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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了西北大、中型内陆盆地的生蛐层h'{层结构，即生铀层=袖源层(长石砂者缸层〉

+飘蛐层《能使铀沉淀的灰色层) •

.形成机理是 z 在形成长石砂告缸层的威者后生作用中，长石被水云母化，长石.石英

被自生的赤铁砂.针怯矿&.水针铁矿所交民而变红.在这种氧化作用中，长石、石英等硅酸盐

英矿物碎屑中的徽量铀部分被话也挥放出来.由于读层为氧化环境，释放出来的蛐不能沉淀，

只能和原来储存在孔陪间的含铀.囚水'一起，在成岩脱水过程中扩散到与真相邻的 Ebt且

低的灰色还原层中沉淀，形成铀的工业富集.

生铀层双层结构的意义有三点: ].扩大了砂省找矿中的铀源范围; 2. 它可成为盆地

找矿的重要判握，并可以定量地评价内陆盆地的成矿远景: 3. 生铀层的主要标志长百砂岩

红层，有助于攻探找盲，预测挥部的盲矿体.

篝.. 生捕层双层结构 长石砂岩红层 灰毯层



THE DOUBLELAYER STRUCTURE r世ODEL

OF THE URANIUM GENERATING BED

IN THE LAND BASINS OF THE

NORTHWESTERN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War..g Zhilong

(Xian 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ABSTRACT

The paper puls forward a double layer slruclure model of uranium genera

ling bed in the land basins of Norlhwestern China , i.e.uranium generating

bed=source layer of uranium+gathering uranium layer.

Tb l! mechanism of it!! formation.

Feldspar was hydromicatized ,some feldspar ,quarts detrital silicate minerals

were replaced to redden by the aulhigenesis of hematite and 邑oethite.ln the

coune of the oXidation ,a lillie uranium ill relellsed from the detrit , minerals.

Because of tbe oxidation environment , the released uranium wasn't able to be

precipjlated , only to diffuse to the adjacent grey bed whicb has low Eh value

with uranium - bearing ·stagnant water· fixed in pores during the dewatering

procell of the diagenesis and form minable uranium depos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 for uranium prospecting are as follows: (I)

Uranium source range is much expanded concerning uranium prospecting in

sandstone. (2) For the potential assessment of basin and the selection of

potential area , tbe model is an important prospecting criterion. (3)1£ we apply

the main criterion uranium-generating bed-arkosic red beds well , the buried

ore bodies c: an be found provided tbat arkosi c: red beds were regarded as a

siggificant criterion of uranium-generating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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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天山-内蒙祺皱带和鄂尔多斯盆地以反塔里木地台边缘抽陆内，存在许多三叠纪到生

霸世的砂自型(包括台 tlh煤型)铀矿床，它们全部和民石砂岩IT层伴生在一起.作者近几年

对这些铀矿床中的长石砂岩红层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证明了它是那些工业铀矿床的最主要

的铀嚣.按照其与灰色区(含有机质砂岩或煤层)伴生在一起形成许多铀矿床的实例.提

出了中国西北内陆盆地中的生铀层双层结构模式。这个模式，假若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能够成

立，则应把它做为内陆盆地成矿远景评价的，个重型条件.本文拟就民石砂右红区是铀矿床

的主要锦挥.内陆盆地生铀层双目结构院式及其在大.巾~~内陆盆地成矿远景评价巾的意义

哼三个问题提出如下看法。

、大、中型内陆盆地中的长石砂岩红层[I]

是砂岩型铀矿床的主要铀源

从当前国内外的大多放砂右咀铀矿床产:11{~部位米罚，矿目的 t. F. 域侧 I'·J 摊位均有红

层存在.我国西北地l正中.新生代大. ~~I型盆地内的砂也i1'!(包括台铀煤)铀矿床更是如此.

例如508矿床. 510矿床是大型含铀煤砂启型铀矿床，矿'~dl煤及灰色砂右组成，其底板为灰

色砂质秸士.顶板为长石砂t.'-红PAo 纽旦与铀矿体紧f且在一起(见图 I) .上红下黑，有红就

有矿，缸居消失，矿也就i肖失。该矿床有山区煤，凡是顶板无红包区的煤层，不但没有矿体，

甚至连矿化也没有i o 又如804矿床，其矿体均产在江后版界以-fO-20m 也田之内的灰色砂启

内.

