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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铀矿与红Ii有一运的呆系，红~~在铀成矿过程中起也~fFj~J. 又;学通过对西北政山西、

肉军古七省(l!(.)地面隶属史甜分析，将西北地史上所出现的红趾妞分成6个虹后期，并详细嗣

远了各期红层的特征及演化规律.探讨和研究了红居在锦成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两者的内

在联章.明确提出蚀矿床与红后{盆〉在形成时间上具有同时性-.在空间纱布上具有相伴性，在

地区.类型上具有普遍性z铀矿化主要与干热气候条件于形成的陆相红层宵夭，而与梅相红层

的关系不密切z 凡是有矿的地方，附近必定有红匠，但有红层的地方不一定部有矿z 在剖面

上大型铀矿床只发育在纽层之下或红层之上.探索了红It与富矿的菜系.在综台分析的基础

土，提出了红后期成矿的理论及与在后(期〉有关的铀成矿模式.

提..地质演it 红层期铀矿化成矿模式



RELATIONS BETWEEN RED BEDS TIMES

AND URANIC MINERALIZATION AT

THE AREA OF NORTH-WEST CHINA.

SHANXI AND NEIMENGGU

Zhou Qiaosheng Quan Zhigao

(XianyanS R饵:earch InStitute of Ur.nie Geology. Shaanxi )

ABSTRACT

Thue are certain relations behJeen uranic deposits and red beds. Red

bed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ranic mineralization .After analyzinK the Ke

olo&ical 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 ,Shanxi and Neimen&&u the red beds is divi

ded into six periods. The evolulion rules at each period are studied.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lime of uranic mineralizal ion &;Jd formalion of red beds (bas;n)

is simultaneously , the uranic deposits and red bed‘ are accompanyinK minuals in

all places existin l[ deposits. Uranic mineralizalion is bound up with the conlin

ental red beds which was formed under dry and hot climate , but has no rela

lions with the marine red beds. The (hce whert the deposits exist , the red

beds must exist , conversely it is not true. In the seclion , a big uranic deposit

is generated only under or above the red beds. The relaaons behveen red beds

and rich deposil are also explored. The mineralization theory and the model

of uranic minr. ralizalinn in red beds limes are prn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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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国内外许多铀矿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在变铀矿，:.jfI'~~1i -.'，二的关系，红日

在蛐虞矿过程中每重要作吊.作者矗过广泛地被提问内外在关纽rz Jt铀矿{也可丽的各种资料

制研究成果，持对西北地区的红层厦蛐矿也进行了区或自耐.有二文根据昕究西北地质量展.

汪层厦区蜡蚀矿也基本特征所取得的，-~些认识. ;-t丙;It)也i吨的缸'二 "j铀戒矿的关系，夜芮苦的

内在联系?PEJ些探讨.

、区域地质发展简史

西北巫山西.内辈古〈以下简称西北七省.区〉地质量展摘ft以磨哩:北_f严.It地台的形

廉、隶属为主钱，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 培a*-.韭·齿'蝇.寝…{束古代-元古代〉

25亿年以前的主古代，由于地壳大~分比段蝉，捏在稳定的地块，7?遍处于活动状辛.

但在内'古的多伦.正篮靡一带在成一些迫自很小的孤立盹块-古陆核.在内蒙古地抽.EP

东南及小秦岭一带证职了最早的地楠型建造〈乌拉山麟.穰水群)• %5亿年左右的阜平运功

使最早悄地槽理沉职栩皱. J二障，并伴随太黑嗣质花岗 t'l侵入和变展作用、混合在他作用，

导致地壳壁向糟厚，根向上把几个孤立的古脏核联合在→起，奠定了华北地台的革鹿轮扉.

那时，白于自由寰的缺乏，1£没￥il~理反映氧化环挠的红日证机.早元古代，随着告石圆的

进一步冷却崩邸，昆在地块的不断扩大及iE功带阔的强照分异，出现了一系列巨大宽阔的海

槽. 19缸年左右的吕嚷运动，使海情证事l育!皱回退，结束了华北地台店底附强费l活动阶段，

形成了相叮娓酷的克拉通一华北地台.

吕盟运动后，华北地台进入了稳定盖启发育阶段，向选运动以核体丹降为主，沉事l钳二I:

j堕分布在北部报in互相南海It两l王的fll Ji: I'j证降带 I}i. ft:华~It地{，'U外!f~r· 大地;〈，巾/i: 8

时压被→些'I'(!:，隆也所分旧的地桶m功带所 8缸. ~I陪m木地tJ~. 伪fJ也快l' rtll卢 8ft汗地

分别从JlIJ 阪'~fiJ二分裂 HI来形成拙:;.的地快 .8.5亿4萨克右的汗'j' j亘古，使地附带前皱幢起，

梅成.-个两起Lk山.第!It水向在~f?袋 it水. !J~ 昆仑.格在!ri条曲~， lii. f时+)1辽阔的扬子1~lJli

地台，并与华~t 咆 tl连成.，你，形成lLk ((OJ}持 IH水-华.It地仇. n:J I'i .\'IIi\地 f1. 随着， Iiti l 闲

地台的彤戚，晚 ji:古代F刮目地势已较低于，证事!范 I闻人人;缩小;晚 Xl; Ifil~ 晚!"，华北地 fE14

部分上汗威胁，A;;楼去 i瓦，to

;但 171元 lit~fll 晚期. 1.11 于 iHl~辄浓度 j.;. 木增强，气候 it边干燥化，间 .It!甘J.~r二批 fl" 巾 }r

12?开始IU现。

(:) 亩..熄鱼饵.._It_凋嚣'睛a<古蛊代〉

'l~it~1因地ft经过萄寇的~H时sur苇元'I~jf~末的兴凯j豆功. Jtfl开始解体. fl仓.袋，?.

祁连.天山&兴蒙将再't1ll!.椭开始形成，大规模的海证阶段lf 贺lIB现，一吨山'地{l((.j残片在

现为隆起的岛幢III现在海楠巾，如1 ft'祁连隆起带. [，~仓II巾l院起带以政俗的地剿.~4~lt施以

" % '



开埠进入精台并列的发宵阶段.志留纪末的h里东运动使祁连巫址茹峙早古生代地帽系福

量、变质头上斗为根皱带，归1号于培理木-11 .lt炮台，丽帽雏系以南仍处于地情活动带.晓

古生代中h11~i li:J:每两 i豆功，使西Jt大海 $r 1也tft~渐~:';~民发展历史而转化为宿皱帘.如天

山、:It山梅阔的皱带、兴主泣-stz 梅内.帘皱帝、 14仓梅阔的雏带吁，.导致古中I词地台与古内1白

刷亚地台、古欧河i炮台连接，形成t在国到一klf-f&li欧亚 j.: 5，t;， jf: ~~ ·t·二 U昆仑-)~岭先1 界H:l髦{

.南海jth:~ W i自 1\ ;1;:.f1F.泣，(''fi.

ci.'tr飞 E产哼j证以;~i~j 的苦~j: 巳 :9i'i~. lill在均在Ui 瞌 ;i;'I'hi~jddij !，是 l lJ fill ~正池中 ii( 't:~:i 阳红

色部属 ~:j二火 [II t'}.

