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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物地质资料的无损检测对于地质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X 射线荧光分析能降

低分析测试成本，保护实物地质资料的完整性，具有快速、无损检测、多元素连续测定等特

点；对样品制备要求非常简单，运用结果校正方法，可以得出准确的数据，进而丰富实物地

质资料信息，提高实物地质资料的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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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ndestructive testing of geological samples for geological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X ray 

fluorescence analysis method can reduce the test cost and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geological samples. The 

X-ray fluorescence analysis metho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 nondestructive testing and multi-element 

continuous measurement. The requirements for sample preparation are very simple, and the accurate data can be 

obtained by using the result correction method, which can enrich the information of physical geological data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of geological samp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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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实物地质资料与原始地质资料、成果地质资料一样，是地质工作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代表区域内广泛分布的地质现象、地层发育情况、地质矿产资源潜力与地质环境条件等。

从通常意义上理解，在地质矿产勘查、基础地质调查和基础地质研究中所采集、获取的岩矿

心、各类标本、测试副样、光薄片，化探工作中采集的水系沉积物副样，都属于实物地质资

料的范畴[1-2]，是国家花费巨大投入取得的信息资源和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保存与利用价

值。实物地质资料勘查工作中，传统方法基本遵循“现场采样-样品运输-样品加工-化学分析

-报出结果”等一系列流程，数据报出周期较长，且可能因为中途运输和样品加工等的干扰

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3]。因此研究一种能够快速、无损检测、多元素连续测定的绿色无污染

的现场分析技术尤为重要，成为地质分析的重要发展目标。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 XRF) 在 20 世纪末已广泛地应用于地质、环境、冶金、化工、

材料等领域，并在大规模地球化学勘探和国际地球化学填图的多元素分析中成为快速、成本

低廉的主导方法[4]。 

近年来，现场 X 射线荧光分析仪器逐步发展起来，分析方法简便，能简化传统实验室

化学分析方法的工作流程，该类仪器通常能够一次性检测出 Ti、V、 Cr、Mn、 F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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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u、 Zn、 Pb 等多达 25 多种矿石及金属元素。如需检测某些其他种类的金属元素，

可以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对机器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实现野外样品实时测量分析，数据处理，

现场地球化学异常圈定、查证等以往必须在室内进行的工作[3]，根据其中指示性元素的含量

及元素之间比率的变化，可以推断环境变化、区域成矿地质构造环境及成矿规律、污染物质

的输入等，对于研究地球化学特征等非常重要，并且可以提高勘探工作的效率。此外，如果

将 X 射线荧光分析仪器得到的实物地质资料测试数据输入中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网等实物

地质资料服务系统，将大大提升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水平，提高对实物地质资料工作的研究程

度[5]。 

2、仪器原理及工作机理 

使用 X 射线荧光进行元素分析试验样品，在其构成原子受到外部辐射源的激发时，会

放射出 X 射线，而 X 射线荧光分析就是一种基于该现象的技术[6]。X 射线是原子内层电

子在高速运动电子的冲击下产生跃迁而发射的光辐射；基于 X 射线为辐射源的分析方法均

可归于 X 射线分析法。当入射 X 射线与原子发生碰撞时，K 层电子被激发生成光电子，内

层出现一个空位，使整个原子体系处于不稳定的激发态；激发态原子寿命约为 10
-12～10

-14
s，

这时L层的电子将自发地跃迁到K层空穴，多余的能量Δ E = EK-EL以辐射的形式释放出来，

产生 Kα 射线，这就是荧光 X 射线，如图 1。我们把这种辐射称为“特征 X 射线”，只有当

初级 X 射线的能量稍大于分析物质原子内层电子的能量时，才能击出相应的电子。因此，

荧光 X 射线波长总比相应的初级 X 射线的波长要长一些。因为对于某种放射的元素（或原

子），其特征 X 射线的能量是特定且唯一的，从而实现 X 射线荧光分析[7]。 

 

图 1：X 射线荧光的产生 

X 荧光光谱仪的工作机理：激发源产生的高能量射线撞击被分析样品，激发样品的组份

产生各自特征射线；由探测器对这些射线进行光-电转换，依据射线的能量，转换成不同幅

度的模拟信号，信号的峰值幅度就代表了特征 X 射线的能量；信号经过调理电路，由数据

采集分析系统，绘制样品对象的 X 射线谱，并得出样品中的物质成分及其含量。 

3、应用 X 射线荧光分析在实物地质资料勘查中实现找矿突破 

在矿产勘查工作中，利用钻孔获取岩心等实物地质资料是了解矿产资源分布和估算储量

的重要技术手段，由于认识的阶段性和勘查区地质条件与地形地貌的影响以及分析测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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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制约，相当一部分矿床研究的不够充分，未能完全查明伴生、共生有益成分，造成矿

