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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需盆地是一个不对稼的山间向纷盆地，奠基靡为海西-燕山期 (y:-y:> 花岗岩体.

董鹿为.第三纪矶的合蝶碎属着.幡矿大部分产于N~蝶层中.吉铀.罐罐主要为蝶化程度

低的揭蝶，属于半晴-半亮.晴-亮..a亮-晴蝶.为了探讨媒中错的存在形式，采用丁六种分

析方撞《电子挥针.童稚分离.植度分析.电it析.化学提取和逐级提取语> .又进行了庸

殖醺络含情的室内模拟实量.机疆缸外先甜的分析，发现1700c..- 1蜂基本消失• 12回c..- I

蜂布所赢蜀，而1800e.-·蜂增大. 1400«:.-1峰略有增强.无疑诅明形成腐殖酿铺络合物.

随后经肇熟分析和测定介It申的pH变化等更进一步证明黯殖酸错结合物的存在.本文认为

禽蛐.申铺的存在形或主要布: I. 与布机质成囊密化学结合，常以黯殖幢幢络合物及幢有

机化合曲存在. 2. 呈吸附状态，部合布机回.精土矿切及褐铁矿等吸附. 3. 极少部分里

英属罔'形式存在.

篝.. 舍蛐.罐罐 罐的存在形式鹰殖醺错络合物



A STUDY ON THE FORMS OF EXISTENCE

OF GERMANIUM IN URANIUM-BBARING

COALS BANGMAI BASIN OF YUNNAN

Zhang Shu1ing Wang Shuying Yin Jinshuang

(Beijing Uranium G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MNI)

ABSTRACT

The BaDglDa i basiD is …sYlDlDetrical iDterlDoDtaDe syDcli.al basia with

a HercyDiaD-YeDshaD graDitic body(Y: -Yn as its basemeDt. Its onrlyiDg strata

are lDade up of the NI of coal-beariDg claltic rocks of NeogeDe period. t';er.

aDiu lD ore 1D0stly occur withiD the N: coal-sea lD. Uranium, gerlDaDium-bear.iDg

coals are maioly ligoites of low grade in coalatioD aDd beloDg to semiduraiD ,
selDiclaraiD ,duroclaraiD aod c:1arodurain. In order to probe iDtO the forml of

existeDce of gerlDaDiu. iD coal , lix kiDds of aoalyticalmethods (electroDic probe

aaalylil , separatioa of heavy liquid ,graia-size analYlis ,electde olmolis,c&e

lDical extractioa aDd grade-extractioa) have beea adopted , A .iIDulated test of

hU lDic complex gerlDaaiu lD ia the laboratory w,I carried out. Accordi..g to 恤，

frared .pedral …Iysil , it is fouad thatl700cm叶 wavecre.t almolt disappears,
1250CID-1 peak weakeDI aad 1800CID-1 peak .treagthea', 1400CIll-1 peak .lightly

streagthea..No doubt, these illu.trate the forlDatloa of hU lD ic gerlDaaiu lD comples.

Afterward ,through differeaUal thermltl aaaly.is aDd measurelDeat of pH varia

tioa of media, it futher prove. the preseDce of hU lDic germaaiulD cOlDples.lt i.

coasidered that the for lDl of exilteace of gerlDaDiu lD ia 町aDiulD-beariDg coal.

lDaialy are, (I) Ia clo.e chemical cOlDbiDatloa with OrCaDic lDaUer ,u.ually ia

the for lD of humic lel lDaaium cOlDplex aad gerlDaaiua峰 orlaDic eOlDpouDd.(2)

Ia the .tate of ab.orptloa , lerlDaaiu lD il ablorbed by sOlDe orgaDic lDaUer ,
clay lDiaerals and li lDoDite etc. (3) A very rare part occurriDg a. ilom

orphou.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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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E罐且'矿靡蛐厦

帮冀盆地属于303矿田的一个矿床，章盆地位于云南三江一浪中经向构造体系岛梅花岗

毒者基之上.

盆地U梅西才酶山期 (y:-yn 云..花肉费为基靡，英上不整合覆盖，哥第三系蝶系地层，

形靡不对称肉..盆地. ~自由为北西3拥·，艇9.". 宽3.18. 面积16.4k. 2 (图。.费层向盆

中倾斜，饭角一艇拥·，为中精世山饲盆地.东翼地层平罐，出露较全，岩层厚度大，蝶层

少丽.. M. 铺矿缸量z 面西翼地层产抉陡，出露不全，厚度段小，煤层多而厚，锚.铺矿

也好.

