：删除表格中选中的一行。 

11.18  三参数、七参数、四参数坐标转换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根据至少 2个控制点计算四参数计算的功能。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

“三参数、七参数、四参数

坐标转换”命令，可打开如

图 11.18.1 所示的操作界

面: 

三、参数说明 

1、添加：点击添加按

钮，即可以将上面输入的信

息添加在表格中； 

2、编辑：点击编辑，即可以将上面的数据修改表格选中的那一行； 

3、删除：删除表格中选中的一行。 

11.19  TXT 数据转换为带参数校正的 WGS84 格式数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 X 和 Y 坐标数据转换为带参数校正的 WGS84 格式数据。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TXT 数据转换为带参数校正的 WGS84 格式数据”命

令，可打开如图 11.19.1 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11.18.1  三参数、七参数、四参数计算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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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说明 

1、高程列：就是测点位置的高

程，单位为米值。 

2、GPS 偏差校正：就是用户的

坐标和 WGS84 在特定地区所存在

的误差，一般可以在测绘人员收集

到或者用户根据标准三基点进行计

算出来。 

11.20  TXT 数据转换为 GPS 交换格式数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实现了从设计的 X 和 Y 坐标数据转换为能导入 GPS 中的交换格式数据。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TXT数据转

换为 GPS交换格式数据”命令，可打开如

图 11.20.1所示的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格式设置：（1）包括有线号和点号的

TXT 坐标数据，此种数据转入至 GPS中，

将带有航迹；（2）只有点号的，转入至

GPS 中没有航迹，只有点。 

图 11.19.1  TXT 数据转换为带参数校正的 

WGS84 格式数据操作界面 

图 11.20.1  TXT 数据转换为 GPS 交换格式 

数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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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系统输出 

12.1  打印浏览和输出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对 GRD、图像和 MAPGIS明码格式的图形文件进行浏览打印。 

二、操作说明 

单击“工具”菜单下的“系统输出”命令，可打开如图 12.1.1所示的操作界面： 

界面左侧的操作快捷键有： 

添加项目； 保存项目； 从工程中移除所选项目； 

打开工程； 保存工程； 清空工程； 导出图片； 

1:1显示； 实际象素； 放大； 缩小； 整图移动； 刷新； 打印；

帮助。 

单击 打印键，弹出如 12.1.2窗口，在窗口中可以输出打印分辨率，默认的打

印分辨率为 300dpi。 

图 12.1.1  系统输出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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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打印机设置”，弹出如 12.1.3窗口： 

右侧的操作快捷键有： 

坐标点可见； 停止闪烁； 查看图形属性； 整块移动； 

移动点； 移动线； 移动区； 输入点； 输入线； 

修改标注； 修改点参数； 修改线参数； 

统改点参数； 统改线参数； 删除图形。 

左边工程区域内的方框为显示选项，打勾为显示。 

图 12.1.2  图形打印操作界面 

图 12.1.3  打印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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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包括：预置、工作目录设置、系统颜色表设置、导入 MAPGIS颜色表、

工具栏设置、显示风格设置。 

13.1  预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完成 GeoIPAS 颜色表选择、预览功能、文本浏览方式、数据处理和

工具栏等基本项目的设置。 

二、操作说明 

“系统设置”菜单下的“预

置…”命令，打开如图 13.1.1 所示

的操作界面，用户可以设置在启动

时不显示此对话框。 

三、参数说明 

1、颜色表选择：本系统中，包

含两种颜色表，一种是系统颜色表，

一种是 MAPGIS颜色表。 

（1）系统颜色表：在处理和成图过程中使用系统自己的调色板； 

（2）MAPGIS 颜色表：本系统兼容 MAPGIS 颜色表，用户导入自己的 MAPGIS 色

库后，使用本系统生成的矢量图件在颜色上就可以完全和 MAPGIS兼容了。 

2、文本浏览器选择：包括表格浏览器和文本浏览器。 

（1）表格浏览器：浏览方式类似于 Excel，使用表格浏览数据，数据排列规整

有序，内容清晰，缺点是较大数据读取速度较慢； 

（2）文本浏览器：浏览方式类似于记事本，使用文本浏览器浏览的优点是读取

速度快，缺点是数据排列格式不规整。用户可以根据数据量来选择文件的浏览方式。 

3、预览功能设置：本系统中包括四种预览方式，即文本、表格、图像和矢量预

览，不同的文件类型系统将自动使用默认的方式进行预览。默认使用文本浏览器预

图 13.1.1  预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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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的文件类型有 TXT 文件；默认使用表格预览器预览的文件类型有 CSV 文件；默认

使用图像浏览器预览的文件类型有 GRD、JPG、PNG 和 BMP 文件；默认使用矢量浏览

器预览的文件类型有 wat、wal 和 wap文件，用户在此可以设置是否在生成不同类型

文件时，使用默认的浏览器进行预览。 

4、数据处理设置：在此处所做的设置将在系统所有的处理程序中生效。 

（1）数据精度：即处理完成后，结果文件的数据精度，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要

求来确定； 

（2）坐标精度：指坐标定位精度； 

（3）预览图大小：即 GRD数据结果预览时图的最大尺寸； 

（4）成图分辨率：即预览图和成果图件的保存分辨率； 

（5）文本数据空区特征值：用户可以定义自己数据的空区特征值，空区特征值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不做处理。 

