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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型铀矿富矿地质特征及形成条件

李田港 童缸鸯 冯明月

李月泪 锥属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摘要

在详细研究 201 、 361 和其它花岗岩型富铀矿床地质特征和地质

条件以及对富矿床和贫矿床的地质条件进行全面对比的基础上着重

分析了富矿形成条件、富集机制、找矿判据和靶区.第二次全面阐述

了花岗岩型铀矿富矿成矿规律.首次提出铀矿物和脉石矿物分离沉

淀是富矿形成的基本机制，叠加致富不是富矿形成普遍规律，富矿床

多为二个成矿阶段或主要为二个成矿阶段形成的新观点。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ING
CONDITIONS OF GRANITE TYPE
URANIUM-RICH ORE DEPOSITS

(InC加fttse】

Li Twagang Tong Hu鸣也ω Feog Mingyue

Li Yu四iang Xu Zhan

(BEIJING RESEARC~;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 CNNC)

ABSTRACT

The forming conditions and concentration mechanism of rich ore, criteria of

pr田peeting ore and selection of uranium-rich ore target ar，回 are introduced in the

article which is ba时 on the studying geo)，唔ica}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itions of

granite type uranium-rich ore de阴lSits of No 201 and 361 , and c饵n阳rison of rich

ore deposits and poor ore deposits in geo)，咿cal condition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to discuss the mineralization pattern of granite type rich-uranium ore com

prehensively. Some new view points are also presented , such as the separate de阴〉

sition of uranium minerals and gangue minerals is the main mechanism to form rich

ore, for rich ore formation the ore enrichment by su阳im阳ition is not a universal

regularity and most uranium-rich ore de归到its are formed within one mineralization

stage or mainly formed in one mineraliz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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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 和 361 矿床产出的区域地质背景

本区在大地构造上处于华南加里东裙皱带中锁商隆起的边部与粤北海西-印支锄陷

带的接嚷部位.地壳成黑度高.铅同位素资料表明，深部可能存在文古界和元古界岩石以

及富铀的陆壳基底.本区又位于东西向构造初南北向构造的复合部位.印支-燕山期等各

期1欠花岗岩体非常发育.在中新生代晚期.它又处在我国东部安第斯型大陆边缘的强后引

张带中，有利于铀矿的形成.

本区位于诸广山南部，主要由岩浆岩组成.出露的地层属于加里东构造层的震旦、寒

武和奥陶纪海相泥砂质类厦理式建造.海西-印支构造层的混盆与石炭纪的碎屑岩和碳酸

盐建造以及上白圭和老第三纪红色跻屑岩建造.

岩浆岩有加里东期混合花岗片麻岩、海西湖云辉二*:岩、印支期植中植斑状黑云母花

岗岩、中也位斑状黑云母二*:花岗岩、中细位小斑状二云母花岗岩、燕山期中钮位.状黑

云在去花岗岩、中细粒黑云母(二云母〉花岗岩以及各种中基性岩墙.特别是印支初燕山期岩

体告石铀含量高.自变质、它变质和热液蚀变强烈.

在重力固上可以看出诸广山地区各铀矿囚均位于慢凸和慢凹之间的过震区或鞭凹或

慢凹之间的相对隆起区与花岗岩体的复合部位.百顺矿田位于九峰-九龙脑地壳精厚带

(UP地慢凹〉的东南侧，在九龙脑地慢凹与周围地慢凸之间的两条北东向和两条::It西向深

断裂限制的块体内.其中澜河-大余-南康深断裂通过百顺矿田，可能对矿囚产出起控制作

用.乐昌-仁化北侧的东西向深断裂也影响了本区，

通过卫片解译.可以看出本区近东西向构造十分醒目，北北东向构造也自成系统.如

烟筒岭带从E片上肴，不是牛澜带的分支构造.穿过它后往南东继续延伸，环状构造比较

发育。矿床定位，于近东西向构造与北北东或英官方向的硅化断裂带复合部位和有环状构

造出现部位.

在航测磁场上，诸广山岩体主体印支4燕山期岩体具弱磁性，反映岩体暗色组份较低，

画IJ矿物为铁铁矿型，自变质及热液蚀变作用较强.

在航放铺场回上，铀高场多呈南北向分布，反映南北向构造在控制岩体分布和铀的话

化改造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铀矿床多分布在铀的中高场中(常在 5-]0 Sll 之间h仅少敷

在商场中.本区铀矿床都出现在僻、铀中高场重合区.此外Th!U 比值场对找矿也具重要

意义.铀矿床多在Th/U 低值场区.

2 201 和 361 矿床地质

通过对两个矿床主要围岩中植粒斑状黑云在去二长花岗岩的研究，发到二者在岩石化

学成分、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稀土分布模式、自变质作用、伟晶岩发育程度等方面有明显

差别.进而确定 36] 矿床的中粗糙斑状黑云母二t~花岗岩为靠近顶部相或边缘相岩石，

201 矿床的中租位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告为靠近内部相岩石.从百顺矿团全区看，此种岩

石的中心相在苍石-白云一线，相当于航放场上的商仕区.