厚鹰" 位状图 ，曾 位 6tt

二":JO.
..... ..'.

红色粗躯*石苟.砂也·............·.
I. 揭煤 f 富蛐V体〉 富 M

0.'. ..， .r化肉ra巅.化 ..化

- - -- 灰色犯.， 宠，o.n. - --0.'. '也筒. 元，- --:::-1. - - - 灰色泥' 元，- - -- - -
剧 1 510 {if 床位状罔

与矿体形影相随的这些红!丘，在阿北地区的砂吁组铀矿尿中，不是-般的红色协砂在.

砂JJf泥挡，而是巾粗粮以 t的 KTifi览砂盯壳 ((.J rI也 ~'ill 0 依旧 i主吏 1; 石的成分. ，坦问.&，t

布:矿床 'N~J攸Mtt胧球他节特征的，川J 认为 lor. IJ~ I沙~' ;. 'rl fill 矿山的 J~ 'lJ.!销商!是巾'已米挽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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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右'量缸'的凰错'威圄 a定7翼幢为砂量噩铀矿靡踵'足'屿.噩

I.成分 z 在矿 f.ci 上的 K石砂右红日，一般足一些红色扭扭的石英长石砂右.K:石石英

砂12及 K 石砂 YJ构成的红包地区。这些1:- ;·11 的物j.J~U:i l.:.t米fI接近花白质成分的应底省石.由

于民石易于水解，所以，它是在内度崩解，快速;刮蚀，快速搬运的条件下，在低地的泥砂沉

寂物中发生分解之前就被埋藏。因此，这种右石巾的铀[:~ .~品，基本上保持了接近基底申花岗

质成份的原始铀含量。关于其中的主斐碎屑成分石英和长石的铀含量，叶连俊先生在"外生

矿床盹瞟咂取.. [~J_. 文中做了统计，在他统计的两个表 ~r (见表 1.2) .长石的平均铀含量为

23. 7ppm: 石英的平均铀含量为4.1ppmo 从这个仅快参考的数字说明，红臣中的主要成分

石 l乏和石英含有-lIf以被撞取的铀合院.

" 篝....仲尔川摩a在愧缉申怪石、石裹矿.肉"M舍量

"i m花附仰愤(') i 平脏铃) I 角闪否则著中铀含锺(铃J I 刊刊)
~苟 2.0XI0 4 -5.3XI0 4 I 3.lxltr4 I 1.3x lO- 4 ·2.2x lO- 4 I 1.8XIO-4

石英 I I 2.3XW4 i I 5.0x lO-4

.2 阿尔'羹尔裔文摘自重凰去'在愧着申M..*布情况 <i是否.=6英) [ZI

...名称 矿物在 11否中的含量(4&) 铀在矿物中的含量<*) , U€ (( til中铀叩叫"量的百分数
f

有 英 34 jX 10- 4 II

斜'民有 43 1x 10-' 19.5

微斜t正苟 20 8x 10-' 7.3

2. t二石砂也红层的成闪，有两点与铀源密切相关: Jt→，它是在干热气候条件下堆矶

的沉税物，?气注:壳沉积物被覆革时，民颗f:l.{L I:j~ 间就Mln'fll于气候下鸟飞而产生的有较高铀含

革的"网水"，其合目"f i主n X I 0- 1
...... I X I 0- 4g/L ;真士，、气'已被即.藏以f斤， N成右后生作

用过程~III iJJT/H 2S. ICH 4 时 ， IC0 2. 102强，以致 {'.i~逐渐被轼ft~巳(见刘 ~ji.Jn编《沉

积岩石学»[川，长石被水云母化，长石.石英被白 ~t的亦怯矿.11-铁矿lk水针快矿所交代而变红

(见罔2) 。 ffi主种氧化作用巾，硅酸盐矿物碎肘(二l:为民石 • Ii 英)巾的惋惜铀被ifr化而jff放IB

II.臼缸胁，唁4.
唱组_rG~p卫国"-:.'(飞

罔2 红色民右右英砂省( 51 叫!比周~)