5、工具栏显示设置：用户可以根据窗口大小来确定其部分工具栏的显示与否。 

13.2  系统颜色设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用来设置预览和成图过程中使用的 MAPGIS颜色库和默认色阶，包括

累频、7级、5级、3级、空区、剖面平面图正色阶和负色阶。  

二、操作说明 

1、“系统设置”菜单下的“系统

颜色设置 ”命令，打开如图 13.2.1所

示的操作界面： 

2、单击“MAPGIS颜色表设置”按

钮将打开如图 13.2.2 所示的设置窗

口: 

3、单击表头的“设置颜色”按钮，

将打开如图 13.2.3所示的设置窗口: 

4、用户可以设置渐变颜色，窗口上方可以双击鼠标增加颜色渐变控制级数，也

可以删除当前设置的级数，用户设置完成以后，程序将根据用户设置的颜色，自动

从 MAPGIS颜色表中选择最相近的颜色号进行显示，经过对比，此功能所选择相似颜

色和 surfer程序转换过来的颜色一致，基本满足用户需求。 

图 13.2.1  系统颜色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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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说明 

1、导入 MAPGIS颜色表：即导入 MAPGIS颜色库到 GeoIPAS软件中，当生成 MAPGIS

文件时，可以实现完全兼容； 

2、累频级数：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来确定累频的级数，规范规定不超过 16级； 

3、参考颜色：系统预先设置好的颜色，适合常规图的生成，用户可以参考其颜

色来设置自己的成图颜色； 

4、设置颜色：即用户需要设置和使用的颜色，后面所有成图模块中首先将自动

调用用户在此设置的颜色； 

5、累计频率：每一个色阶在数据

中所占的比例。 

13.3  系统子图设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用来设置系统中所使用的

子图和 MAPGIS中子图的对应关系。 

二、操作说明 

“系统设置”菜单下的“ 系统子

图设置 ”命令，打开如图 13.3.1所示的操作界面，在界面中每个子图有三个属性，

即子图号、子图样式和子图在 MAPGIS 子图库中的对应编号，单击“MAPGIS 编号”

可以修改子图在 MAPGIS子图库中的对应编号。 

 

图 13.2.2  MAPGIS 颜色表设置窗口操作界面 
图 13.2.3  MAPGIS 颜色表渐变颜色 

设置窗口操作界面 

图 13.3.1  系统子图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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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说明 

1、当前子图号：系统子图编号； 

2、MAPGIS子图号：子图对应的 MAPGIS子图库中的子图编号 

13.4  系统线型设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用来设

置系统中所使用的线型

和 MAPGIS中线型的对应

关系，主要为成图保存

为明码文件做准备。  

二、操作说明 

“系统设置”菜单下的“系统线型设置”命令，打开如图 13.4.1所示操作界面： 

三、参数说明 

1、GeoIPAS线型：GeoIPAS系统中包括 5中默认的线型； 

2、MAPGIS线型编号：分别对应的 MAPGIS编号； 

3、X系数、Y系数、辅助线型编号和辅助线颜色：即 MAPGIS系统中线的基本属

性参数，在此设置后，本系统在成图时，自动将其参数赋予其对应的线。 

13.5  GeoIPAS 工作区信息设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用来完成一个项目

基本信息的设置，包括指定项目的名

称和工作目录。 

二、操作说明 

1、“系统设置”菜单下的

“GeoIPAS 工作区信息设置”命令，

打开如图 13.5.1所示的操作界面。 

2、单击表格中每一行的“设

置…”按钮，可打开如图 13.5.2操作界面，在此界面中可以详细设置每个工作区的

基本信息。 

图 13.4.1  系统线型设置操作界面 

图 13.5.1  工作区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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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说明 

1、数据目录：需要处理的数据所在的目录，设置完成后，系统处理时会自动跳

转到此目录下供用户选择数据； 

2、项目名称：项目书面名称。 

13.6  导入系统设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实现将备份设置导入到本系统的功能，此模块用于当需要重新安装

本系统时，但是其基本设置不想改变，就可以安装之前将设置导出，安装后再导入

即可。 

二、操作说明 

“系统设置”菜单下的“ 导入系统设置 ”命令，打开如图 13.6.1 所示的操作

界面： 

三、参数说明 

导入文件：以.geo为后缀的文件名。 

13.7  导出系统设置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可以完成将系统当前的设置参数导出备份的功能，此模块用于当需要重

新安装本系统，但其基本设置不想改变时，就可以在安装之前将当前设置参数导出，

重新安装后再导入即可。 

二、操作说明 

“系统设置”菜单下的“ 导出系统设置 ”

命令，打开如图 13.7.1所示的操作界面： 

选择用户想备份的设置选项即可，其具体内

容，可参考系统设置菜单中相应模块帮助。 

三、参数说明 

导出目录：选择备份的文件目录，系统自动保存以.geo为后缀的文件。

图 13.5.2  工作区信息设置操作界面 

图 13.6.1  导入系统设置操作界面 

图 13.7.1  导出系统设置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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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系统帮助 

系统帮助包括：设置向导、欢迎界面、软件简介和帮助手册。 

14.1  设置向导…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主要用于引导用户初次使用本系统时完成系统的基本设置。 