(三} 罐齿量it. 遭矗'撞(中'量It)

叶J!l.:.氏平时. ;i l{ i~.lt;:J;坟+ J~ f..Ii 状.~， (, ~in ，~:;.彼此副凶的内民Ii 盆地， rl. i司两位l证 't

为 i:，而在条曲7-M.仓 rJ. tl1 if.;!! I\'l l·{. 费il(T~发Ii n L~ ;''(!(.j 浊民币.垣jIl~ Ii沉事t. 二叠f妃己ι;牛t~卡..呻，

r伦(:.Ii尽向F白J白印I 支i运二 J功在佳地惰lμ〈曾而·i ~披吱. 降占屈~. J班形t后即2匀1戚嗓 A祟吕岭 • t!怯，咛;浦-寸iH拮Y 反 二注i江r.t印II 立巨副;雏.;盯;古i. Ii:佳'萨而. 严

，比在It-H'. tli 升'!(白-鄙，It I'.li (~!.~，j 邸， III j'~i-1t 主异」转 .1.; :J二r1Ii分野.号{此 曹雪个同-It咆i i.F.t!

惋小部分外，巳全;'$成陆. J坠入 I 地白发"'j;η斯阶段.

印支运动 I， -i. 'I: tt4 r\h·U(.J~':~i岗位， J=.叹~:·~U~~ γ i"i' 内在城制刊提斯_~'{. l~扭If.钩革崎

强烈活动约在响， 1~.l V表现出所JJ:: j三 QJ 歧古 ι:lh 在电Lfi 两 '.:t!j: ..I~i... 山}: )(1', j乎扳J~从盹叠

世iI"始向亚洲J~r~i~灰尘俯冲刷!尔拉木:1'- i 乎 ffi;哥说 j二亚洲 J， F.1i ;三 iJ:·!，使 *1!it 1J~$发生 I 现在:

li )';'(~J构革与1·桨 iS功.ll!燕lllj兰主11. 阀，It地以尔jctZ'其~fJ瑞在现自强烈的地..J:;j!i J~~ 称l火山山

坊，在一些小;~盆地I/~ ilL 积I" ，1.;. ~ii火 I Il 'ii .fU红包剖iN; III '.il(i. 内.高; f" J.:.地 1.( '(.;JCJt 作!!I i:堕

友 'UI:内民 ij蛐沾盆地 l气. 1!1 .I,', !引向i. 湖泊机i煤草地川成灰也 r.t~逐渐 :II~ l现 !91i司湖 til rs. 己 ~'l 在 i玉

被.进入新 'I: 比以川. ~;I T·rll 哎 j.;. Falili唱，比如，侈， 13BIB- 欧 _iF. J.:剧而 i帕，使 .It~!f 民断地t:'I以 f;-i }t

~~!.Il·· 曾i雏 lIt (II. 形成立;"， -'~担 ft扫盲E册. J主成闷.Il'， J也 1·<，地 'r t; 的:!l .j; is化，较'I" 形成的嗣'it

Iii J:.I飞 ttl雏系贝Ila'l:.强烈的断块隆起 ， J~; 成~ ~J. ;.'i (II * ~ Jl ;. II:刷刷的III 前. III 间捕阮忠带

形成Er·;::-~Jrr.已I1Hlt:(.i堆 tH. 网.I巳地l{ii:J 生~ i'币注fll 阪大盹l;lJ;!t报挤 ~J，;. i巳i'l'阪tk俯冲Ilj ,iJ{

:磕吕响，在 l咙1" 1 :如1年曰:纪问蹄til'刹悦之 ri :l豆'\:，强烈断 iU!'? ':以吗 t~ii-l' ，阳 :(fnl (i~岳阳H~断

扩张. lll l.主 I~ 民ii f在巧::';'Ll t 推移，促使在.l ~t;t雅石磨r !ij 斤，成J.J l~l: 界以，:':j 峙. Jf:fl史俨.It~l{((.!

L~ (;;.夭ill. i[:在 III 可;再度~19IVI~JI'. 造成现 I; ，'j:j 地PI!节吨.

二.四北地史上的 f'[h~ 期

f r: r..·~ ~!!:地~II员 j'li[ {己;~ f\~. '! r (;~J轩 th' 白，但各种.，，:!~ J再!'~，f ，';:j1t';巧. 'L; H J~ I ~ j,x{; i2, til j:~ 斗 M

'L:; (0吃民氓'~ (;:! ;it~~乎!. ,''j'f.-: II: iI:而成 fi去 I{ 旦出 J'二I!f.i岳 ::]j !i'J :J; ,;/] !i, ;}I! i: ， it: 同在 .iLl 才~ f(.J ,vitlJ

mz间的 il ifiJ. ll·t :!i! •

1111呵，比仁衍 (j.{) 地!比前HtJJj 虫 III 川行!口，地'1~ I'. ~，t 州 .It~l，;响较大i1 :j tfll~ j!l !JJ Jj 1:1 条民

tJJ. ~~'于画 IiiJ. 兴凯 j豆 J~J. iJfi II!!I; j~IJJ. 协j州 j马 IJj 反始 1 1I -~'{'lllj乓 dJ ， 根据!;r.lU' :i的边 i二冉的

只玩 ， tli (i!.( ,'.; rr.川的发而成分们的况， f呵.rOtl，吧 f·.FJr;!:现的rr:J....U:·哇 II) 圳分 10) 6个红川 lpi

{吐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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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磊

.1 .~.. t.......
e i 时限 II. 主t!息后

司II .缸~ III 1"-"00

E '宁缸G! III 1400-剧"

m ~3{.-.重拿掏缸臣" τ20-510

IV .量s:鑫-II霎橱缸rilll clo-no

v '自拿-.支匍缸li!1II r.O-1OO

VI S山-蓦由缸臣" 1.-%

(-) "缸.. (I)

Pt. (.t，剧- ....d1

Pt:J-Pta咽 fn!

Ptaz-E.

S.-Da

P.-T.

Ja-I-也

此鹏是20亿竿左右量生的申条《或吕察〉运动主事以后产生的.玩职环墙为-Fil:古界主

体部分帽雏上匾所形成的山荫和山间盆地以及中元古代早期海注形成的陆缘埠海环境.纽旦

分布比辑局限，主理2t宵在山西五台山.巾条山.吕慢山展太行山呼地区，在甘肃华平反;!t

裙连朱龙关词两倒也有零星出露，主斐由于元古界上海筑中元古界挺拔草地区组成，如五台

埠医蝇"家寨重酵厦肖于庄组z 中条山地区的担山石醉，两i手词醉耻云梦山组z 吕囔山地区

的配高山trJll噩山砂在z 末行山地区的常州jlJ组-田二flh组呼• ~~j嚣地区可下延到下元I旨w.

申嚣，如甘南河野.成为西北罐史上鼠早的红层.

旗舰纽后，下j); J;lJ{lli石酵为;\;襄，为一套陆栩环段下雄It的红色居住石盟章，模南变

化较大，呼应从0-463m~不在. J二-f$以太行山地区的民域革红且为例，为红色E杂色滨海-i~

海ftl砰周居建矗厦碳酣故噩革.巾，已古F薄的大古石组I. 两if词都员朱危关鲜均为巨厚的海

相火山右系夹红色碎屑~沉事1. 均1时的占气候以干热沟主.

c=) .中缸.. (II)

形成于自·宁旋[r'I:tJ中则， ff!要 1日在'在北地of; Jr3成1巾if.J边缘海盆巾. rflrjljl: l'i 界嗣贝 ;jt f{1
上Jl:古界青 (In 系底嚣的部分地2组成.分布较零散，主费身~ rll !I: 华.It地ff 马~f'面反 IH;币，组l

III两五 fl地区的雾远山省 I. 民Jf.山忽 I; 巾条地区的巨 li~:坪勿l. ，ltJ..: 尖组(hf. :裁'在纠 I; II、{?岭

, -带il:n:' ， h再细l~f .此外，地台耐缭rll 祁连地l，z itJ托*南山群.多 .fiiYi 句:桥也J:J r l:J/.