Q. 有第 F，民在i

黑色街为 !i..矿". !';U除水运何 ft外，J!:有1 石英-l!.:'}.j '!J 铁矿夺去代及混咐，删节i.ltl绵 i曾何 ~ft现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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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随萄原米储存在:(~.石中的含铀"囚水"一起扩散到与其!紧相邻的 1x..包子?有 tfl 沉淀。

上述读'/iTi的成分.成 l叫特征、 I~J 且 illi 表明 J 它具1fl~';"'(I;J 'fII l 源。 JJ( 只有目的榄念，

经我们粗略的日i算 z 怕也 h·i/lil约 50m(t;j?t山，其TF放 II \ r白白曰::1111 J-J 2. 5ppm，则'已在长

4000m. 宽2000m的范围内. 1If111] 其紧丰u 邦的还U;l日民fJ飞 2500t金 ffi fill 0 叮片，叮~ t~j~忻 i兄比:i~

复杂得多，但我们通过这种估算，至少吁以说明，在现民的 Jill.质古 f'，l r1 1 • 红!三能够提供足rL

形成砂岩型铀矿床的铀源.现有的一些研究工作，特别;~放 q·t性地球化 ， j在可而(l (J T.作证明j"

铀源是由近似花岗质的碎屑红层提供的。

(=)怪石砂蕾缸'撞It幢蝠'化'精恒值曲蜜化情况，证明 7砂量噩铀矿库"主'蛐

嚣'由宫'民提慎曲

为了揭示成矿物院的迁移.富集规律、地质.物掠人员一直在有效地运用放射性地球化

学方法的铀由于-衡系数反 Th/U 比的方法来判断铀的淋央和富集规律.如 804矿床 ((.j近地表 t.~

位.红色层皮杂色层均偏锚，而矿!三特别 Jil富矿区{i'r.严重偏袖，这足红 Eiff?灰色!二提供铀阔

的直接证明.另外边维多夫还运用 Th/Utt 的 ~}j il2['1 。对弘矿区台花白质碎屑的红区及台

矿的灰色后采集了大量的样品，分别测 I~了每个样品的碎屑&胶结物的 U ， Th含量，并计算

了Th/U 比(见表 3 ， 4). 从表中可明显地君出，岩石中碎屑及肢结物的铀含量从红层到灰色

层依次增高，而 Th/U 比却依次减少，旦规律性的增减。据此，他得出了两条结论: (1) 铀

是从红层相违渡日古石的碎屑物反胶纣 i物~~带出来的。 (2) 在还原区的~.石中未发现铀被带

出的迹象.

.3 红色鹿蜀愧色震中在..If屑的 Mit幢罐"化攀.锺.

地球化学 til 合地质体

" IfF.
红色层(筑化层) 过磁带 灰色层(还原带)

U. 10 4" 5.5 6.16 11.8

Th. w- u
" 33.5 36.34 32.5

Th/U 6.83 7.32 3.93

坦k 球化学 tztf￥地质体

特

1幸渡带II t盘撞带I 灰色昆还底'带

U. 10- 49& 4.42 7.85 13.0

Th , 10- 49& 23.3 25.3 23.0

Th/U 5. f12 -俨;.15 3.9

.M. 1. .Il.."lIo.

41.0

37. J

1.32

挠网510. 509矿床从矿 I": I'M 版的红 J/ 少II庇悦的民所 ;I~ 'i:-. J~ 'il: JIll U: 11.1 ty: 川有脱仰的刑减

〈见者5). 从我内红 J~·;rIITh/U 比 UHf;; 附加liltllJ] fIll 被 j王:I \.fIJi ;:H!t借此jffJ;(J.斗巾的灿I~G 'il: f~~o