二、操作说明 

“系统帮助”菜单下的“设置向导…”命令，打开如图 14.1.1所示的操作界面： 

单击“下一步”按钮，可逐步完成本系

统基本参数的设置，也可以单击“关闭”按

钮直接跳过设置，使用系统默认设置。 

14.2  欢迎界面…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包括向导…、关于…、公司简介、

系统帮助、公司网站、电子邮件等内容。 

二、操作说明 

“系统帮助”菜单下的“ 欢迎界面… ”命令，打开如图 14.2.1所示的操作界

面：  

三、参数说明 

1、单击“设置向导…”图标，可以打开

GeoIPAS 向导设置界面； 

2、单击“软件简介”图标，可以打开

GeoIPAS 产品简介界面； 

3、单击“公司简介”图标，可以打开金

维公司简介界面； 

4、单击“化探数据处理流程…”图标，可以打开化探处理操作视频演示； 

图 14.1.1  向导操作界面 

图 14.2.1  欢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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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击“您是第一次使用？请点击此…”图标，可以打开 GeoIPAS 界面和基

本操作视频演示； 

6、单击“物探数据处理流

程…”图标，可以打开物探处理操

作视频演示。  

14.3  软件简介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是 GeoIPAS 软件的内

容简介。 

二、操作说明 

单击“系统帮助”菜单下的“软件简介”命令，打开如图 14.3.1所示的操作界

面： 

14.4  帮助手册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提供了 GeoIPAS

所有程序的功能简介、数据

准备以及操作说明，帮助中

提供索引、书签和搜索等功

能。 

二、操作说明 

“系统帮助”菜单下的

“帮助手册”命令，打开如

图 14.4.1所示的操作界面： 

14.5  升级报告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提供公司简介、获奖证书、联系我们、软件简介、升级报告和售后服务

相关信息。 

 

图 14.4.1  使用手册操作界面 

图 14.3.1  软件简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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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说明 

“系统帮助”菜单下的“升级

报告”命令，打开如图 14.5.1 所

示的操作界面： 

单击不同的选项将弹出其相

应的说明。 

14.6  更新检查… 

一、程序功能 

本程序提供 GeoIPAS 升级检

查功能，检测本系统是否有最新版本。 

二、操作说明 

“系统帮助”菜单下的“更新检查…”命令，打

开如图 14.6.1所示的操作界面： 

如果有更新会提示用户是否升级。 

 

 

 

 

 

 

 

图 14.6.1  检查升级操作界面 

图 14.5.1  升级报告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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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附录 

15.1  XYZ 数据的格式 

XYZ数据：数据由坐标和值构成的 TXT文本，其数据值可为多列。 

行号 内容 说明 

1 X      Y       Au 首行的列标识 

2 455000 4503000 2.3 第 1 个样本的 X坐标、Y坐标、数据值 

3 455000 4505000 2.7 第 2 个样本的 X坐标、Y坐标、数据值 

… … … 

N+1 475000 4553000 4.8 第 N 个样本的 X坐标、Y坐标、数据值 

15.2  网格数据的格式 

网格数据(.dat)，其格式为： 

行号 内容 说明 

1 3.2 2.5 3.3 5.4… 第 1 条线的观测值 

… … … 

N 5.3 1.6 3.5 1.2…. 第 N 条线的观测值 

N+1 40 观测值数据的线数 

N+2 39 观测值数据的点数 

N+3 453000 X轴坐标最小值 

N+4 473000 X轴坐标最大值 

N+5 4503000 Y轴坐标最小值 

N+6 4553000 Y轴坐标最大值 

N+7 1.2 观测值的最小值 

N+8 5.3 观测值的最大值 

15.3  GRD 数据的格式 

ASCII GRD数据格式：后缀为.G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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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号 内容 说明 

1 DSAA ASCII GRD网格数据标识符 

2 NX NY 数据 X方向点数，Y方向点数(列数，行数) 

3 Xmin Xmax X坐标最小值，X坐标最大值 

4 Ymin Ymax Y坐标最小值，Y坐标最大值 

5 Zmin Zmax Z网格数据最小值，Z网格数据最大值 

6 Z11 Z12 Z13…Z1nx 第 1 行从第 1 列－第 nx列 Z 值 

7 Z21 Z22 Z23…Z2nx 第 2 行从第 1 列－第 nx列 Z 值 

8 Z31 Z32 Z33…Z3nx 第 3 行从第 1 列－第 nx列 Z 值 

… … … 

ny+5 Zny1 Zny2 …Znynx 第 ny 行从第 1 列－第 nx列 Z值 

二进制 GRD数据格式：后缀为.GRD 

行号 内容 说明 

1 DSBB 二进制 GRD网格数据标识符 

2 NX NY 数据 X方向点数，Y方向点数(列数，行数) 

3 Xmin Xmax X坐标最小值，X坐标最大值 

4 Ymin Ymax Y坐标最小值，Y坐标最大值 

5 Zmin Zmax Z网格数据最小值，Z网格数据最大值 

6 Z11 Z12 Z13…Z1nx 第 1 行从第 1 列－第 nx列 Z 值 

7 Z21 Z22 Z23…Z2nx 第 2 行从第 1 列－第 nx列 Z 值 

8 Z31 Z32 Z33…Z3nx 第 3 行从第 1 列－第 nx列 Z 值 

… … … 

ny+5 Zny1 Zny2 …Znynx 第 ny 行从第 1 列－第 nx列 Z值 

15.4  化探分析数据的格式 

化探分析数据格式(.TXT 或者.CSV)除了有样品编码和实验室分析数据值，还包

括我们对应有采样点位坐标和采样地层编码或代码。 
 

行号 内容 说明 

1 X Y Au As...Cu 数据列标识行，包括 X、Y和元素名称 

2 453 4613 1.0 2.0...2.3 第 1 个点的 X 坐标、Y坐标、Au、As...Cu分析值 

… … … 

M+1 473 4673 2.3 6.0...8.3 第 M 个点的 X 坐标、Y坐标、Au、As...Cu分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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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化探调平文件的格式 