C!Dl [!口:&[J口a LJj口t o!口'
J:1IJ.C!lJ 1 fI写. DiU- [2]10
J:iDu J2J12

阁I 盆地地质简图

I..钞 fl. 循土精层 2..#. 砂街豆应 3.踵.土精居 4.钞绩突煤店 5.嘛"突吵.:层

B.吵...屠 7.~肉'属层 8.花岗却目，越化带 10.断层 II."段 12.不锺食面

构造事但控制了盆地的形态，也控制了沉积旋回及沉识相，即梅造影响着盆地的形成和

发属.由于构造运动的差异性造成若干个凹陷.隆起初陡坡，如大事. ~jJ事事富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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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内地区自上而 F为=

l: rN~一合细砾扭砂1;

I I:煤 {N~ 一一粘土质粉砂岩及帖-t岩
上 I I 组 l, I 31 lN~一-租细砂岩互层，砂岩.在}砂岩中央透镜状煤层

第 I ~ I (N~ 一-盆西部边缘为硅疆土

-，颤|下 IN:-一粗细砂告失辅土岩及透镜状煤层

.蝶\ N: 一-砾去夹砂岩及遭键扶煤层
系|统!组 l! l Ni 一砂去夹蝶层，州、错主矿层

Nf-花岗磷屑岩，含铀、错矿化

γ:-y卜中租位黑云母花岗击，中细植二云母花肉辑、白云母花岗岩

矿位棉篝

1. 错矿化与基底古地形有关，多产于凹陷、拘谷和捆弯处.

2. 受着相控制，西部为泪泽泥炭相，矿位好s 而东部为棋积相，矿化差.

3. 受层位及告性控制， 93"矿集中于Ii;层，其中98"产于媒层申，少量产于Ii~层的

联质砂岩、粉砂岩中和Nf顶部的含融花岗质砂费及上煤层中.

4. 铀.错为复合矿体，错矿化比铀矿化的层位苟，范围大 z 一般铀矿在错矿之中革之

下.

5. 矿体呈层状.似层伏，少数为适镜状.扁豆状成群重迭出现.矿体产扰与告层.煤

层产状一致.错矿也较均匀，平均品位为O.03-0.05q&最高达0.375"，铀矿比平均品位为

0.1 II_

矿库凰圄

成煤原始植物眠收锚奠定了初步基础.盆地早期泥炭化阶段，从蚀源区迁移来的错植有

机质服附.络合形成预富集:进入到成岩阶段孔阻水使成矿物质重新迁移..集致使馆富集

成矿.继之后生阶段地下水活动使错更进一步富集.

二、含错、铀煤的特征

主含矿层为N!层的煤，具特点为煤的煤化程度低，黑色，具晦暗光泽，条带结构，层状

或块状构造，疏松易破碎，断面粗糙，断口呈不规则状，常混入大量矿物碎屑.

遭射光下为褐色，绿褐色凝肢化-~在凝肢化基质成碎屑腐固体夹镜煤条带或隐结构.结

构镜跚体产出 e 基朋申常见深褐色腐殖碎片及不透明位炭碎片.凝脏化基属中脏结大量黄色

形态分子，有角质体.抱子体，树脂体.术栓质体并混入石英，长百及粘土矿物等杂质.

反光镜下为灰色镜煤及结构镜煤，暗灰色踵院化基质肢结灰白色丝炭.半锺炭也碎片及

大量晴灰色形态分子.

根据显微组分定为亮煤惯暗煤.暗煤质亮煤及暗煤.

舍铺煤进行有机融合量.反射率.差热及住外光谱分析，认为 N~层蝶的煤化程度较低，
属于匍链囊宵，布序度低的揭蝶，是在...-定覆水条件下，水处于榄动状莓，中-If耐性还原

IIII I I I I ~I 3 I •



介属申而形成的.

三、媒中错的存在形式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媒中错存在形式的研究采用了显微镜观察.电子探钟分析.重

滚分离‘植度分析，化学提取及噩级提取等手段.确定了媒中铺的主要赋存状态，对合理选

择冶炼工艺流程提供依据.

I. .钳绪'青分别对幢质体及藏肢化基质进行错.铀测定，铺一般为0.05--0.35惕，

蛐为0.04，-0.28惕. Th含量不高.为了进一步搞清媒中错.铀分布趋势，来用了维扫描法

〈圈。，铀.错含量艘均句，无明显变化，并可得出无铺单矿物的结论•

句'

.u可飞、 I·"

.飞II

由必KI
固2 35号样品线扫描圄 )(200

注.-一莓al-.l:.为Ge. l'愧为U元蕾"分布

D..擅错' 采用四氯化碳.洒精.三澳甲镜等试剂配制成七辑 (1.20.1.28.1.35.