班朋虹FA.tl;部以巾条山的副县革为t~在，剧演海〈芮溯)-1是海桐i红包碎MZJ远远.1可;i;地

l泛的托芳:南山群[II滨悔柄It[色碎肘Zt建造反i且海柿l麟盹r.~u选勿(，R.. Iii气候 ~'J ;晶吨为niL

(三}爽'事.-.a事'缸.. (III)

产位于-.'.rll~.q电台逐渐开拍解体前!刀，地')cFJI总体".月·逐渐转J:J~草帽\:i净 ， -J.;，规惯 :'I(j;每

日开始的现的切朋. 1I1 震n妃及早rl· 寒武世地!J纠1I&.. I~'费分功ihh内i .啤附属l陕甘宁t.r.. t续

分旺，在阴山.大巴山.和iJff·巳煌厦欧龙布鲁克呼地也Ij少监III露.

~J!纪红T1:主理~商在古地台的边缘，如罗阁制和南池制， J-J11.i令气候条作γ的大陆冰

川1-情梅冰水沉矶的冰蛐红阻.n仅t:l-57m，侨'It;f.:地\.{而j苏 ~i特有1找点纠l 为一{~红色i'i飞

梅·鸪掏栩陆Ii部师告姐边， 't250m.

. .. '



中-"'F寒武镜为Q定陆撵厦障'搞民坝，下篝辛量组、吕平组以最红色含属砂击.白云古

等h二i;. 从:在头组到中就悻庄组苦矗袁窝紫红色页击.有时见食盐恒品，属于是气候下的植

面在I Jt'!.

(.) .噩章章-遭..A.. (IV)
让两itf宅史上-;欠亟莹的~[!，:II;! .主安在自主平 8~i= f飞If.撞击的山荫去山间盆地向以及

幢古生{飞地帽的边缘. Lli IiI 七牛;白茫反芷盆系组成，同 JZ尾Lc{ ..f延续氛下石应统《如草理本

的柯坪巴楚地 l() Ii二安分钱if部在.昆仑彻悟It!.本3个边区区内，其它地区分布零星.

t草鹏江L:口，it施连撞旺袁肖舷金，具代表性.ql丰前去te~!为向山酵为擅自单相盹IU事眉苦

靶眩'是盐建造. ~，j摇晃火山在=kiA;在1统早峡醉为一套巨厚if.;红色衅屑毡，属离陆支互相玩

事1. 中于理盆镜雪山霄lL:.l红色-~色哥2. 砂~i J.;l二，国llJ篝把红色酶拉石建盖z 上震盆统

沙~.i£水.，为典型的任色-辈色祠翩栩碎屑右证It 真它地l正在陆堕水.昆仑山K旦在路相红

巨{奇白担1牛肆}外.均为it海相!l事陆交互相虹色碎屑Et初醒目E盐证事1. 旗舰虹，旦形成时

的古气候为全球性典~i(.J于早气候.'l:tt ~ ，j相建造azt;1;较但最.

《革) .画来-"章'缸&. (V)

t衰赔l主[!L~在 ~tTIH司大地钩造幅M友生剧烈变化时期，即回Jt:k嚣分搜捕转化为嗣雏带，

中 lk1Jt市主全成~~时WI. 8气候也at温 tal逗斯特向干燥.主费rI~二矗妃及早中二三叠世地二i组

成.西路X:IIH5~噶缸·带友商f~早，先声pi追溯词中晚石提世=东草地区在商毡'量.~，j嚣地

段可延续到盹三矗世底摆{如嗣川姐).这 P!能与海四届皱带at西向东主展布关.

该如i红~.J{I:量个阔.It均手f{~同程度的分~.东部地区以幌甘宁盆地和山西跑(;..{为民运，

从土工叠统七l.i盒子知l…'直到晚二矗世平闸的嗣川组，均以内陆词商相红色辩时古建造为主，

，;.数百:T.千余米. '11 部龙应-.It拓连地区，从大黄向醉(PI) .富向醉 (P，)到四大询'事

(T 1_.) 金为LII踵-词湖把红0.it-肘Zf建革.四耳反1.11-准噶尔…带，从巾上石景:绕到F 兰叠

统为梅陆交互相·陆阳红色火IhV，火山院时12屁碎屑ZJ建造.n哩政Yf相变化较显著.监仓

-寨岭--'i'trJ南，该红r&~ 19!J~费以i是海制或梅陆交互相红包戳'要结反坦页U越选为::J:火，火 III

醉肘衍，睛地桐用.沉~t. 当时的 .Ii气候以典型干热气候为主.

{六〉 矗由-a由缸.. (IV)

这!二刑.it地以地史 Lili.币;切的一斗j;f i: U Itll. 形成 rl'~.lt地Il~~i'耳成"以 'ii 的地ft 活化，

改革i阶段，地质1t~!但杂多样. : i:·~要 [II 上保罗统 • (1."I~ 系晨~::.革组成，川昂地I.{可推前虽;

中保罗统或上延到布:四系.

i主 IV:红JI~迪亚把个刑.It跑I{ ，'，': lui状分布，几乎全 ia;是民I; 相 tJ: 'I~. 以 lit髓-剖浏阳红包

来包醇阳启跑选为.t ， ~，ji$ J:1 1if坦ZJ越边.~干燥-半干煤气候条件"F i(.J/"':物.在兴安岭.

内荒草原. ~J lI l 分 1，(反 III 网.It ;~ J:1 I'i耐火山喷发Zf柄!先红包词调极l碎肘妇建造 • t是梅-南湖

相tI 也-杂包细衅，肘 ZJ. 碳醺占ii央1f据17越血仅itl现在嗣 XII.J.珩!Il木盆地网 i何维.&M 仓山

的公棉尔 III 叮; "，j 昂地段.

值得11:)串的 iMEi'袁红JAJVI内，工作i足.Itil郁的兴主岭.内草草原.阴山分l〈的上保罗统如l

"F I'J ，.扰，以 JJ.副部费j!.i水缸地边缘.嗜喇趾仓地1.0(的 F班工最渐新缉-上第三系却出现一

• 5 •



·盒躁-j(里色含量踵矗晨2匠、灰雏色古撞撞矗.在与?骂时由古气候 iF岳武畏有关.

'且现西北地史上的·次缸~JII.. 可flJJ出如下几li认识 z

I.西革鲤区是囊国tt层分布最广..t宵时间最 t主.. ~喧‘H~" 形虞l~应量复杂约旦也旺

因此.是研究组E虞虹层与蛐咸矿关毒品QJf嚣的地区.

!.西草地史上矗早的江层澎咸于平元古代申幢嗣.主霎分商在山爵的几个古老山再.菌

'罐史画缸，组层的重育程度AI豪瞌峙.. ..矗草回也兽:素M欠，到巾巅~fo~. 江区几乎矗

布噩个西;t地区.

3.每隔缸层篝具有跨楠矗篮目前特点，形咸于主二妻矗山运动的支昏时嗣.. _r~ 嗣红Jl(I

III) 分~零星，主要分布于工作区的东事z 罩"嗣虹区带极分缸桂明显=囔院主E EE <V
VI) It!画串丧命布为鸦雀.