调平数据(.TPF)：调平数据包括图幅编号、数据乘系数、数据加系数。 

行号 内容 说明 

1 K-45-15 1.3 0 第 1 个调平图幅名 1.3为乘系数 0为加系数 

2 K-45-16 1.2 0 第 2 个调平图幅名 1.2为乘系数 0为加系数 

… … … 

N K-45-05 1.1 0.5 第 N 个调平图幅名 1.1为乘系数 0.5为加系数 

15.6  地层编码文件的格式 

地层编码(.TXT)包括：地层编码文件标识、地层编码数、地层编码、地层代码，

其中的地层编码顺序和计算结果排列顺序一致，例如直方图从上到下的顺序和编码

顺序一致。 

行号 内容 说明 

1 GEOCODE 地层编码文件标识 

2 10 地层编码数 

3 1      Q 地层编码 1  地层代码 1 

4 2      E 地层编码 2  地层代码 2 

5 3      T 地层编码 3  地层代码 3 

6 4      C 地层编码 4  地层代码 4 

7 5     Jx 地层编码 5  地层代码 5 

8 6     Ch 地层编码 6  地层代码 6 

9     7     Ar3Pt1b 地层编码 7  地层代码 7 

10  8     η γ  地层编码 8  地层代码 8 

11  9     ξ γ  地层编码 9  地层代码 9 

12  10     γ δ  地层编码 10  地层代码 10 

15.7  切图文件准备 

切图文件(.txt)采用文本文件，适用于“场强图、阴影图”模块程序，其格式

如下： 

行号 内容 说明 

1 CutMap 切图文件标识 

2 2 切图方法选择：1内切；2 外切 

3 2 闭合切图线数量 

4 4 第 1 条切图线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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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号 内容 说明 

5 920000,422000 第 1 条切图线第 1 个点的 X，Y坐标 

6 923000,422000 第 1 条切图线第 2 个点的 X，Y坐标 

7 923000,423000 第 1 条切图线第 3 个点的 X，Y坐标 

8 920000,423000 第 1 条切图线第 4 个点的 X，Y坐标 

 4 第 2 条切图线点数 

 930000,421000 第 2 条切图线第 1 个点的 X，Y坐标 

 933000,421000 第 2 条切图线第 2 个点的 X，Y坐标 

 933000,424000 第 2 条切图线第 3 个点的 X，Y坐标 

 930000,424000 第 2 条切图线第 4 个点的 X，Y坐标 

15.8  控制点文件和裁剪框文件准备 

控制点文件和裁剪框文件（.txt 或.wal）支持 txt 数据和 MAPGIS 明码文件，

适用于“TXT数据提取、GRD数据提取、地化图切剖析图和 GRD数据生剖析图”模块

程序，其格式如下： 

第一种：.txt 数据，必须是第 1 列为经度/X 列，第 2 列为纬度/Y 列，其余列

不做限制，可以只包含这 2列，或者还包含其他的列也不受影响。 

行号 内容 说明 

1 经度/X  纬度/Y 数据列标识行，包括 X、Y 

2 453  4613 第 1 个点的 X 坐标、Y坐标 

… … …… 

M+1 473  4673 第 M 个点的 X 坐标、Y坐标 

 

第二种：.wal 数据，即 MAPGIS 明码线格式，程序自动取第一条线作为控制点

或裁剪框。 
 

行号 内容 说明 

1 WMAP9021 MAPGIS 线明码标识 

2 2 线总数+1个 

3 1,0,1,0.1,10,10,0,11,0 线特性参数 

4 M 第 1 条线包含的点个数为 M 个 

5 1033.619827,9302.000000 第 1 条线第 1 个点 X，Y 坐标 

6 1033.600006,9302.085456 第 1 条线第 2 个点 X，Y 坐标 

7 … …… 

8 1052.746002,9302.200000 第 1 条线第 M-1个点 X，Y坐标 

9 1052.719040,9302.000000 第 1 条线第 M 个点 X，Y 坐标 

10 1,0.0 第 1 条线结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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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剖面图数据文件格式 