通过对 20] 矿床中粗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的铅同位素pb-阳等时年龄计算，获

得源告年龄 29.5 亿年.推断本区下部布在太古-元古界老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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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矿床剖面备件蚀变着石薄片、光薄片、人工重砂、裂变径迹鞠蛐位含量变化等方

面研究得出，0)在脉旁蚀变带内，怕是增高场，但是幡土元素、副矿楠、晶质铀矿相对碱

少.活动袖比例精细;(2)在脉旁蚀变~响以外曲蚀变岩石.M是变动场.副矿梅和晶质铀

矿的多少主要与岩石的哥裂初蚀变程度有关;(3)钮'医撞击和if，罩着中副矿掏保自最少.

内生活化作用最强.

201 矿床困苦蚀变为·嘀面式蚀变相矿期脉旁蚀变两个时期.茵者以水云母化和绿

trE石化为主.表现为~O普遍增高，陆血、caO、MaO、FcO等就少z后者除水云母化、结泥石

化外，近脉硅化、赤铁矿化、黄铁矿化明显.蚀变具水平分带性.从外住内部元、民~.FeO

糟加.Na.O 威少.伴生元素 MQ、As、sb、岛、S 澜。』增加.6咆值、稀土总量相分量降低.副

矿吻减少直至消失.

361 矿床图岩蚀变主要有矿菌交代作用相矿期集液蚀变作用.前者以偏低石化、绿泥

石化、赤铁矿化为主.破破盆化相白云母化次之.后者为水云母化、每握石化、硅化、董石

化、黄铁矿化.从矿体中.(;在外.怖、As、sb 等元素含量逐渐降低.与偏变化不完全同步，

阳、zn、cu、Y、Be等元素含量随铀含量同步降低，显示后者是铺成矿阶段的伴生元素的特

征.

通过矿床各种岩石和矿物的稀土元素含量、分布模式的研究表明， 0)稀土元素在酸

性热液中带出.其带出的程度与蚀变强度有关，重稀土比轻稀土重易带出.(2)矿石矿物和

脉石矿物中的稀土元素主要来自蚀变围岩.沥青铀矿稀土模式与围岩稀土模式一致. (3)

在碱性洛液中.稀土大量带入并沉淀在碱交代岩中.中稀土和重稀土比例增大.(4)在酸性

热液中.稀土元素大量进入活液而又未在脉体中大量沉淀.必然影响铺酿络合物的稳定

性.使真向分解方面发展，有利于铀的还原沉淀.

通过稳定同位素研究得到如下认识，0)361 矿床不仅矿前的白色块状石英和矿期热

液以大气降水成分为主，而且碱交代作用和自f母化热液也有大量大气降水加入.碱吏代

全告，')"0值为+4%0-+2%0比原岩花岗岩1>"0值(+11%0-+9%0)低.白云母b"O值为

+4.35%0'换算成，')"0* 为 4.26%0'白色块状石英和矿期石英1)110* 值多为负值. (2)201

矿床导矿构造三号带的细品石英 h"O 水为+7.28%0' 比储矿构造一号带矿前石英({)"O事

+0. 45%0-+ 1.83%0)和矿期石英(b'·0*+O.95%0-+1.18%0>的1)"0唯离得多，表明一号

带矿前和矿期热液都以大气降水为主，而兰号带的热液则以深源水为主.结合矿床地质结

构.推测当时存在双循环热水对流体系.两者在成矿部位理合导致成矿.(3)从361 矿床近

矿蚀变围着{)"O值向矿体方向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来看，推测成矿热液为低水岩

比水或深部来源水，后者的可能性更大.<4>201 矿床脉体和蚀变圈岩的俨S值均为负值，

变化范围不大，为一14%0-一7%0.成矿期总硫量为-12.18%0'反映了以生物硫为主，硫源

比校单一，成矿物理化学条件比较稳定向，.，:us值在脉体中从早到晚变小.在蚀变带中从内

到外负值增大.

通过构造研究，推断201 矿床南部的北西西向提合岩带不是过去认为的变质岩残体，

而是一个断陷带.沿带碱交代体断续分布，它与卫片上明显显示的近东西向大构造一致，

是真组成部分.提出主号带和烟筒岭带是深构造.查明了近东西向构造与北北东向烟筒岭

断裂和主号带复合决定着矿床产出部位.引进立切戈巴断斟攘痕电算新方法对201 矿床

古构造应力场进行了定量测算并配合宏观地质构造和显微构造研究，阎明了本区构造发



展历史和应力场的变化情况.

通过'靠体相成矿阶段研究，搞清了 201 矿床有两个成矿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第二个

成矿阶段.并查明该阶段矿物的生成顺序. 361 矿床有6 个成矿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是第

四成矿阶段.提出富矿形成不一定要.阶段矿化累职量细致富，更主要的是一个成矿阶段

形成的精到f..~.并提出两种富矿的形成方式=一种是沥青铀矿先沉淀.大量脉石矿鞠后沉

淀s 另一仲是大量脉石矿街先沉淀.酒膏铀矿主要在后来某一阶段沉淀富集.