4.四草地区在层的者相.证ft.量具膏多摔在.总的函"是I-111M江后l:l il画-提海捆

碎属击.噩瞌盐噩矗为主.届.为海相夫山岩及陆相寞'担石重量z 事IY"，红后ru‘睡过擅

捆舅舅黯.戳-=盐厦火山峦踵矗为特征; V" YIM红12fl内陆祠南相红色掠ffti夹膏军击擅

矗为突出标志.

5.西北缸层形咸的古气候条件. I" IV.. V 、 VI 期刊1二U子手爽集气候 h 主，事II鹏在

居以窟'县为特征，面第 III跚缸肘 1平闸为寒冷气候. .量顺矗斋转为子集飞展.. -iiI (.(布 :11. 陆制

i1'2对于禀气酶的矗摊性 -I-分明 EE.

兰、红层与铺成矿的关系

(-) 缸'与铀矿位曲时童'事羹霹

所谓ir.rA与铀矿化的时空夭辜，黯的足，铀矿陈在形成时间!:13酣 i丘 f[i~~ }吕现时间ttl 吨，

具同时性: N.空间纱布!二:珉t:i:;n~(盆}酣近，具阳作竹:; /I:矿也完唱反~.l.{J.具有击遍性.

通内外的研究成1晨在刷. rUklHt.矿也之间U lt:萄需切f(.JlI.J' '.;.: J~ 革.她l世界 -l二费 f蛐i吗

]jl 'j\大. ~良 J..:. 和1\.眨赋ur A: IIi- _1.1. Ji:. .... (飞 E 变质盯 Illl(.J.{. ~贸合而i"良辙矿床. Jt ;..成 ""'R忖\":，'1;纠 i

18--1' ι句~. "}珊'寻味}地 Itl} i:. 8 鄂 i~ r理应 (17-19ι{f·) 寝i晓波尔 Jj 璋在( i幅8 圭 13M.)

眠 til iT. J~~形成时代·政.欧洲 ((.J i'..~'~响铀矿，已知II.茬 ft :r.龄;1:1 220-232 Ma.l~ 吨地P-T妃陆

报1虹J2 l: 'fiJ8I吻合. i}:阔的 1£向 ~li~ 协矿成。I" {1:.M240 -2iOM. , til 吨 fP妃萨克在阶fr;二，冗

矶时期.. JH~ ((.j t!.;';哦铀矿 I耘的 I~成矿 191 :且/II; I~附近仅 f...i:&: ((时间街 i 唱I. 非洲的加莲 。兰 il

尔也有史似的特征.周维勋 (f.J ilf究成现在 IPJ - -it p;l缸白地 1，(花 i~'l} 咽，愧矿 IU民桂元11; 明挝l矿

与生J.盆fHI:时'证天在. _I~ f[能自先 '(.J {j .革列隙'I;.~ .乎民t'l-:吼，异地~lffι. 陈棉lfjt"京

通过对华南地~..((('J隔况，跟:n .华而l{战蚀矿ft' :i (I f:-司;二妃虹f/街l斯战向远U/I::rt在; ~JJ ;-~J

时空荒草. .1矿化与"喂-币 1妃红盆霞帘flUI:. fl·化''1'龄 -'i 'll 'I:ft晚 Iql~li 伺1fT出的~'t:.1l

属归属蓓"Ii曹大体七同步的j由民关系If\ 陈-a~也明确m:1! -铀成矿罚:1fl;~在 'I:在造山运 J布

末则， til张阶段在j ill(f1:.启蒙熄灭时则，在空间i二与技张圳的现陷构选产物-麟院组盆霸需伴'1:

U~2) .. IS I• -'fil ii!均:那 'II'L代火，lin 明锦矿网;但把fill L .胆均如近K-E断陷n盆，成矿

II·占阳iL l二与该k(K-E断陷打.篇 ((.J~'I:.. 2t:税时间~!啕命'1·1. 另据 E爽鹿gfft 的~U·Hf岗盯咂

锦矿U; f'(.J分亮在(挠。;， 1，也 'ff 以n 'Ii li80~ ~JU(111l. IV费铀矿床. ~ I f YJ. #. {f- N.If lI·t
• Ii •



重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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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 ..........童.....
aA ....

a.

-
III ...__....

' " " m ..
• 舍 ' 佳.(A 罐罐'童安佬' .筐..囊«. 亨'拿…<.

‘'晨F£.. .......) (..苟c.) 4量石ft...) .矿‘金.)

与..缸鑫棠. &
美

& ~ 布-定.. II.美....甸

(.主A87Ieit)

两血七宵《民〉到目前为止提交!!:章-~个蛐矿阵厦 J批主要蛐矿点.矿ft~盔，翼翼型菁

砂吕堕(包摇鱼"煤咂) • .硅~岩咂.在芮杏型.火山~咽蓝蝇吏代理事S种z 空间分布..t:.

主要集中在黯理本-华;It)也fi f(.J南..Iti'1i侧，话'~i陆边缘晨帽台过檀带分布;!l矿时间上虽]A

F古生代莞嚣阴纪均霄，伊.比较集中:1{现在古生代的事田纪-混盆纪.二叠妃蓝中霸生饨的

蝇鳞，世-罪. .妃.n以巾'而~fl;;为-i.: ，绝大~Ic:铀矿床具多朋虞矿的特点.备案蛐矿也不谁

是空间分布正是成矿时代均与同Ji:地吏上不同时期震宵的陆捆在53带着十勿蕾切的对应芙

票，几乎所有铀矿床的主成矿III.毡无例外地发生在，不同虹12191内(寰。'主要与I. IV.
v. V1411陆相红M密切相关.握切步统计. 2t~E在革E红时期内的约占U~. 第IV幻:居用内的

占...，第V红日期内的占"在右，庭生在串VI缸层期内的铀矿床凸 11个铀矿床的14" J 而『

在以海相虹U为主的II. III 两虹时则内，?民今尚未提现偏矿床或较好的矿点.

岳阳虹td与铀矿化的关京大量如1 F:
币....缸. (I) ......但嗣捷'

Y王旗舰红IA "tr呆的铀矿也仅在盯在山阴巾条山，反五台山地区，以产于老变顶宙中的铀矿

化为主. .1巾条»，~的405矿胀. 65~矿点z 五台山地t{的妒慢il~201矿化点a.-f庄22.矿优点

非.

405晨650矿点产于下元古界巾条鄙笛子询姐富蛐沉，!建造中，金矿主省时代为20亿华左

古.搞上不曾it回革~山右"陆相缸包'撞石建造，时代J8.4-J8亿..铀矿化且在的J 10个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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噎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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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 I c: o",,_

".1田::圃'
2翼.. I 圃.-

..........-..... .._...........………..
品属铀矿的 -i'£ 先19:式处 P;l. 年龄;与 18 :14.4Ma (黯向$协: 51‘铀矿物的 Z"Pb/ U4Pb_ U7Pb

/SUPb芹di·f 汽年龄 UiJ-J 1814 主:I .4Ma (J.tl m~A民) 0铀成矿年龄 'd把 Lilli 酵 rrr~形成时 inliE

tf町 fr ，与;:r:rl r~ ~U·!\. 护 t! ~;'~;:!a I ({. H:点 I j'll ~抬地l{'li k放宽似的特fL 钳I矿化1\，_ ~ 17.4 ....