剖面图数据(.TXT)格式如下： 

行号 内容 说明 

1 id elem1 elem2 ..elem(m) 点号/距离  第 1列标识 第 2列标识... 第 M 列标识 

2 pointnum(1) V11 V12..V1m 第 1 个点号/距离 列 11 的值 列 12的值..列 1M的值 

3 pointnum(2) V21 V22..V2m 第 2 个点号/距离 列 21 的值 列 22的值..列 2M的值 

… …… …… 

N+1 pointnum(n) Vn1 Vn2..Vnm 第 N 个点号/距离 列 N1 的值 列 N2的值..列 NM的值 

15.10  剖面平面图数据文件格式 

剖面平面图数据(.TXT)分为两种，第一种为线号、点号和剖面值的方式，其格

式如下： 

行号 内容 说明 

1 线号 点号 剖面值 第一行 列标识 

2 L(1) P(1) V(1) 第 1 条线号 第 1个点号 V(1，1)剖面值 

3 L(1) P(2) V(2) 第 1 条线号 第 2个点号 V(1，2)剖面值 

… …… …… 

N1+1 L(1) P(N1) V(N1) 第 1 条线号 第 N1 个点号 V(1，N1)剖面值 

N1+2 L(2) P(1) V(1) 第 2 条线号 第 1个点号 V(2，1)剖面值 

N1+3 L(2) P(2) V(2) 第 2 条线号 第 2个点号 V(2，2)剖面值 

… …… …… 

N1+N2+1 L(2) P(N2) V(N2) 第 2 条线号 第 N2 个点号 V(2，N2)剖面值 

… …… …… 

N1+N2…+N(M-1)+1 L(M) P(1) V(1) 第 M 条线号 第 1个点号 V(M，1)剖面值 

N1+N2…+N(M-1)+2 L(M) P(2) V(2) 第 M 条线号 第 2个点号 V(M，2)剖面值 

… …… …… 

N1+N2…+NM+1 L(M) P(NM) V(NM) 第 M 条线号 第 NM 个点号 V(M，NM)剖面值 

（注：线号相同但中间点有间隔，当成两条线。） 

第二种为横坐标、纵坐标、线号、点号和剖面值的方式，其格式如下： 

行号 内容 说明 

1 横坐标 纵坐标 线号 点号 剖面值 第一行 列标识 

2 X(1) Y(1) L(1) P(1) V(1) X、Y坐标 第 1条线 第 1 个点 剖面值 

3 X(1) Y(2) L(1) P(2) V(2) X、Y坐标 第 1条线 第 2 个点 剖面值 

… …… …… 

N1+1 X(1) Y(N1) L(1) P(N1) V(N1) X、Y坐标 第 1条线 第 N1个点 剖面值 

N1+2 X(2) Y(1) L(2) P(1) V(1) X、Y坐标 第 2条线 第 1 个点 剖面值 

N1+3 X(2) Y(2) L(2) P(2) V(2) X、Y坐标 第 2条线 第 2 个点 剖面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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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号 内容 说明 

N1+N2+1 X(2) Y(N2) L(2) P(N2) V(N2) X、Y坐标 第 2条线 第 N21个点 剖面值 

… …… …… 

N1+N2…+N(M-1)+1 X(M) Y(1) L(M) P(1) V(1) X、Y坐标 第 M条线 第 1 个点 剖面值 

N1+N2…+N(M-1)+2 X(M) Y(2) L(M) P(2) V(2) X、Y坐标 第 M条线 第 2 个点 剖面值 

… …… …… 

N1+N2…+NM+1 X(M) Y(NM) L(M) P(NM) V(NM) X、Y坐标 第 M条线 第 NM个点 剖面值 

15.11  色阶文件格式 

色阶文件(.clr)，包括ColorMap（常用色阶）、ColorMap001（彩色等量线图）和ColorMap002

（点位符号图）3 种格式，其他模块程序都使用常用格式色阶。 

1、第 1 种格式（ColorMap）如下： 

行号 内容 说明 

1 ColorMap 色阶文件格式标识 

2 M 色阶个数 

3 3.8606 0 159 223 43 第 1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R、G、B、MAPGIS颜色号 

4 6.5804 0 191 255 42 第 2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R、G、B、MAPGIS颜色号 

5 7.6402 135 199 255 41 第 3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R、G、B、MAPGIS颜色号 

6 8.841 163 207 255 40 第 4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R、G、B、MAPGIS颜色号 

… … …… 

M+2 65.3786 191 0 0 177 第 M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R、G、B、MAPGIS颜色号 

注：如果选择使用系统默认颜色表，则“MAPGIS 颜色号”为 -1。 

2、第 2种格式（ColorMap001）如下： 

行号 内容 说明 

1 ColorMap001 色阶文件格式标识 

2 M 色阶个数 

3 
0.3 0.1 0 0 0 0 1 2.5 2.5 0 0 0 0 1 YES 

50 50 0 0 2 50 147 255 1803 

第 1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线宽度、线类型、线颜色 R、

线颜色 G、线颜色 B、线颜色号、点高度、点宽度、点间隔、

点颜色 R、点颜色 G、点颜色 B、点颜色号、画点标志、画点

间隔、画点最小长度、画点个数标志、画点小数位数标志、

小数位数、区颜色 R、区颜色 G、区颜色 B、区颜色号 

4 
0.331 0.1 0 0 0 0 1 2.5 2.5 0 0 0 0 1 

YES 50 50 0 0 2 70 173 255 1804 

第 2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线宽度、线类型、线颜色 R、

线颜色 G、线颜色 B、线颜色号、点高度、点宽度、点间隔、

点颜色 R、点颜色 G、点颜色 B、点颜色号、画点标志、画点

间隔、画点最小长度、画点个数标志、画点小数位数标志、

小数位数、区颜色 R、区颜色 G、区颜色 B、区颜色号 

… … …… 

M+2 
0.413 0.1 0 0 0 0 1 2.5 2.5 0 0 0 0 1 

YES 50 50 0 0 2 144 244 224 1808 

第 M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线宽度、线类型、线颜色 R、

线颜色 G、线颜色 B、线颜色号、点高度、点宽度、点间隔、

点颜色 R、点颜色 G、点颜色 B、点颜色号、画点标志、画点

间隔、画点最小长度、画点个数标志、画点小数位数标志、

小数位数、区颜色 R、区颜色 G、区颜色 B、区颜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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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3 种格式（ColorMap002）如下： 

行号 内容 说明 

1 ColorMap002 色阶文件格式标识 

2 M 色阶个数 

3 0.27 5629 70 173 255 1804 2 2 
第 1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子图号、子图颜色 R、子图颜色 G、