说明铀是在晚期从红归中迁移米的，特别 J~~果1/1\ 1(I;J 铀矿'休，叮典钳 1:~fitkTO.25* 时，严

重偏铀(平衡系敷为 70 qf，) ，训i -t'r ;，而 JV" (l(j "I~ I的"大只有 7fi )j W ，这叫均立分说明该矿床 '3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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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有百·密切的成口、D~ i;';。

集5 509矿床罐凰a羹顶摩篝岩石Th/U比

Zt 性 UIJ, Th,. I Tb /U

II色艇在石英砂行 O.ω08 O.ω10

灰色砂砾~} 0.0069 0.0∞5

完 煤 0.0316 0.0002

掏 煤 0.0016 O.∞01

0.0005 O.侃"。
混 t}

0.0ω4 0.0例g

跚203所Ji幅组榨品

1.25

0.07

0.007

0.6

'自圃，、 内陆盆地生铀层双层结构模式.

依据卢刚.it几个砂盯II'!铀矿m (包括台协煤〉的实例. ~，'ih前丽的 i(:洼，巾.新生代大.

中型内陆盆地中生时1区的双归结构恢式为z 它不是-个f(.l.-.o ill位，而足_.个有机搭配的双层

结构.它由铀源~A (能释放:H铀源的民石砂启纽后〉乎口it铀民(能使铀沉淀的灰色目}构成，

二者密不可分，快一不可.即句:铀层s铀源后+积铀层.

积铀层一般指富含有机质的灰色砂·'lJ (包括台砾砂~~:.)戎为煤区，真底幌均必现有不透

水的灰色砂质泥岩戎桔土区.

这种双层结构模式在804. 509. 510 屁 505哼矿床巾均可见到.现以804矿床为例〈见图

。 1 真铀源日为上i俗的紫红色砂!L;. r;~ ，它主哽~rtl 扭扭 l二右Til陀砂f~反石'蛇!三军i砂17到l 成. f~

4囊'

罔3 fr'm ';i fr. B习. ix也日元系综合示店附(804地问}

仿佛队依徊仓区9..惕的见，孔蝙制}

·限于'捕'铀矿床. n 元古代的肉Mi盆地AI自1前铺"底上俯川闭小III伺盆地除外.

. s .



分长石水云母fι 亦快矿化(见图功，胶fJi物主哽为快的在氧化物(亦铁矿.水针快矿等)，

另外还有极少量的硅质成分:其积铀层为巾 $1.主色砂2日，一般厚约40m左右，它 rh →套富

含有机质的粗幸运民石石英砂1;及台砾砂tY组成，胶结物为记顶，铁质展的质'11;.铺在职铀区

中，主要被有机质吸附，或在有机质中呈沥青铀矿微脉产出，与真件生的金属矿物有黄嵌矿、

黄铜矿、方铅矿政问伴矿非.该层底部由」较大的沉职间断面与1足色泥质粉砂岩相接触，

叫好撞'…-- ‘ a

...1

罔4 fI色长石石英砂岩

(804矿床)

Q. 石英

F , *石
黑色者为赤'量矿.钟幌矿及水n侠矿.挺有除水云愕11:外，并 111苟英-坦为赤铁矿，所~ftAII袋，

边缘有港湾宠代~..

单.宠x3C

上例巾有阿个特点值得 i1::0:: 1 ，将个及民结构多为粗砂纯以上的砂衍， ii但分为巾细院及

口粒砂右，都有一祀的孔限度. i1J:J i在浪的海透握1!飞了通道，底郡的隔水日坦了阻t'lft用.

2，蚀源后为氧化环庇，事l捕归均为还"'.环珑，铀矿体不是J~" II:沉积间断冲刷丽之上的富市有

机质的砂~iQ (积铺fA) 的下昂，而j足(:在紧;;在纽 f.t1一侧的白含有机质砂{I;. ，~_~一一积铺日iJ:J

t部.边说明矿体的楠源尼来 Ll 江!斗. I~J J'{日结构巾的 fr 佛 i窑泊， til"鼠化电{\L荫的部分(，1)低

的部分扩散，扩阳到市含有机质j五 riJ t 祠的砂Zfllt Fli成沉淀o -ri 在!制1 日为煤!二~ lI·t，同样红日巾
的铀It远移到煤 I，/; rll使呵jf~( ill:旋而形成铀矿床，例如 1509. 510的采矿周内，那 flI 见到富矿