18亿年， Yd 现在瑞亚肝 to.; 形咙JI.t fuJ 刷叮

2..字'缸. (II) 嚣..束-.a...缸. (III) 与铀矿化"暴露

如l前所逸，司m I~! tOol: 1:..~址fI=. iW.1.~飞快条件 F形成的出 -i~刷刷 t i: J..~: ~dlll~1 t.!: I": II"~

m为事均占飞快品作 'F形成的冰晴:tt ~.r~ ， 们 '";iJ-j于热气帧条件 F形成的情梅刷 ft色页 1fz 乡!

目前为止，叫:1:地 f，((r: i安2 iVl rr:'~; 内正 A.: '"J\1.重坚 i(.l~rf 化晨! :i i主2个红"~ 1~lttlM 肉的铀矿 ft

·8·



年龄植-

s....事事-...-. (Y) 与....a.囊'
与矗踊虹J2tJ关嗣幢矿缸主妻分4旨在柯西走摩西.t同侧的龙首山租Jt部连'也区.矿缸盎

堕目蝇变代塾被砸恤矿缸为主.英~是幅画白白在型，主妻矿摩宵四仇 78._ 12..217霉，

英申龙首山地区的几个矿库奥有一辜的ftlU生.

龙盲山是西寞'也日重要的蛐属矿啻之一. T"feTI.;;'舆代表性的植矿库.植矿缸直篝产

于由事ae古垂董匾毡赢壁画s量'事'庭的臣地-孚匾跑量结在自古体内的副主民体审.墨目

惊童年龄翻定，矗费蛐矿摩宿2武藏矿酬，早期虞矿年龄4"-3"施. U-P问时最年龄为

J.恤z 晓阳革矿年龄为晴叫 "f恤..，时年龄"恤; %~虚矿用量好与医峰上陆回缸吕立

商用主金啕:i (衰。.早跚矿缸与革盆纪红层'在咸阳一政.为五.矿幌.囔跚威矿年龄与

自蔓缸:tt'lJl:商跚相当.为叠ilia矗B.富矿体时用.空间上也与上矗tt层捆停.

.鑫….....11筐.....

..If.... i 矿~n"'tt. 11·1 却相.... I .a缸里..，It. Ita

‘ 2UiUI! I .....厦唱lftAW I ~3帽'时 I (i)军盆. (D). (410-J2的为山S呻lJii

W魔 lω i 辅鹏 jm她篝8. ..8. "fl.
4酬，刚 l 俑..-430 I ~阳-100'-' I ~翩们It.) • t:1II..向 .ω-

精. II楠'蜘til.....~aD. 阳·

"自刷刷 M翩翩。.) ! 仙5O-1.j I (j)捕时也

矿~ I .幅 ! ( 410-nc I @主Ji矿跚:s，-o肉峰山饲盆尴缸ll~巳J (案
I Ill1Q t :::-1';'00 ~ I

4黯) I '''''' i ⑨阳 I ih!1U陆阳"鹏 (210-325)

己益遮脯. Js剑纱帽'剧组.0.-

虹石泉饰品白白布，噎铀矿床。们〉是西J:月烹间内 J种蟹畴'摩的工业铀矿也费型，寞的

认为它也是与fr.'~2ttf贿密切相关的事(1c蝇矿作闸的，"':物. 17.....11亿年的中暴运动fl20ι年

前证事! :i白宫抽 IAI'但-危芮111醉在'l:靠政矗作用，形成混合n Itfli品白白右 (r2>.同时使舆巾

的恤ESJ次iii缸，形成以描鹏铀矿为主的佳品位面伏/f!: 'Ii J{'t~蛐璋矗，成矿年龄 1750-1181

M.. h蛐的预审整阶段. ~目咂东末-海西初，~内t" i，z ZHiSs-D山间盆地to二，占气候也变

饵界帘子早爽鹅，健在锹跑质体中的蛐大蝇幢 is他转事， TF在街刺部位形成以铺-幢缸物.锦

-*t庭，.形式 HI现的脉状.似日找工:+:铀矿体-~Il "J'!. 沥青铀矿年龄 314- 410M.. 与 l至域

.I:Ss-Ca陆刷红J"，~形成时代 -fl (袭。，而且富矿体 :i~嚼蜡 til在挥高2327-224τml，2佳的次

世商量带 J~. • ~I. 'I'; -( ;p.披靡旷的特征.工业矿体形成I，i 又何i圭再叠适时闸，矿网二'11150Ma 内

铀矿化年龄f.'in与该区沙.词醉。s) 陆相缸后 (140- 160M.) 形成时代吻合.

与司~IV悔!抗日有1::.的蛐矿化在此部连 (621矿*> -肇.It撑( 114i"点) }j，昆仑草地也有

a~J·; ，刚'#.~理mH. tHi(蜻性成旷的特征.翼'ι跑(·Ct 费沟梅tI，江，，，!~. -1;发现有阜义灼铀矿

化.

4....-..寞.... (Y) 粤铀矿侃'提'

与模虹应用有关的铀矿也最典哨的是准噶尔盆跑周酶的一篇列畹古生t~火山省型蛐矿

., .



床、矿」点，如520矿床、 504矿床、七月工l豆、十月工 l豆.阿克秩白、小红山等矿点z 英武是

北平()连地区发古的碱交代型铀矿也(如62~ 、 622) .在该江r.g j91 V才明显发生成矿作用的叠

加.

520火山省型铀矿床，产于西准噶尔舌米斯坦成矿带内的下石炭统陪性火山u中，铀矿化

明显受构造控制，分布在区域性北东和东西r， 'J 2组断裂的夹持那位，矿体直接产在次火山右

体的内外接触带上.矿床铀成矿年龄238Ma. 正好与该i丘Pz-T 1陆相红后发育时间相吻合.

该吏铀矿床在四准噶:'f地区乃至苏联的中亚地区及西欧等地均有分布，成矿年龄几乎都在230

~260Ma之间，与区域性二叠纪内陆红盆(层〉友育时期完全一致.

以621·矿床为代表的北祁连冷龙怜地区t泛发育的碱交代型铀矿化，尽管巳们产于不同构

造部位，不同时代的不同岩性中，但控制因素.矿化过程及成矿年龄几乎完全一致.如都严格

~构造控制，都产于碱交代体内，成矿~龄大体有4姐，而且均与读区陆相红层皮育~V]相对应

(袭的.

囊'龙"选目'龙哈地区铀矿也与缸鹰Jt&缉.筒"