子图颜色 B、子图颜色号、子图高度、子图宽度 

4 0.95 5629 151 229 255 1807 2.5 2.5 
第 2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子图号、子图颜色 R、子图颜色 G、

子图颜色 B、子图颜色号、子图高度、子图宽度 

5 1.1 5629 225 255 50 1820 3 3 
第 3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子图号、子图颜色 R、子图颜色 G、

子图颜色 B、子图颜色号、子图高度、子图宽度 

6 1.39 5629 255 173 12 1826 3.5 3.5 
第 4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子图号、子图颜色 R、子图颜色 G、

子图颜色 B、子图颜色号、子图高度、子图宽度 

… … …… 

M+2 1.9 5629 238 53 0 1830 4 4 
第 M 级色阶 数据分级区间值、子图号、子图颜色 R、子图颜色 G、

子图颜色 B、子图颜色号、子图高度、子图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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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数据检查 

【问】：数据检查的必要性？ 

【答】：因为实验室的分析报告还是手工输入的，还是存在录入错误的，我们

重点检查的是“>”，数据中间的空格等录入错误问题；另外还有畸变检查，数据的

特大值，比如超过 10倍变差，一般对这样的分析值实验室会很重视的，你也可以提

出让他们再确认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另一类错误可能会是我们录入样号或者坐标

时出现的错误，如：“56b” 写成“56 b”，程序是以空格分开数据的，数据如果

写成这样就会产生错误结果，有时在完成处理后才可能发现，这样一来我们前面的

工作就作废了。所以数据检查是非常必要的。 

2、坐标投影变换 

在坐标投影变换和成图时经常出现的是将“源数据投影参数”的单位、比例尺

弄错的情况，比如把数据直接转换成结果投影的单位等，这些是不需要做的，我们

一般工作默认用的投影参数就是我们的地图参数，比如“投影平面直角坐标，北京

54，高斯-克吕格投影坐标系”或者“投影平面直角坐标，西安 80，高斯-克吕格投

影坐标系”，实际工作的坐标单位一般用米，比如我们要成 5 万图，那参数设置就

是： 

源数据投影参数，比例尺：1，坐标单位：米，13度带； 

结果投影参数，比例尺：50000，坐标单位：毫米，13度带。 

3、离散数据网格化 

一个工区的数据都要统一网格化，如计算模型、搜索范围和网格化参数，程序

已经设置成批处理，可以一次全部做完。这主要是为了满足组合异常，叠加处理时

数据要求统一的要求。 

【问】：在进行不规则网格化时，网格化参数、间距能采用默认值吗？为什么

要取整？ 

【答】：进行不规则网格化时，网格化参数中的默认值 X、Y坐标为坐标数据的

最小、最大值，初始行数设为 50，初始的 X间距为：（X最大值-X最小值）/50，Y

间距等于 X间距，然后（Y最大值-Y最小值）/Y间距，取整数作为列数，这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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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计算的一个初始值，而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采样的密度是不同的，那我们在设定 X、

Y 间距时就要按实际的密度来做调整，取整数这也是网格化时的一个要求，有时候

按实际要求还有可能不是正方形的网格，而是矩形网格。而且网格化还有一个扩边

的功能，这也可以通过修改网格数据的起始终止 X、Y坐标来实现，行列值自动计算

出来。 

我们成图是用网格数据，所以要先进行数据网格化插值处理。 

目前的插值方法是和搜索范围有一定关系的，合适的搜索范围，一方面可以将

不规则的工作区内因采样密度过大产生的空区进行填补，使图件曲线完整连续；另

一方面也反映了物理或者化学场的相互影响的范围。这个搜索范围值需要我们自己

按实际需要的情况来确定。网格化的搜索范围已经对数据有扩边作用，搜索范围越

大对数据的压制就越大。 

空白区上如果有值也是一种数学估值，不是真值，可以按需要来决定是否剔除。

对于扩出工作区范围和内部空区部分，我们可以用工区范围来切图，只保留工区范

围内的网格数据。当然也可以利用 MAPGIS的切图功能来完成。 

【问】：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中搜索范围选用多少？ 

【答】：一般我们选择采样距的 2-5 倍，你可以在 1000-2000 米之间试一下，

这和每个工区的情况不同有关，如果空区比较大，搜索半径就选择大一些，5 万有

一个采样密度的要求，比如每平方公里 4 个点时，点距大致是 500 米，点的间距选

择时要考虑是否保留更多的细节内容，如果要细节我们可以选择 250 米的间距，如

果注重异常整体形态和连续性，我们可以选择 500米的间距。 

化探的网格化插值方法一般推荐用距离平方导数加权，其中的距离幂指数加权，

是矿产资源评价项目推荐的方法，这个方法较适用于异常形态的整体连续性。 

如果我们选择网格化点距小，则小的圆圈等值线太多，等值线图就会很杂乱，

这时我们可以选择在“数据预处理”的“二维数据滤波处理”中做圆滑处理。 

【问】：测网是 50×20的，方位角 315度的测网观测数据，怎么选择网格化参

数呢？间距怎么选？ 

【答】：一种方法是就用 50×20的网格距的点线号，按距离转成网格数据，然

后成等值线图，将明码文件转换到 MAPGIS文件，再旋转平移。 

另一种是网格化，直接用点位坐标来做，网格间距加密一点，用 10×10，搜索

半径 100，用距离平方倒数加权网格化，然后再成图，如果小圈太多，也可以选择

做一次圆滑处理，选 20×20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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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等值线的形态基本是一样的，第一种要用线号和点号转换成距离，这样比