1. 45 , 1. 55 , 1.80. >1.80) 比重液.将秘碎后的样晶(见固3中31. 35. 33. 63. 17. 26)

依次放入各比重液中进行分离。

试瞌结果为随比重缉捕大，铺含量出现晴少的趋势:错主要集中于<1.45比重辑中.说

明馆与攥申布机组份蕾切相关.合错量最高锢分为1.28-1.35比重级中，即错与镜JJl组(履

肢他组分〉有芙，见(图。o

D且..骨精秘碎后的煤样(见圄4中26. 29. 32. 64. 31) 进行筛析(筛孔分别为

3, 1.8, 0.84 , 0.5 , 0.25及O.lmm) 0 实验结果(图。煤申铺含量随植在变小，而逐渐

础少 s 铺主要富集于3-1.8mm校任中，即与镜质组有关-

IV. ..精在pH4ii;2时，煤的电移率为14.71-27.67惕，而相应的灰样(原样经500'r，

银烧〉为42.08-90.93* (茬儿 2) 0 灰样比煤的电渗率增加了2.5-3. e倍.说明媒中有部

分铺里眼附在.当煤罐烧成灰，破坏了结合的化学键，电渗率明显的提高，推翻大部分铺在

耀中与布机'由存在牢固的化学联累。

V. 侃'锢"殖....蜀' 提取腐殖醺实验结果(隶。表明，大部分错进入溶液中，
而腐璋醺申占1.8-23.2惕。主要由于抽提腐殖酸过程巾(用NaOH灌准反复在水黯锅上煮

沸) ，破坏了腐殖酸铺络合物.使馆转入溶液巾。所以i窑施中的错即包括大量腐啤酶结合的

铺，也包括腐啡酸络舍的锚，而实测腐殖酸中的错，仅是剩余部分.费渣中铺置簸少，说明

部分铺与煤中研物杂质有关，可能成类屑同象形式。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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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 ,"•••>
电.. (9&) 电.. (~)

锣' Gt (*)

" 阴 恳 阳 阴 总

26 0.0619 , 1.0 8.80 7.91 14.71 O.ω19 1.6 ,44.20 1.98 48.18

30 。.1阂。 l 0.5 14.15 2.75 18.90 30 0.1 阔。 1.0 ,40.07 1.99 42.08

9.11 '77.∞31 。.34ω 。.25 18.50 27.61 31 0.34ω 0.5 13.93 90.93

33 0.2586 , ,0.25 18.86 4.83 21.69 33 D.2Y~ 。.5 , 13.47 7.90 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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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 I 0.259 259。 Z篇1.6 11.6 I sa.5 i 2.3 HZ.9 10.2

采用苯-甲醇及氯仿提取洒青A. 结果{襄4) 示出苯-甲醇溶剂抽提前青A的产率比氯仿

抽提沥青A的产率高出4-10倍，而典中锚含量llJ相反;即氯仿抽提画青A比萃-甲醇蛐提沥

青A中的错含量高出几倍到几十倍.但这两种蓓剂抽提物中所含错量极少，说明媒中错与洒

青关系不明显.

..萃-...a....中"‘舍量

Ge含量
事-甲. (9'IV/V)提取' 氯仿.靡'

椰' 由』总n(*、} !占忌，叫"情〉uω '他〉 Ge (*> 重 c.)

31 0.341 1.127 1.13 。.0(附96 0.112 0.11 0.0031

35 0.284 。.857 。.86 。.00052 0.225 0.22 0.0(蝇'

51 。.163 0.833‘| 0.91 。.四削7 0.121 。.14 0.0041

0-63 0.105 1.侃7 1.14 。.00018 。.145 0.16 0.0032

VI. 逗.也掌.. 选排适当的化学试剂反条件将固体样品中的金属选择性的提取到!特

定的浩浩巾，以确起其金属在样品中的赋存状态.分析结果(在吵大部分铺集中于第 111状

嘉，占47........65~ ，说明与煤中腐殖酸有关的馆所占比例.加上与其官有机质有关的约占总锚

的10 "，80% ;与1. lI t是在有关的情占20份土呈吸附态，极少量 (<:11') 铺在媒中呈提质同

象存在二，而锚单矿物未友现，这与自然界 III的分布规律是一致的，由于铺具有分散性，很难

形成跑立矿物(尤真在外生条件下) ，而常常成杂质状态存在于其它矿物中，特别是煤中.