体紧紧靠在红 L:-J侧，而i到底阪泥盯日附近时矿体就消失 γ

上迪生铀日双 IAtii构模式，不足刑 Il..H币现象. I时足带有·征的 1号遍性 o Hie 这个问题

的关键是民石砂 1;红 '.l~ 铀if. IA"I 以提供俯视， 111. 形成大月1砂盯刑铀矿 J，f.: i(oJ卫哽铀源是 fi必须

来自其中呢? h此，我们;后'骂简单讨论. F't二年':j J，-j 'I:，在加H战旷的关系吨协现不能 t'j， 将从1'1. ihJ\

1足以 j寄梢的形式 j1略 jilj).，:. 'I' 咋l盆地内 j歧矿哼两个问跑。

1• 'I:. 钳lV~司 MPJi构成矿叮J;-j'I:.在 JJll r£旷的关系

'I:.愉μ ;fo{ t·: ?,'i ffll£ Itil(Jt哩内oN 足'，;'; 3游肉、«(('J I~ 1i. Ii 饨仙体(U晶.，' iiI! '1 i '1:. {'Ii 111 巾，

l二右被水~;盯饨， I二石. :(j 先被快 I(.J'y( {t物成OH {to物交代Jk* 也l时，创l从j主壳盯1. j 巾被 i，ri ft
韩腆IH来，附加上lilT气快于叭，用庶的:~ilh H 问水"J飞同形成 (~i较尚浓度的合恤i在液，

官们在辑fF，旦的扎隙水屁到同!水'I' 郁不能ijL~f , ,hi J~以脱阪铀曦的形式，从氧化也悦 l坷的 1;

石扩散到氧化电机低的 f'~ f j 'I' jf rJ;[ iii: Zi:形成矿体.从Jf1{ I" (I(J' JtH'!J :n 年1铀矿陆的成矿*"龄点

n, -舰多与1';矿. -j: f'i柄!Jf.: 50 my 'rF. ~'J. (二，真 )d'{ 与七胃 itoJ f'T.I/~形成闸的时间栩!可(见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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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矿地嚣...矿靠"

矿疏{点} 合矿地层 恤II矿竿'导及相当的地思时代

161矿All 1.-2y 109皿y K,

509矿床 ]1+2 7my N,

76皿y K,
BA斗'床 Kl

17my NI

撞 s 隙8S1矿底为2回队蜜'非外，其余均为三所玉水前.果和浮的'哥俩.

这说明铀成矿期确实与红区形成防!有关，但我们也费吾乡 11·-些窗台押民石的石英长石砂右，

官们在成矿之前的铀含量就比 J般省石品，另外，压有---~些矿床的成矿年龄也不止一期，如

表6内的BA-l矿床.这些悄况均说明成矿与叠加 l再造成矿有一寇的关系，但红层形成时期的

铀矿也对工业铀矿体的形成具有诀在性的意义.

2.形成砂岩型铀矿的铀源，究竟能不能直接从蚀说 l正以洛浪形式迁移到内陆大，中型盆地

内形成矿床 T 本文认为至少在西北地区的大.中型盆地内是不 f·r能的，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有助于证明长石砂右红 M生铀后存在的意义。

叶连俊先生在"外生矿床陆源迦取成矿 i~W 一义巾，他根据 B· H· Koqeuoa的研究资料得

出了铀不能从蚀幅l丘以溶雄形式搬运到盆内成矿的结论(见表7) 。读者是在磊统地翻起了

.7 禽矿化'不回医鹰的*中.舍量

|距矿化帘的阴阳) I 铀川 (elL)

M 50:1 HCO~，|
G. ~3 ef uMg l1

I -50 I 1.4x lO-'
M HCOU SO:1I 200 I 4.5x I旷.