例才对，多做了旋转平移处理。 

【问】：我的测网不是正南北向是 45度方向，用咱们的软件进行网格化后变成

正南北的，而且图幅形状不是原来测网的形状。请问这样的问题怎样解决？ 

【答】：同样可以用网格距来进行数据的网格化转换，然后成图，成图结果转

换成 MAPGIS 的点线面文件后，在 MAPGIS 中进行旋转平移套图框。类似的情况也可

以用这种方法解决。 

【问】：在进行 5万化探采样时，乙类异常区采样密度设计为 12个点／平方公

里，丙、丁类异常区及其它基岩区采样密度设计为个 8 个点／平方公里，网格化时

X Y 坐标的间距、行列数如何选？ 

【答】：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首先考虑网格化后的数据满足丙、丁类异常区成图

的要求，因为该区采样密度稀一些，一般 5 万化探可考虑点线距 250*250 米或者

500*500 米；搜索半径以满足丙、丁类异常区网格后只有个别空白区或者无空区，

数据基本联络为一个区域，可考虑 1000*1000 或 1500*1500 米；点线行列数会根据

网格距自动计算；网格化后如果细碎的异常比较多，可考虑在数据预处理中对网格

数据做圆滑处理。 

【问】：我在网格化时，程序运行到 95%左右就不动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我

对数据做了数据检查和坐标检查，都没有问题。 

【答】：可能是以下两种原因： 

（1）点线距参数和搜索距离参数不合理，具体设置请参考前面说明； 

（2）数据文件第一行列名中包含非法字符“/”和“\”两个字符，需要删除。 

4、化探 

【问】：数据小于 1 的化探特征参数统计中的对数结果是负数，请问怎样使它

成为正数呢？ 

【答】：在化探特征参数统计中对数据取对数，数据小于 1 就是负数，一般不

用处理。取对数只是化探数据分析中常用一种方法，在数据变换中为了不出现负数，

通常是加了一个常数 1。 

【问】：做因子分析时有一项参数“方差累计贡献百分比”它是根据什么来填写

呢？  

【答】：“方差累计贡献百分比”是一般选择 80-90%。 

【问】：三层套合方差分析结果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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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1第一次采样第一次分析 

1-2第一次采样第二次分析 

2-1第二次采样第一次分析 

2-2第二次采样第二次分析 

F1＞临界值 

F2＜临界值 

通过方差分析，说明数据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通过 F 检

验，说明这些误差是允许的，它们的存在并不影响元素真实含量的变化起伏。 

Fa>f0.05()理论值，说明采样与分析误差不显著，此次分析结果可靠， 

Fb>f0.05()理论值，说明采样与分析误差显著，且以采样误差为主。 

【问】：我在进行化探异常归一化处理时，提示运行时出错，请参看运行模块

信息。具体是哪里出错了呢？ 

【答】：出现这种情况，你应该先试试用数据检查，看看数据中是不是有空行、

空格、0、>、负数等，一般是这些问题引起的程序出错。 

【问】：化探中的偏度、峰度数据取对数算不出来，不知为什么。用算术值组

距如何取，取不同的组距结果是不同的，不知剔没剔除高值。 

【答】：如果计算不出来，建议你先用数据检查程序处理一下，看是否有 0 或

者负数。 

目前这个程序中是按等间距取的间隔，算术值组距也是取对数后按等间距的数

划分的，没有剔除高值。 

【问】：我不知道你们软件是怎样计算异常下限值，是用对数还是原始值？我

们在平时一般用对数法。能说得具体一点，好吗？ 

【答】：系统提供的计算异常下限值有两种，累频方式是按异常面积的百分比

来确定异常下限值，默认弱取 20%，中取 10%，强取 5%；均值标准差方式按规范要

求循环剔除大于平均值+3 倍标准离差的数后的 X 和 S，K 系数默认弱取 1.65、中取

2.0、强取 2.3，即弱异常值为 X+1.65S，中异常值为 X+2.0S，强异常值为 X+2.3S。

异常面积的百分比和 K系数是可以按需要来调整设置的。 

5、等量线图 

等量线图的色阶设置有累频、对数间隔、等间距、剩余异常。 

累频是对所有数据按从小到大排序后，按预设色阶级数及百分比值对应的数据

值就是我们的等量线值。所成图的颜色面积在结果图中占相应百分比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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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地球化学图时，选对数间隔，还要选择是 7 级色阶或 5级色阶以及 0.1log或

者 0.05log 的间隔，7 级色阶是 1:20 化探规范上要求的，5 级色是 1:5 化探规范上

要求的，通常是取 0.1log间隔，如果变化不大，线很少，比如氧化物，加密取 0.05log

的间隔。 

我们预设的 7级色或者 5级色及 0.1log或者 0.05log的间隔，按数据的比例设

置好从最小值到最大值之间的所有的间隔值和颜色，方便了这个色阶设置过程。如

果从成图结果上看到某一个色区过大了，可以对颜色稍做调整，这样改动就很小了。

保存色标文件，方便以后装入使用。 

如 Au 的最高值为 38.4，可在对数色阶时值域为 8。填不到 38.4，因为网格化

后的最大最小值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值了，因为网格化会对数据有一个削峰 

取 0.1log的间隔是指对数是按 0.1的间隔来绘等值线，实际标注时仍标原始值，

比如在数据范围 0.001-10000的值，标注的等值线值如下： 

0.001 0.0012 0.0015 0.002 0.0025 0.003 0.004 0.005 0.006 0.008 

0.01 0.012 0.015 0.02 0.025 0.03 0.04 0.05 0.06 0.08 

0.1 0.12 0.15 0.2 0.25 0.3 0.4 0.5 0.6 0.8 

1.0 1.2 1.5 2.0 2.5 3.0 4.0 5.0 6.0 8.0 

10 12 15 20 25 30 40 50 60 80 

100 120 150 200 250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150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6000 8000 10000 