叫..·1 矿化圈费时代础位| 咸阳 Ma I 附近红后及时代 Ma

821矿床 Sl~缘8.司ftt砂指 1. 4ω-350 1.0 (400-320) 山1:-河流徊.红色il>柑.砂砾挡

622矿Ii. DI_.紫红色块棋砾岩 2. 252-256 2.P.yc (窑掏部265-240) 河湖橱.红色僻屑岩

3U矿点 Da萦红色细砂岩 3. 170周 177 3.1 (140-18防卫在区缺失，遭受到蚀 lit期

102:矿点 O~~爆色火山在 4. 90- 91 4.K (70-140) 陆榴红层

6.篝山-w由跚缸醒与铀矿化崎提藕

燕山-喜山朋江层是西北七省(区)地史上在育趾晚、分布拉广.影响坛大的一路I红fi ，

也是区内撮重要的铀成矿别，据统计，工作区内几于·所有的砂也型(包括合铀煤型).但右·

型.醋硅泥岩型反蒸监岩型铀矿床.矿点全~育在那VI幻，层邦I; 西北地区的花岗岩型热j夜铀

矿床的成矿年龄也与读红层期形成时间一致1 此外主成矿朋友生在其它组ii·期内的各类铀矿

床，在此红层期内均有后朋改选.叠加富集作用的提生(在5. 6 , •

(I) 卢于中新生代陆相盆地中的砂指望H~l矿床(包括含铀煤型) .空间上均产于红但

建造中，有的在红层之上，有的在红居之下，再些则直接j''1:于江层之间或红日内附情也来~tf

申 z 时间上邦集~P在5--30Ma间，个别矿床的成矿年龄为16Ma，相当于白置-第二纪陆和I ~[

民应育期.此类矿化在新疆的古生代m皱带上应-M (f.J~tl新生代山间桐'山前盆地\JHr布较广，

具有--寇的代表性，如伊宁盆地，内的几个大中型砂右铀矿床(512. 511) JJ.含铀煤型铀矿床

(509 , 510) ，含矿主若为中F保罗统，成旷年龄5.1......7Ma， l~ 盆内上新世 (Nt) 红 J~~ 形

成时代一豆豆.铀矿化的形成与煤居之上的长石在!JL' 在上新世友'l~ M 红包化.. J'i.按棉I~庭，

(2) 四北地隘的碳耻把.!ifJ铀矿也可以南杂岭四段的几个铀f!r* (如 510 ， 512. 7701

等)为代表，铀矿他的形成都经历了沉积成右.变质上隆. Jti生改造反在生淋施 ';1: 几个 t·~~

时期， 但主成矿}郑期￥饲j都贵生古也二 130......45Ma凯， 怡好:是是足足;区内白:亚J旺'ii-如

(3吵) I旺丘内f.J花向省型热 i浓夜铀矿床集巾分 4布j{J缸:北井必;岭b加加l口JI旦I电旦丑东:神褂j 斗皱皱9皮~ {柑i甘?内， 如4ω01 • 201门i 、

904 ~ 7刊6们14. 7902 ~ 130等矿床• j豆类矿床均具有红启JUJ成矿的特征.各矿床lf.H副v 且有若有

新， {1成矿年龄我相似，集中在白壁画骂:三妃~i伴一个较短暂的地质时期内(我7) ，成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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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本区 HI现明显扩张作m及干热气候条件下的陆相江启发育J~J相当.在空间分1ii上.多与

缸色断陷盆地共lf. 如4~1矿因就处于小秦岭-榨水隆起带与西面第三纪红盆的过擅部位上，

距组;盆数百米，部分矿体就产于红后下拔的花岗岩中; 2011矿床距红盆也仅2km; 1614丘

7!.02矿床附近也均发育有第三纪红巨:0 这种窗切的时空关系，反映出铀的话化、转移、成矿

均友生在中生代末期读l互红层发育时期..7 北...花岗"噩铀矿靡..囔矿...跚量缸息.览.

矿床~.相代号 矿化回费及年It (Ma) 成矿年It (Ma) 附近红层

401矿回 y~-a (147) 98-96; 12; 1 Kl N

2011矿床 γ; (428) 0 105-13::夺时竿'导 129 :1: 1 Kl E-N

侃"矿床 y~ (203) 0 锦-85 Kl

7614矿床 γ~ (195) 28-%7 E-N

7ωZ矿床 γ~ (114-2Z7; E-N

730矿床 Y3 (539)OAac 153-112 K1

·司'时处理年It

(4) rd".内其官类型铀矿化女nv.大红山矿床为代表的J~~1'f目(民矿年龄137Ma) I 以脑

木根矿点为代表的燕京岩哩!以及小奈岭地区的瞬锹型(邻[，i181矿床成矿年的130Ma左右).

A荤东南部JJ. 冀;It地区的火山岩硝(邻民46c ，t床主席矿'年龄56Ma及23.7Ma) 等.尽管它们

得自所产用祀的时代不同，{目主成矿!VI };fJ都与附近燕山-白山朋陆阳红居LL育时间一聋.

(二) 缸属(期)在植鹰矿过程中的作用

1.铀矿化与缸'立阔存在'切时量提嚣的'圄

通过研究，辑们友现形rJX虹居及铀矿化的构造条件几乎元全相同，两者都注生在区域性

造山运动末期!!:现的拉张.械压时WJFff形成的断陷构造之中，或者说都形成于以挤压为主的

选山运动之旧的地裂运动提自时期，由于造山运动fj~增加大陆的民i度，相对来说，海平面就

降低，这就必然会路响到区域性气候的变化，由fi每 j手面，jH的减少，低j每平面提态就意味着

比较低的燕应积和II海水坠，从区域上Ii-就可选咸阳i上干燥环班f·I.因此，再次世h运动之后，

就必然会IH现-次丰I\!"泛的区域性生!J，，{0 经过大的边山运动川. rJI'fi也壳ι升，些新的物质

(如富铀hf体) "悼会暴露子地茬，接受凤化剥蚀作用.);)戊矿捉供充足的物;贯来说;.因此，

工业铀矿床也ttJ止形成在每次造山运功之后.由此可以Thil ， fVZ与铀矿ft实际七.~造山追

功所~l'.'"ff('J一 ;q "双胞胎"

2.缸圈在锢凰矿申所但酶悻用

众所周知，各类铀矿床的形成都离不开铀i据L 铀的iE也. ，王移以此铀的i冗出富集边3 个

主理条件.铀出1元成矿的物回基础，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证实，不i~}止

外生铀矿床还;Ii!:IJ..J{E铀矿床，它们的铀阴郁直接来自地壳混日〈戎海部)，分布拉广，具有

克拉克值或到~'6 铀量的所有省石，:lIl!.壳中分散的铀经i~化.迁移以反重新富集便可形成铀矿

床.但是，由于地壳中分散的铀本来足以稳寇的4价铀伏态存在的，要使它从各类岩石中活

化.迁移出来，最主要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游离氧存在，还男布合适的介屑一一水，并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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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干热的气候条件下，含氧水从克拉克值战度的Zf 石中淋跑蚀，并藻发培浓，变成含铀水，

使含氧水成十惰的富集铀，才能为铀矿瓦的形成提供足够的铀诅，而这些条件恰恰与形成区

蜻性红巨fJ条件完全一致.形成区域性红层所特有的古气候条件，物理化学条件及古水文地

质条件，不仅能为铀的it化、迁移提供品理想的地球比学环境.而且有利于含锁店浪的"浓

缩~ • });1之由于当时降雨量六大小于蒸发茧，植被不革之育，土壤中有机物数量极少，还原剂数

量有限，使得活化的铀不致于大量被地表侄执搬运迁入海件或造成过于分散，而是往F渗睡.

此外，在红层发育的地区，由于氧化还原交替作用比较强烈，地表氧化带在自较深，地

下氧化还原过在带友宵较充分，毒幅较大，这不仅有利于自浓度的合铀蓓植在较深路运移，

而且能为铀的证症、富集造就极有利的地it环植根场所，促使主要工业铀矿化部赋存在距地

表不太嚣的氧化-还原过擅部位上.

由此可以君出，红层的形成、友育时期也正是铀从地壳富铀地质体中开始活化、迁移.

并在氧化-还原过植部位再次沉淀.富集成矿的时期，即铀的主要成矿作用都2t生在区域幻.

层发育期.