I.lI r_~_'u_ I V 、

I 250 1.4x W 4

I 450 I 1.8XW'

750 i 4.5x W'

14·SKIO--

-50 4 X 10- 4

点地停取 水的化学/I分 水化学胀量 (elL)

200 2xW4

，化带1号的分眩晕 300 1.4xIO-4 I x 10- 1

450 4 x 10-'
pH-G.7

750 1.8x 10-1

，化带4·IH~纱.. 5>< 10- 7

050
pH- 7. 3 ....a"'AO--MK·-9·-m

ω

·'"yall

离矿也带不同距离的水中铀含瞌后编制的，表内的数字消?在地在哪 j水中铀含量随着离矿 it带

if-J Ift离加大而明显地降低 z 例如1 ·~HfH(.J 硫眼前眼阪钙棋 m水，即矿 J，li300m范网之内的铀

fp 踵比水化 '71庇敢向 140.....400(;' ';， (OH450m(t:J 地力·刮 40的，量IUh750m 的地方时，铀含量接

• 7 •



近水化学底数:表内4号带的重碳民硫酸甜型水介质中，在J~矿带200mii'!:国内，铀比水化学

底数高1000 "，， 2000倍. {f.距矿带250m肘. Lt水化学底数ii5280f~. ¥lJ距 750m li[11 只高 10倍，当

距离达到 1I00m时，则在l水化字底放相当.在601 地区，流经矿堆的地表水在 1000mJ日，同样

也相水化学底数---伴。由此可见，铀以能扭过正常底数的溶液形式的搬运距离不会越过 1100

m. 从西北的一些大、Jl1 型1'\1 ，新生!':盆地的边缘U飞机I，~l 米舌，其i闯盆内延伸范国均越过

1000m以上，而矿体又常常分{Ii .(t.冲职扇前缘以 F 地段，因此，只是正常水化学底数的铀溶液

要在盆内形成工业铀矿床是不 IiI能的。从现代封闭盆地的盐湖晨 'II ，报r ~tl飞盆地在萎缩阶段

形成的一些省归来者，其铀含量常常低于正常沉积右巾的 351，这也是很好的证明。

三.生铀层双层结构模式在大、中型内陆

盆地成矿远景评价中的意义

生铀I~J.x 'i 结构模式的楠，孟~ifl\ii二Hl f'J 大、 '11 3f，~内陆盆地 It:)砂别扭找矿 '(I li. '已将对现

布盆地的成矿远;-;-，评价方i1;及选l正方法起一屯的促进作f1j: fJ:能较好地运用~t铀 r2~ lJ~上费标

志民石砂右红!二-铀源h~ ，还有助于农i禾找Lf.预测深部的砂{J!旦铀矿胀。

(-)生锢"悍份大.中盟内陆盆地履矿嚣'的-个重要'件..粤拢砂..铀矿库

-...".左-
众所周知形成砂启型铀矿床的亟虫区域地回l恩来有铀源、盆地的大地的选[描机.盆地.:~J tiJ

造活动史.古气候.沉积建造 .ZJ相占地回.陌生作用&保矿条件非诸多因素，而 ilt铀!五双层结

构模式本身就是真1' \1-些有利因素的产物，再加 It它水身不但有铀即时，而且还有沉铀的现

铀层，因此，挠们民运用'已来评价盆地的成 it远肘，并把'已在盆内的存在状况 分布放灰白

程度做为评价砂 ;(:t目铀矿成矿远;二的亟姐判掘。 这样做，容易究 i!i 重点，抓住评价巾的主'旦

因素.当然，这并不崽眯苦在一个地L6'.~之现吏似的 ~μ站构!二位之 "i. 斗* -"在能找到工业铀

矿床，但王少 flJ 以肯店，读 l丘具备了 1~-\J 砂:ill 7\'!锦矿}耘的重费条仲。

{工〉遭用生锚'酶盒'标志-*:a砂量缸厦，布助于在摞拢..， fJ(揭露甸的砂量噩铀

矿靡

红区的分 {jj ill广丘，其 1; 石;fi ll~是也很多，如 !l 也 n~Ji记川， J己})~ 'l;' ~创质 1&:(.;' ，扮砂 v.