目前系统已经可以自动转换 MAPGIS 的点、线、面明码文件到 MAPGIS 文件，并

挂接好属性。 

如果没有转换，则需要利用 MAPGIS的文件转换将点、线、面明码文件进行转换，

然后将“文件名+Line.CSV 的线属性”和“文件名+Area.CSV 的区属性”转成 DBF4

格式，利用 MAPGIS属性库管理->属性连接。 

【问】：例如做 5 万化探图按 5 级色阶，能否可以直接按系统给定的分级数据

做地球化学图？ 

【答】：系统默认提供的 5 级和 7 级色阶是按色区含量范围的百分比值数据，

四舍五入对应等值线的值及色区，这样一来方便了大多数色区颜色的调整工作，由

于做了四舍五入在数据比较集中的区域，某一色区面积可能会有偏多或者偏少，在

预览图中观察一下，按照习惯略做调整就可以了。如对这个含量范围的百分比值有

不同的要求，可在系统设置->系统颜色表设置->使用 MAPGIS颜色表设置，调整累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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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级和 5级的累计频率百分比值，程序就会按调整后的值来计算色区。 

【问】：为何作彩色等量线图时，极值标注不上去？ 

【答】：因为网格的间距和采样的位置有一定的偏差，网格化后有时就会有少

数采样点就没有落在最大值圈子里，标注极值时搜索这个区域内就没有数据，我们

可以手动加上这个极值。 

【问】：图框生成功能只能生成正四边形图框，多幅联测图框有时会是 6 边形

或更多边形，能否设计图框生成方式为：用户给出图框各顶点坐标后，程序生成图

框？ 

【答】：按照地质矿产勘查规范图件编制中的要求，图框一般都是矩形、梯形，

图框四角标注和图廓标注你可以参考规范中的样图，图框如果是多边形的将增加图

廓标注的负担和读图的难度，这也是几乎所有 GIS 软件中都不提供绘制多边形图框

的原因。 

6、化探异常参数统计 

在组合异常图中有一个累频的弱，中，强，就是对应 20%，10%， 5%的数值，

均值标准差的弱，中，强，是对应 X+1。65S，X+2.0S，X+2.3S，程序中提供了很方

便的计算结果参考值，你可以快速浏览选择决定异常下限值。 

【问】：组合异常图是否也按聚类分析图来组合？ 

【答】：聚类分析谱系图是一个化探元素相关性的关系图，我们可以按照相关

性好的来组合异常，另外我们主要还是考虑到通常的元素组合分组情况。 

【问】：问一下如何在软件中做单元素评序表？ 

【答】如果我们对异常的线进行了修改，就可以选择这个程序来做，比如：有

时我们要把异常分开，或者异常在图幅的边角部分，异常的面积是按闭合线所围成

的面积来计算的，就会对异常的面积统计产生偏差，这时我们就可以将异常线按图

边闭合，然后将线文件转为明码来计算，参数选择的方法基本一样，计算后也可以

连接属性然后编异常号，导出对应的属性就是单元素评序表。这里要注意设置明码

线文件 WAL的投影参数，这个和 MAPGIS中的参数是一样的。还需要设置数据文件的

投影参数。 

【问】：GeoIPAS 能与 CAD 平台的数据格式 DXF 交换吗？因为 CAD 平台作业面

趆来趆多，其操作方便，希望 GeoIPAS能转换成 CAD 格式文件，便于交换！ 

【答】：GeoIPAS目前没有 CAD的 DXF数据交换格式，目前可以借助 MAPGIS的

格式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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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进行 1:5 万化探采样时，工作区范围是特别不规则的形状，网格化

时 X Y自动取值后，圈出异常扩展到没有采样的位置，最好是在不规则的工作区范

围内生成图件。希望以后能解决这类问题。 

【答】：我们成图时还是先进行数据网格化，就是插值处理。 

目前的插值方法是和搜范围有一定关系的，合适的搜索范围，一方面可以将不

规则的工作区内因采样密度过大产生的空区进行填补，使图件曲线完整连续，产生

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对边部的扩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物理或者化学场的相互影响的

范围。这个搜索范围值需要我们自己按实际需要的情况来确定。 

对于在不规则的工作区范围内生成图件的问题，我们目前解决的方法是，用工

区范围来切图。可以利用 MAPGIS 的切图功能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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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手册由段新力、毕武、彭仲秋、黄显义、袁小龙、李永华等人编写。 

由于 GeoIPAS 涉及内容广泛，可能存在许多开发人员意想不到的使用问题，敬

请用户及时反馈发现的问题，便于手册修改。 

本手册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其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用

户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十分感谢。 

由于系统的更新，可能存在手册和系统内容不符，请以系统本身为准。 

本手册仅作为系统辅助之用，用户负有自己使用本手册和本系统进行数据处理

所产生的成果的全部权利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