在探讨红层对铀成矿作用时，在们还注应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红层形成时-般堆织速度

都比较快，因此，碎屑物不可能被彻底氧化，除表层外冥中很大一部分铀仍然以U4 '形式随

醉屑颗植一起被带到红层之中，如果物源区古石的铀含量较高，那么，由它形成的红层的锦

丰度肯足也比较高，在成岩以后.随着氧化作用的名断进行或在后生红色化过程中，岩石中

的U4+能不断i舌伊，转移，并在附近的浅色还原层叩可以富集成矿或在原有矿化的基础上造成

叠加富集作用.所以，有些红层本身就是较好的矿源层，能为成矿直接提供铀源. ~I对西北

地区许多中新生代盆地内发育的长石砂吉红层的研究r II表明，它们是盆内砂右型铀矿床形成

的主要错源.象苏克-苏克矿床.团S矿床以及伊宁盆地内的几个铀矿床的铀鄙都来自台布'原

上覆的长石砂岩红层.

另外，红层的保留程度还能且按反映某一地区保矿条件的好坏，红层的存在本身就标志

着区域上遭受的后期剥蚀程度适度，有关的矿化保存和揭露条件较好一矿体还可能没有遭受

彻底~1破坏，同时也没有被矿后各地质时期巨厚的沉积物所深埋He1.

综上所述，可以君出，红居在铀成矿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存在着

一起的内在联旱，这才是红层与铀矿化之间存在密切时空关系的真正原因.并可以得 iB这样

-个结论g 一个地区在其它成矿条件(如铀源条件.构造条件等〉具备的情况下，如果离开

了·红层"这个特殊的地质条件，理形成具有斗在工业意义的铀矿尿《古砾省型除外)恐怕

是不可能的.

(三) 缸'与蛐II矿捷'曲几个问噩

1..矿'提及先提崎缸'

(I) 不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红日与铀成矿的夭系

丰面曾谈到，红层形成的古气候条件比较宽，在千热.温tFL. 甚至于寒冷气候条件下都

可以形成红层，但是，其中只有干热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红后才与铀成矿有关.因为在干旱气

候条件下，地壳表都盛行强氧化环坡，在大量自由氧作用下，岩石中的u··遭到破坏，转化为

活挠的u··被淋山，进入地γ水或间隙水.由于干旱带内地球优学'景观为碱性戎偏碱性 (PH

-7.5-11) .铀在这种介质中往往能以抽耻础性融融枯绵岗子[VOl (CO ,,) ]伊形式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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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干旱气候带内降雨量少，活化的铀不致于大量被地表径iI.L携带迁入太海，而是在下海

障，而且由于气候精浓能使含氧地下水成十倍的富集铀.并在有利的成矿地段和环境下形成

铀矿扉.而在潮湿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红层，由于当时降雨量远远超过蒸发量，温湿气候又能

促使植被生长，以致表士中有机服含量大大增加.这既限制!丁游离氧向地下渗透，又起了在

地壳表层圃着铀的作用.阻碍了铀的话化和向深部迁移:另外，由于丰富的水量将大大冲挠

可能进入水介质巾铀的浓度，从而妨爵了铀在地化障附近的沉淀、富集.加之潮温气候条件

下，一般氧化还原过擅带不发育，且不稳定，因此不可能形成大规模铀的富集.相反.涌湿

气候时期是铀矿床遭受破坏的时期.

(2) 不同类理红层与铺成矿的某系

通过研究发现区内铀矿化与陆相红层关系比较警切，而与海相红层关系不大，海脏过渡

相红层间于两者之间.在陆相红层中铀矿也又主要与成岩后生阶段形成的神叔虹层、沙模缸

层、三角洲红层y:.火山在虹层等关系最密切，而与沉识阶段形成的冲积平原红层(堤岸况

飘}、调栩红层等的关系在差.这主要是因为冲积红层等都是干旱气候条件下快速堆积的沉

现物，其中有较多的民石砂指英岩石，其本身的袖含量较高，在戚在后生作用阶段又为封闭

系统，长石被水云母化.民石、石英被自生的赤铁矿、针铁矿、水针铁矿交代变红时，其申

的锦同时被活缸，由于其为氧化环境，铀不能沉淀，只能和原来储存在孔酶间的含铀.四水'

…起，在成告脏水过程中扩散到与其囊相邻的Eh值较低的灰色还原层中沉淀，形成矿床I-1.

而在海解或陆解阶段形成的海相红层.冲识平原红层及期相红层，其证税物一姐都是由经过程

‘民距离搬运，而且凤比较彻底的红色细碎屑岩及泥岩组成，本身的铀含量就较低，而且形成

时的气候绝大多数以温润气候为主，当时的水恼环系统又为开放环堤，活性铀易于流失.因

此，这些红层对铺成矿显然是不利的，即使形成一些铀矿化，其规模一般都很小，晶应也都

较低，如潮水盆地内的大红山矿床就是一倒.

2.每缸'菁英酶蛐矿恤'露严在缸'前ftf4.幢

所谓与红层有关的铀矿化，其实并不直接产在红层中，而往往产子红层上.下或红层内

所央的浅色还原层巾，但成因上与陆相虹层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由于红层一殷都形成于氧化

环境，铺在这种环境中较稳定的是正e价，易于从固相转入到浓相巾，使得地下水富铀z 而浅

色后…般形成于还原环境，铀在i主色目中较稳边的价态是正4价，易于从浪相中析出进入困

相，这种价态的变化，才是铀在红后期成矿，矿体主要赋存在附近挠鱼还原层中的真正原因，

另外，在研究中还发现一些大型、巨型铀矿床只发宵在红层之上或红层之下，在红层之

间1t红层之中所央的读色居内仅发现--些小型矿床或矿点，这也许与后者形成时的梅施及古

气候变化比较频繁，海色层厚度_..般较小，沉现间断或红层发宵的时间短，铀元素没有得到

充分活化等因素有关.因此，只有在纽属与浅包层之间存在较长时间间隔〈或沉积间断)的

靠近捷色层一侧，不论是在红层之上，还是红层之下，才是形成具有较大工业革义铀矿床的

有利部位.

3.凡"矿的蝠11，酣fl.窟'缸.;锢'缸'曲地方本-窟."矿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萄出，宝[层在铀r&;矿过程申坦宵重要的作用，所以·凡是有铀矿的地

方附近必寓有红启(除古砾省型铀矿床外)" ，这巳模大量事实所证实 F 但是，又因为红层

并不是铀成矿的唯一条件，加之红启本身就存在精与矿有关的红层及与矿无关的红层之分，

.因此， '街红目的地方并不一定都有铀矿"，纽启条件最好，而具它成矿条件不理想，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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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了.例如陕甘宁盆地从上二叠统的土扁平子组到中三叠统的纸坊组均为干热气候条件下

的陆柜年层去育期，从江层角度来讲司以认为读时期对铀成矿是比较有利的，但由于这瓷缸

层是直接整合在湖沼枉!煤系地r~之上，其内部没有不整合函， I丘域上又缺乏构造右辈i舌动，

而是地壳总体上升的产物， 1JH之蚀i岖阪的铀那条件又较洼，所以，虽然红层条件十分有利，

但并未能够形成与其相应的工业铀矿化.

4.缸.!军富矿的美禀

与红层有关的富矿成矿条n· ， 主要有以千:3条 z

(I) 在其官地质条!于(如铀;后;条作.钩造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个.lt!!l丘地史上Mi

相红层鸣发育时间越长，经历的红l王朔 i欠款越多，形成富矿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红启发育

的时间越长，地表强氧比环境持续的时间就越久，使得成矿溶液能.fJ较高的Eb值，对话性

铀具有较强的汲取能刀，能使富铀地质体内分敌ft.J铀尽可能i舌缸，以大大增加1-~铀溶液的法

庭，为成矿源源不断地输送极其丰富的成矿物质.红旦发育的时间越长，反映灌区区域构造

环境相对较稳;二，有利于地F氧化-还原过搜带的充分在育，能为铀的沉淀富集提供良好的

环境和场所，使含铀洛i在中铀有充分时间在那里富集成矿.另外，一个地区组层朋友育

的次数越多，卿l叠加成矿作用的机会也就越多，在原有矿化的基础上可以不断得剑加大.加

富.民外产于下1f;古界中的富大铀矿床及回北地区的几个相对较富的矿床如405、 706矿床等

均具街上连特点.