综上所淫，归纳为

I. 稽卖盆地煤中情主要以与有机质形成牢固的化学结合为主，可形成腐殖酸锚络合物

及铺有机化合物.

2. -部分锚呈吸附状态，除煤中有机回(腐植酸等〉吸附外，混入煤巾的矿物杂回如

拍土矿物.褐铁矿等也可吸附少量锚.

3. 媒中极少部分错可能以集阴间III状态存在于硅酸盐矿物晶幡内.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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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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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N) 110
"。

40 "
*..胃量f.. ' $.2 I.‘ %.1 4 .2

• E 禽量 (IIω 44.5 4'.5 27.0 25.5'.• ' 14.4 11.1 11.1 11.1

喜
回 含量 (N) 1115

E… 町S 121略•舍量 .._..鑫 ' 52.% 15.T 41.0 10.0

------一
IV 舍. (IIω 155 110

"。
4t5

'‘.......鑫 ' 21.1 1.1 30.1 23.1
It

v 合锺 (N) 21 %5 1% 5

.λ…·矿..舍. ' O.T 0.' 0.1 0.%

四、模拟实验

为了造一步研究庸殖醺与错的结合状态进行了如下棋捆实撞.

樨晶来自北京海霞 JJ.广东遵渥县罹囊，从中分别提取 A厦c.踵醋，首先进行了在不同

pH恤'件下'殖幢幢附错的实验.

实量结果寝明来'不同的腐殖酸对同种 GeO.的吸附能力不同，如 A梓比C样咂附幡量大

些.这可能回二者所含总醺性基.分子量大小不同即结构不同所致.

M田s可雹出'擅醺吸附锚直接与 pH值有关，从 pH-4--IO 随pHtII大，憾的崛附量亦精

加.遇pH-IO时锚的眼附量达最大值 1 而 pH值大于 10后. .')铺咂附量赢少，说明在黯蝇条

件下属殖融吸附情最为有利.

随之进行在弱醺介鹏条件下，同种事量腐殖融在 Ge梳理不同摇旗申幌附实量及不同量

肩殖融在周一 Ge浓度溶液中的吸附实验，结果溶液中 Ge浓度越大，腐跑醺吸附 Ge量越大，

及Ge.供结固定的条件下腐殖酸阪附 Ge量与"殖雕量成正相关.进."步说明蝶中 Ge的富集

与Ge.供给条件的密切关最 z 与腐殖醺含量有关.

最后进行络合实验，证实在一定介质条件下，媒中暗与商殖雕 -pf形成结合物.依据为 g

(I) 红外光浦特征将合成的腐殖醺铺络合物和庸殖般吸附铺的红外光谓与腐殖徽的

虹外先调进行比较{固的 .Iif程 :.H 赌殖瞰咂附锚的it!阁{围 8C，)与腐殖醺iIf圆{固 8C)宠

生一样，即腐殖般吸附铺后，术改变其站构;而腐现酣铺络货物的讲四{田 eCI) 则产生了

-些变化.如跟在 1700c..- 1 峰草木消失 ， 1250c..- 1 峰布所躏橱，而 1 创0«1:..- 1畸刚强 ， 1400

ι..-I.略有精大.这说明-COOH精变成-eoa-，铺与-coo-捕食形成'自殖徽铺络介物.

I " '"
"I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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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5."‘8Ge与，H‘的景罩..A….XIO

(%)鹰噩噩结合金属后介厦pH僵的变化由于自殖.岔子结鞠申所禽的酷性基圃在一

定的pH条件下量生"寓，在事穰中与金属属于遭行.合反应，相应的事穰[H]"的穰瞿蜻

大，最佳~pH值下It.本文齿凰筒蘑攘的pH-lo. jp入饱和ceO，曲..证麓后. pH.1t主

'.7 士. is穰pH值的幢小，囊嚼蜡与'殖噩产生了结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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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定A.C黯擅幢幢偏食鞠中幢的禽量，分剧为t.371'和t.捕..说明'幢幢可蜡

合相当-~古份铺而"凰鳝舍tIJ.

{份量'传析 Aa砸醺巅'属‘为4幡·Cr而'舍幢盾的巅..为.·Cr蝇量为II·C.

巅...哑的降低说明'鹏跑了'幢幢惰的蟠齿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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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t.所造..幢幢在盛矿过瞿lflAi:主导作用.宫不但曦酣.画旦量结合大量的钱.?实辑

罐墨西t啊'擅..酣惊H萄幢幢介属为矗曾.露中撞量与sa.供结有关.与囊中黯蕴醺~瞌

革噩襄的姐夫芙罩，排证当要在·定介...怪It-T再在自幢幢幢结合输.