山资源损失和浪费，危机矿山找矿项目等急需在矿区外围寻找接替资源，这就给当前地质找

矿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领域。便携式 X 荧光光谱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快速分析和现

场直接测定各种类型的矿石样品，包括钻芯、岩浆或者粉末，土壤、沉积物以及其他类似的

样品，属不需样品前处理的非破坏性测试，在矿产普查中可以实现对异常的现场评价及追索

查证；在矿石采冶过程中，可以及时获知目标元素的品位。表1为利用X荧光测试技术实现

找矿突破的几个实例。 

表 1：X 射线荧光分析在实物地质资料勘查中应用实例 

X 射线荧光分析仪器的应用                     成果 

（1）针对野外 5 个钻孔的岩芯系统划分岩性

段测量 Fe、Mn、Cr、Co、Ni、Ti、V、

Cu、Zn、Pb、Ag、Mo、K、Ca、As、

Sb、Bi、Cs、Zr、Nb 等元素含量，绘制

钻孔各元素含量分布图； 

研究发现对铁矿化和铜、锌矿化具有较    

好的指示作用的组合异常以及对钾长石

化、硬石膏化等蚀变具有较好的指示作用

的 K、Ca 异常[8]。XRF 技术应用在岩心矿

化和蚀变信息识别中。 

（2）对黄沙坪 ZK1601ZK12101 的取样岩芯

进行测量，得到 Cu、As、Ca、Cr、Fe、

Mn、Ni、Sr、Ti、W、Pb、Zn 多种元素

的含量随深度的变化情况； 

结合物探、化探，成功圈定了铜矿和其他

元素富集地段，证明了 X 荧光分析技术在

钻孔岩芯测量中的有效性[9]
 。 

（3）在赤峰市林西县水头萤石矿区，利用便

携式 X 荧光分析仪对第四系浅覆盖区

进行隐伏萤石矿体探测； 

便携式  X 荧光探测仪在浅覆盖区萤石           

勘查中对 Ca 的反应明显，具有良好的应

用效果，满足了萤石矿勘查中对 Ca 异常

的探测要求[10]
 。 

（4）在吉林长白山系某处开展 X 射线荧光技

术在勘查金矿中的应用研究，通过 X 射

线荧光技术测定金的伴生元素 Fe、Cu、

Zn、As、Pb 等，建立回归模型来推算出

金的品位； 

利用X射线荧光技术,能够在野外现场对岩

石、土壤中多种元素实现快速定性、定量

分析，能够勘查金矿的远景区和寻找隐伏

矿体,迅速发现异常[11]
 。 

（5）采用便携式 X 荧光仪对采自金顶铅锌

矿床的矿化灰岩角砾岩手标本进行测点

分析，形成了手标本尺度多元素高密度

地球化学图像，对所得图像进行了多元

主成分分析，获得了分别以 Zn、Pb 和 

Zn + Pb 为主的 3 个最大主成分； 

分析主成分所对应相关元素组合及组合元

素空间分布，结合对 Zn、Pb 对钙质交代

的观察确定矿化顺序后期以 Pb 为主的矿

化穿插( 交代) ，前期以 Zn 为主的矿化，

两期矿化在相交部位叠加。此结论与显微

镜下观察得出的结论能很好地吻合[12]。 

4、结语 

将 X 荧光仪器置于岩矿石表面直接测定元素含量时，这种无损测试技术适用于定性、

半定量检测，异常查证等预研究，但如果在矿体上进行其他目的的测量时，要采用合理的方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法技术对基体效应进行校正，如利用元素特征 X 射线照射量率与其散射射线照射量率的比

值来克服由样品基体的化学组成和物理、化学状态的变化对分析信号的影响产生的基体效应

的特散比法，以及定量地建立一个主变量和另一个或几个变量之间的数学表达式的多元回归

分析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校正试样的吸收效应和表面效应、密度变化以及仪器的漂移等对

测定产生的影响[13]，再就需要加密测点，尽可能克服矿物组分在岩(矿)石中的分布不均匀等

效应的影响。 

X 射线荧光分析能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和精确度，降低分析测试成本，保护实物地质资料

的完整性，所得数据通过简单的处理能较好地反映元素的分布情况，如果进一步对元素进行

多元分析，研究元素的组合特征，应该能够得到更多的反映地质特征及过程的信息，真实反

映矿区的矿点、矿化线索等具体情况，对野外快速圈定找矿远景，追索查证异常点( 带) 和

在成矿元素含量大于工业品位的异常地段直接圈定矿体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14-15]；具有快速、

无损检测、多元素连续测定等特点，进而丰富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提高实物地质资料的服务

水平，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应用与服务方面具有极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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