(2) 红届期内形成的铀矿床，如果发现后期有蒸发成矿作用叠加，往往容易形成富

矿.如新疆的阿拉沟含铀煤型铀矿床，铀品位平均可达109&左右，含矿主右为J I • 2 ，成矿时

代发生在燕山-喜山 ZL层期，实地考察发现它不仅具有一般砂ti型铀矿成矿的特征，而且还

发现凡是富矿部位的上面都有·一届厚约 Icm的石膏层，反映真正的富矿地段曾有过类似膏结

岩型蒸~成矿作用的叠加，合铀溶液不断向上蒸发浓锚，才形成了这种特富型的铀矿体.

据报道，在南澳林匹克坝特大型Cu-U-Au矿床中，也去现有黑色簿层状含铁臣和拥石，说

明矿后可能存在过与干盐拥有关尚蒸发右环撞.

(3) 在陆~HfT层发育tUI内，如果伴有较强烈If.J火山活动，对形成亩矿比较有利.因

为它不仅能提供铀含量较高的火山物质，而且能提供热源及形成热盖，使富铀层中的铀元靠

进一步西化.富先而形成臼矿.如西准噶尔地区的白杨河矿床，铀品也都古:0.182....，0.397，.

之间，成是与该区二叠纪红居友商时有较强烈的火山活动有关.

(皿) 小植

通过上述红旦与铀成矿筑系的各方面ii2洼，可以归纳HI如下几点精j); :

1.红旦与铀矿不但存在密切的时空去东，而且有必鼎的 rJ~f£联系.

2.红旦不仅与外生铀矿床 :fi密切的失系，而且在包括内生铀矿床在内的各壳铀矿化(除

古砾告型铀矿外〉的成矿过程巾都扭着十分;最型的作用.在其官成矿条作具侨的情况下，离

开了红层条件洗形不成工业铀矿床.

3. 闷北地史ι6Wl 纽目·中有4月!与铀成矿if天， ifij l~j 知II 旷化，夫系触密切的地形成 hi晚.规

模般大，影响最广的第VI红后 I~J •
4. 红区在铀成旷过程中所起的作»u子里J牛形成红r~~所特有的条件，他为地壳巾铀的由化

迁移以及富集成矿!U tH;陆有利的地球化学1~挠;部分rI:时还能为铺成矿]'{接提供铀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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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于红后形成的环魔十分复聋，红层的类型也较多.所以并不是所有红层都与抽成矿

作用布关，只有干热气候条件下形成的陆相汪层才与铀矿也有关.尤其是成轩后生作用条件

下形成的洞施冲积红层，沙漠红层、三角洲红mli火 Llt 碎 JfJ红后与铀矿化的关系最密切，真

它红民与铀矿化的关系较少或者无关.

e 虽然几乎所有的铀矿床都形成于缸层皮育期，但矿却只赋存在江层附近的挠色还原层

ψ，所以，缸里与浅色层的有机搭配是铀成矿的重斐条件之一.此外，虽然在红层不罔部位

的提色层中都可能形虞铀矿化，但只有在缸层之上或红层之F才能形成具有较大工业意义的

铀矿床.

7. 由于红臣是铀成矿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 .凡是有矿的地方，附近必定有红层(古

砾岩型铀矿床除外) .. ;但是又因为红层并不是铺成矿的唯一条件，因此， "有红层的地方

并不一定都有矿'-

8.与幻.层有关的富矿条件主要有 z 一个地区在其官地质条件具备的情况 f. 地史上陆捆

红层发宵的时间擅长，经历红层翔的次数越多，形成富旷的可能性就越大，红层期内形成的

铀矿床 • lEi期如果发现有蒸发成矿作用叠加，往往容易形成宵。1'- ;陪阳红层发育期内如果伴

有较强烈的火山活动，对形成富成比较有利.

四、与红层期有关的铀成矿模式

通过红区与铀成矿夭系的分析以及对西北各费铀矿床成矿机理的探讨， z呈现不管是以砂

右?且铀矿床为 i\'表的外生铀矿床，还是以花岗告型铀矿床为代表的内生他矿床，它们的成矿

条件及成矿方式实际上并没有十分严格的 ~JJlj.. 如各类铀矿床的铀源部主要来自地表或地壳

挠部铀含赋较高的地质体:成矿溶液主安以大气降水为主，少敷为大气降水与再平衡君来水

的混合自铀的 i舌化.转移主，~发生在当地红层发育时却 I; 铀的沉捷富集都与地球化学障有联

系，主理卫业矿也都赋在布:氧化-还原 H搜部Ff.上.y.成矿J\/I与围在都有一定时盖，而与当

地红层形成时间吻合，空间分布上与主I.层相 tLA事等.所以，似乎并不存在专门形成那-类铀

矿床的成矿作用.各类铀矿床的主费成矿过程大致都是 z 由早期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富铀地

质体{不论先沉职斗rj- ~ ~浆!店正是变质省) , {t:lX，域性造山运动的影响下发生挤压.榴皱

;f{i 11- .上障，逐渐被转移到地表或地 72浅部 F 尔后，由于减 IL 引张.断块 F降出现地到运

动此f泛1fI~平原化，山气候也逐渐转为干旱炎热，区域性附 tu红店开始发肖，当时地壳丧后

先tf强氧化偏碱性的地球化学环挠，强烈的物 ff-f也学过程及较 1坷的CO z和Eh值，促使近地

表富铀地质体 JF楠接受表 It改造( f!11风化剥蚀) ，铀被淋 til. 由u·· →Uf'进入地我水或地

下水，并空气候附浓作用的影响 ifij成卡倍的富铀，形成富铀摇滚; u··主要JZ铀融融酸盐络

~，f(UOz (CO a) ]伊形式随含铀溶液沿断裂带或地球化学不连续面往下海墟，在渗流过

程叶'一·方面可以经地热增温或受其官热糠的加热而蛮成热水 (i夜) ，另一方面还吁以从网省

巾fl取部分成矿物质，进一步增加 f;; 铀梅班的浓度，、旦遇到地球化学还l原障或流经氧化-l五

原过搜带时，溶液巾的铀便可通过眼附.还Jjj{或过饱和沉淀哼不同方式被截止和沉淀， 81
'U"-嘈U忡从 i窑 ia~1析巾，富集成布'-z 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赋矿固右而划分出各种不同壳型

的铀矿底.如赋矿 i到~;.:是花岗挡，删r1 J以形成所谓的花岗启理铀矿床 z 如果回告是砂窍，便

ilJ称为砂挡型铀矿胀等非.在成矿过程中，如果有来自地壳海部的热 i夜参与时，对铀的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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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将更加有利，因为它不仅能提供热缸，而且还能带来大量促使锦证在的还原物原〈如

HIS 、 F 、 Cl 、 COl等}以及提供少量在其上升过程申从圈程中温取的锦.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归结成一个铀成矿模式，即与陆相红层~商制相关的锦成矿模

式〈圄 1) .并认为从总的成矿过程来舌，它基本主能适用于各类曲矿J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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