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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LoggerZero 便携式自动化钻芯分析
Zero--便携、智能、详细的矿物数据 FLSmidth 公司的 HyLogger� 技术带来了地 质分析的创新。它提供了一套新的镜头（探
测装置）来快速、客观的获取详细的矿物数 据，目的是提高地质解释的效率和生产力。 HyLogger Zero 是 HyLogger
系统中的一个便 携式、稳定可靠的单元。开发用于大量钻芯 的高光谱记录和成像等过程简化和自动化。
HyLoggerZero使用一套集成软件和硬件系统 来用于地质分析，快速、客观的映射矿物的 蚀变、矿化、主岩石的构成和风化层。
HyLoggerZero的控制过程最大程度的避免了 记录过程中的人为错误。由全球最大的黄金
生产商在澳大利亚西部矿山进行的实地测试 中，HyLoggerZero 证明了其强大的机动性，
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生产力，移动过程不受砂 石路面的影响，在 10 个小时的轮班中扫描 4000 左右的样品。
HyLogger 系统不仅提供一组额外的探测装置用来映射矿物及其相关的变化，还提供了一组额外的数据，
地质学家可以据此来验证分析。这个系统是多年的高光谱科学广泛的研究和发展的结果，并得到遥感研 究的证实。FLSmidth
在开发、生产、代理及高光谱技术支持，例如 HyLoggerZero 系统，以及集成系统方 面与 CSIRO
达成协议。这些设备提供准确和全面的数据，使地质学家能够开发验证的解释。
Zero--地质应用 HyLoggerZero支持钻芯和粉末的高质量光谱数据的快速采集以及连续的高分辨率的彩色成像。它还可以
编程来分析各种特殊采样模式中的矿石。 HyLogging
系统所收集的大量数据为矿产勘查，采矿，实验室以及科研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这
些信息可以应用到不同行业的多个学科，包括： →农业 →环境监测 →土壤 →表征 →医疗应用
HyLoggerZero允许大量的矿物鉴定，进一步认识有价值的矿石，存在包括黄金、钻石和石油。基于相对
成分，矿床及其相关的指示矿物具有独特的光谱特征。高光谱反射数据可用于识别大面积矿藏中的目标 矿物分布。HyLogger
系统被用于分析日趋多样化的矿物质和化合物,包括: �FeOx 组（赤铁矿和计铁矿） �AIOH
组（钠云母，白云母，多硅白云母，伊利石，叶腊石，高岭石，埃洛石，地开石，三水铝石和蒙 脱石品种）
�Suplhates（明矾石，黄钾铁矾和石膏） �FeOH
组（绿泥石(Mg/Fe）黑云母，金云母，蛇纹石，透闪石，阳起石，滑石，角闪石和水镁石）
碳酸盐（方解石，白云石，铁白云石，菱镁矿，白云石和菱铁矿） �铜 �稀土 �镍 �油页岩
一个 HyLogger 系统通常包括： �集成的可见，近红外短波光谱仪，覆盖 380�2500 纳米的光谱范围 �一个自动的 X/Y 龙门
�一个分辨率为 0.2mm 的数码相机 �控制以及处理和分析软件
HyLoggerZero 可以配备一个 ASDTerraSpec� 4 光谱仪，或现有客户也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HyLogger
Zero是便携，坚固和易于操作的，尺寸小及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使得它可以被轻易的运输到任何位置。 包含支架和 ASD
光谱仪时他的重量为 66 千克，不包含时重量约为 60 千克。HyLoggerZero 可以快速解包
并初始化，可实现在短时间内在不同位置使用，甚至是一天内。
集成软件 HyLoggerZero 应连接到笔记本电脑上并由 FLSmidth 软件控制。 CSIRO 开发的 TheSpectralGeologist(TSG)
数据解释和分析软件可以作为 HyLoggerZero系统的一部分来提供。它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 QC 版本或作
为全功能的软件包。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 QC 版本或作为全功能的软件包。 TSG
是一个专业处理和分析的软件程序，专门为希望整合光谱数据与其他地质数据到一起的勘探和开采 地质学家设计的。TSG
整合光谱数据到一个单一的文件结构，允许一个项目或地球化学坐标的数据和分 析结果一起存储和分析。TSG
提供越来越多的集成的多波长分析功能，广泛的光谱库和先进的解释工具。
TSG 结果可以合成，并输出到矿山规划和可视化软件包如 Vulcan,Surpac,Leapfrog 和 Micromine 中。当 使用 TSG
软件时，会在屏幕上立即给出初步结果信息供操作者使用。当在现场需要做出快速决定，是要
继续还是停止钻进时，这是非常重要的。机器也可以在没有 TSG 软件的情况下操作，这适用于一个商业
实验室，仅向客户提供扫描服务，结合后续的传统分析技术。光谱和成像数据可以保存并发送到客户端 进行处理。
主要优点 HyLoggerZero 是 FLSmidth 公司大型 Hylogger 设备的便携版，是自动高光谱记录岩石碎片的解决方案。