五、煤申错与无机组分的关系

1. .与富士.篝'
M:...tt-矗亮害最厦罩着.防毒厦禽..&齿，奠中撞含量如....42-0 .0町II".

E篱'量电幢晨缸"重定为*'云..高蜡石晨少量'凰石.

9'''罐'晨'血在囊'嚣事..蕃.....曹申..自主幢幢酣一些笛=但凡膏1\霞多的样

品. ..禽量事高量.这可篝圄篝土与'机厦的·酣障方不同麟.~回画在威矿适瞿中当帽

"撞囊旦时..缸..M幡量大于'自主的囔酣量•

• 旬'钮T高岭石厦水云.在不帽，H..恃亨囔帽'画的事瞌.罐'民证实越土矿 II本身

对.宿-定嗣匾酣幢刀. J‘.Ma匾pH.精大哥精细，阻'幢幢介'为最佳K.

2. .....葛窜aM捷'

量遁·英分析..囊分析'对庭分析'出..囊盆地申幢与布饥'靡正相关z 与布II.

氢.艇骨凰厦·美z 与Ceo布莱茵与真芭氧化... (SiOI • AI.O,. FeIO，.)无关z 与Bell

.~..:;::赢z 与Ti. V反帽芙.

本E幡与蛐之间不存在内在醺赢，只是在篡静.aT二者的玩飘碎..富'每件'曹些

暴"娃..胃蝇读矿摩西富，由于…t 玩飘耳囊......件的巧遇，才使二者在重回上有

一定提壶美赢.相关贫橱罐'真T(帽荣革.) -0.53. 也囊明二者的相芙性并不十分明

显.

六.. t自富集条件的探讨

'…a申惰的存在'式，撞葡萄稠锢"筒"非为z

•• .申'禽量与'蝠'缸'度布捷.-a富'于髓罐a菌的宿'度佳的揭罐中-

2. .与篝申的..缸组合;而美.tt周富'于'脏缸'虞篝画的罐'但命中.

3. ....件为'雌性还凰环a.

..聋*:盐'申囔赢了地τ水...当幢幢亮亡后进入嚣囊缸阶段，量生..作用，

严皇大量'擅...~此时介鹏为'醺幢壶'环囊..殖..附'纱帽z 酶'噩幢申幢幢司'

富健团... -H-..离出来撞'所置...靡"踵"鳝舍4IJ.在靡'过程申部分气体

(CO.. CH.'f>矗曲，使幡量-步富..虞禽幡楠..
II. B罐罐'自方面的富"件
..丰富的..是本区属矿的先 a. 必要'仲

盆地矗靡为凰云"花"曹犀盆地菌..西北部广泛出'二云'在向墙.自云'把肉也幅古

生鼻~鹏萄.悻，赢砂蝠'为布利的....遭些曹属不但禽·画，而且民 ft. l! .iiJ畏惧

大量的幡..矿'化震商在童的圃..说明与二云..自云'在陶器芙赢蔓密切.

2. 鞠矗圃'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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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二 :;IJ 控i\{(台战盆足的发生私求睬。该以在晚第二纪发生断块运动，形成裂t1~!.造

成盆地基底征续四陡。西部基!际成阶梯状:并形成一些凹陷、 j句谷等有和l环境。携带有大岳t

~矿物质的地 F地表水不断向这电汇裂，为恰在这里富集成矿奠定基础。

3. 有利的岩相古地理

矿体主:坚分布于泥炭沼泽相(煤层) ，具封闭、半封闭相对稳远的沉积环境。这里一方

面含矿溶i泛流速减慢，沉积作甩壳分 z 另方面有利于泥炭化作用的进行.含煤岩层的形成和

发霄，进而使成矿物质被吸附，络台固定下来。因!有利的岩相古地理环境不但为矿化提供了

有利的空间场所，而且还提供 f有利的岩性B

4. 水文地球化学条件是不可忽略的因东

盆地具有比其本身大四倍的汇水面积，且汇水也国内的基底花岗岩即是盆地的主要蚀源

区又是矿床地下水的补给区，本区地下水以HC03-为主. 50:-武之. K+Na型; pH=6-8

属弱酸-弱耐性水，溶解性强。在盆地建造形成过程中盆地提供了丰富的错源.

根据以上特点预测在该盆地西部.西北边缘基底凹陷，哇洼处可能有N~煤层的存在和

铀.错富集。

参加本专题工作的有唐玉衡租张昭明同志.工作过程中受到西南地勘局野外队，北地研

究生部和科学院化学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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