砂朋混右.砂右ilk位\.'商:21·1平。我们不: Irff)~Jl~所有这些也 1i 邮件:为 f~1 V~O斗，也不可能把所有·红

时分布的广丘地 I~.m 叮成单 ~H<. 水文所说的铀 J四川 j止扣 f"l~ .r;的巾和以 btJ 砂2.3 砾砂~，;.

非，而且 i索出的红已成川与提 j;! 反 j且 j刷 til 的红也扮砂质沁 1;不同 .ιj止 .(1: ，且 ~'.f J,-j 'L {·f 川过程

中 III 臼 II:的亦快矿， 'iI"快矿提水叶蚀矿 3染缸之 1\:lhiJ且，川 {jj主事I'红也地 IA才能成为生铀 J，，~

"I的铀源h~o
铀源~...HIJ.fH饰 1.<; .罚，乙 rllJ fiJ I: '到 i;:; Hi止 l主{i Ii少川江川'}{，j::{. ;-'j {j Hl 顷，而移!铺!五却含有'

大匪的有机回式 nJ-J 煤!斗。拟据i主种阜外，貌。J:;~:I， IIH:'UIJ 断.才、 J止户:H~与气悦 tid'午 F(，:)

iii积物， i而另 __..11个是{t平温热4温热的气供条件 F的;}(~\物。 在千马~ Jf. ('卡卡: (j{JiJL ~l物被朋藏

以后，其孔阳水必然是 fCOzfn/O z 强，在!戊 !tJJ日~作川 Hf~lll ，元蜒起个很好的氧化国:

与第搭配在一起的压民 U.J位可以 .{l:具ι部J草树下阳，也'I1 J ，(E舆侧 ri'l 延伸部位(沉积柑的坐化

引届).有 γ这个店*认识以川，挠。 J .(1: 实践巾，战JlH~ i1.H~ (j砂 1~J红出的 IIJ 现怕况， fli 什谣

用IH{fl~ 拼个 6'0 刽{' ;'ij!: j血 ((1 D+U 山地J.I.ll.占ιHiL再比此 J，~坐作川尊凶祟啦，则断该国是t.irlJ自Ul.l

• ••



现生铀层位，是否可能在民石石英砂;也·红后(铀源层)的下部或同一层位的侧向延伸部位存

在盼岩型铀矿床.例如804地区，民然现在只是一个小矿床，而且距蚀嚣区较远(挂该地古槐

I~J计算距离在200km以上) .但该l至有广泛存在的长石砂右红后，其下部有发自良好的富含

有机质的长石1:i英砂右，这说明该区有生铀后存在。为此，该 l丘仍然存在普找到砂右型铀矿

床的可能性。其找矿方向应是在!铀层被红层铀~U二所rii.覆盖的四部地l孟.

小结

依据四北大.中}tt内陆盆地巾的几个铀矿l耘的地质特征， iii ~r外生铀矿w己总结出的一些

成矿理论，初步总结出这个生铀层双层结梅地质模式，它在当前开蜒的盆地普查找矿及ILl!盘成

矿远景的调研.对远景区段的选择，以及攻海找自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今后的地

质找矿和科研活功中，这个结构模式还应进一步发展和研究的间题有 z

I.作为中.新生代内陆盆地中生铀层的主费标志-长石砂岩红应本身所j步战的内在很广

泛，这包括宫的成因分类.!6相古地理.成u作用、后生作用.铀的i舌化及扩散到沉铀层中

证富的物.化条件，以及矿物学的古气候研究等.只有详细研究这些内容，在野外才能有效

地判断铀源层的存在，从而进一步找到生铀居.

2. 区域成矿远景评价应由忘性的方出逐步向在量的方法过撞.研究生铀层结构模式，特

别是研究长石砂右红层的成因、成分.位度.邸度反铀含量等因素，布助于区域成矿远景评

价向定量化方向发展。

3. 生铀层产出的区域地质背挝与山气候 大地抽造部位.盆地的构造活动政蚀源区的物

质成分等有密切关系。为此，必现在详细研究这些内容的监础上，才能弄清生铀隘的分类.

分缆及其成矿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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