它高质量的简化了高光谱 VNIR-SWIR (380-2500 nm)对于矿物样品的波长和数字成像分析的过程。
HyLoggerZero独特的流动性跟它具有高效高质量光谱数据的快速采集功能一样备受追捧。 它具有一些主要优点：
高生产力：HyLogger 系统快速-近乎实时的记录数据。需要最少的样品制备，样本只需要清洁和干燥。 对于 HyLogger
来说，三个样品盒（标准的 RC 芯样托盘），每盒装 20 个样品插入分析，这样每个周期 可以分析 60
种样品。每个周期扫描一个托盘大约需要 8 分钟，所以在 10 小时轮班中，有潜力扫描 4000



多个样品。这要比人工使用手持仪器对钻屑进行手工扫描处理要快 10 倍以上。初步的数据可以由地质
学家现场进行评估，以更快协助进一步的钻井和目标的决定。
小巧和可移动性高：HyLoggerZero 总重仅 66 千克，提供一个坚固的，可折叠的运输箱，可以很容易并 安全用航空或公路运输
，包括在同一天几个地点之间的 运输，而不会损坏仪器。
价值：HyLogger 系统提改进供昂贵的钻探结果的数量和质量。Hylogging 技术推动更好的理解矿物，地
质和冶金性能之间的联系。这使得地质学家能够细化勘探，开采和处理策略，使整个勘探矿物学数据一 直使用，直到矿山关闭。
安全：HyLogger 过程是无损、无创、不涉及辐射、粉尘、噪音和热量。因为钻屑在原始托盘上测量，减 少了样品触摸。
一致性:HyLoggerZero 提供地质芯片记录的客观科学结果，允许更大的一致性，同时还能发展与矿物学
和成像相关的高度标准画的程序。
有效性：HyLoggerZero使每个光谱与一个图像相关联，提供了衍生矿物的背景，以及促进了地质学家结
合知识和经验解释数据的能力。该技术将通过标准化和验证矿物分析来改观这个行业。
优点概述： �高生产力 �坚固和便携式 �节省时间和降低成本 �客观，一致和有效的记录 �最小的人为错误
�高分辨率的数字图像 �增加地质冶金的理解 �快速决策 �不同的配置方面的灵活性 �在独特的托盘测定样品
�用户界面友好，易于操作 �与现有 ASD 光谱仪的用户数据的可比性 �无损 �所有的岩石碎片数字档案史料
�解决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不足
型号 HyLogger� Zero 光谱范围 380-2500nm 光谱分辨率 VNIR(近红外)3nm，SWIR（短波红外）10nm 相机 数码，0.2nm 分辨率
样品容量 三(3)标准 20 位芯片托盘=60 个样本 预期吞吐量 10 个小时 4000+个样品 设备尺寸（宽深高） 1050mmx775mmx570mm
（包含光谱仪） 重量 含光谱仪 66Kg 运输箱尺寸 1175mmx750mmx630mm 运输重量 80Kg 电源要求 220V50Hz 单相 推荐光谱仪
ASDterraspec�4（如果需要可以与仪器一起供应） 替代光谱仪 ASDLabSpec�4 软件 FLSmidth Instrument Control Software (标配)
CSIRO The SpectralGeologist(TSG)(选配)
该系统的设计有两种类型光谱仪的工作：terraspec�4 和 labspec�4。它也可以改变以适合与其他机器一
起工作。扫描，照片和原始数据可以被数字存档，用于长期存储和未来再处理。
电话:18510586406 传真:010-62669598 电子邮箱:zkdl010@yeah.net 网址:www.czkdl.com 北京中科地联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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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地联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发布的其它供求信息和贸易商机：
供应 官宣给力UAV无人机宽频带电磁勘探仪 2018年8月29日
供应 官宣给力航磁旋翼无人机航磁测量系统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GSM-19高精度步行磁力仪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GSM－19标准磁力仪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GSM-90高精度监测磁力仪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HH100伽玛射线能谱仪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Vanta 手持矿石分析仪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强 R3 三轴磁通门 2018年8月23日
供应 官宣洋品牌GSMP-25u钾光泵磁力仪 2018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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