201 矿床矿期石英成矿温度 288-340"(;(爆裂法).压力(570-目。) X 10' Pa.盐度 1

-I. -t wtYo陶。当量 .361 矿床成矿期萦黑色萤石均一温度为 161-187'C.压力为"回~

....0)X1 0'Pa.盐度为 1.7-4.8 wtYoNaQ当量.包体成分主要属HCOi" -K+-陆飞caH型.F

相臼忏在成矿末期和矿后热覆中蠕离.回-含量在矿栩栩矿后期相当离.这 0.3-1.0

M儿，表明还原住硫较多.这对沥青铀矿沉淀有利.矿期热液输浓度高 .201 矿床为 120

140 &/..361 矿床为 7.1-27.1 &It.
通过两个富铀矿床的典型解剖和后来区楼上大量富铀矿床研究员贫铀、富铀矿床的

对比.该项目总结出华南花岗岩型辘矿富矿的地质特征相形成条件以及找矿判据及今后

工作意见等.现择主要部分论述如下.

3 富铀矿矿化类型

花岗岩型铀矿富矿矿化类型可分为z花岗岩硅化蚀变带中石英萤石，回青铀矿脉型z

蚀变中基生岩墙或富暗色组分地层中碳酸盐-沥青铀矿脉型s花岗岩体内外接触带蚀变碎

裂岩带中绿淀石，洒青铀矿脉型z花岗岩州幢触带沉积变质岩中沥青铀矿大脉型s花岗岩

硅化蚀变带中次生铀矿富集型.

4 富矿和贫矿地质特征对比

卒章从富矿和黄矿产出的岩性条件、构造条件、矿石的特点、围岩蚀变特点、成矿的~

理化学条件等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对比，从中总结T富铀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z前燕山期

富黑云母花岗岩，中基性岩埔且富暗色组分的沉织变质岩是英有利岩性s深构造旁侧的良

好储矿构造是真就位的场所z蚀变规镇大.蚀变程度强.撮泥石化发育是宾主要t用。标志s

成矿温度高、热液铀浓度大是成富矿的重要条件.

5 富矿形成条件和富集机制

5.1 .矿形成条件

5.1.1 丰富的铀源和深构造条件是形成富矿的基础

从 201 矿床和 361 矿床以及其它富铀矿床的研究中得知，矿床所产出的花岗岩以及

基底地层都有较高的铺含量，这些富铀体为矿床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铀源.但要使丰富的

铀源变成铀矿床，还必须具备岩体团结后的构造作用.待别是深构造作用.前面巳论述过

201 和 361 两个富铀矿床的部构造背景，其它富铀矿床都有这样的深构造背景，如相山.，"

囚的富铀矿床部分布在愤涧-邹家山，石洞北东向一线，真原因在于当F石构造是多朋活动

的深断裂.深构造的作用在于提供从源部上升的气、液和铀源.开启热源、形成热液对流体

系.构造深、热量大、涉及岩石体积大.因而铀源更丰富，热液更充足稳定，形成矿床更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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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5. 1. 2 良峙的储矿构造是形成富矿的关键

良峙的健矿掏造不仅为矿液提供储矿空间而且是导致虫也被运移鞠锦化条件改变.从

而影响矿化富集的重要外部因素.好的健矿构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0)有一定规蜒的与

矿液鞠化条件反差较大的局部破碎空间 ;(2)存在着某仲屏蓝的半开At条件 ;(3)与大构造

去深构造相通.满足第一个条件的构造是长数百米.宽数来到数十来的角砾磕碎带、网状

裂隙带去长戴百米，宽数来的成组霞碎蚀变带.满足第二个条件的构造是蟹倾斜的构造混

相靡楼去带.第兰?条件是储矿掏量与导矿构造的关系，储矿构造只有相导矿构造遥远.

才能源远流怅.形成大矿-

5.1.3 脉石矿将与沥青铀矿不共沉淀和少共沉淀.

(I)在校聋的还原条件下，偏首先达到饱和而沉淀 s而石英、萤石、醺醺盐等主要脉石

矿街不受强还原条件制约.达不到过饱相水平继续留在榕液中，从而造成商膏铀矿单独沉

淀或优先沉淀的状态.

(2)较高的含铺浓度.热液中楠浓度高容易成矿.因为它对成矿环堤要求比较宽栓.在

较高的氧化还原电位或较大的州值条件下即可成矿.另一方面，铀浓度高.铀矿鞠可先

于脉石矿物达到过饱和拔萃而沉淀富集.

(3)C0:，逸出相榕液醺碱度变化 .α元逸出可使磺殴合愉 lit离子分解.铀浓度提高铺

被还原剂还原.另一方面.co，逸出可使榕液碾度提高.抑制SiO:，沉淀.这就造成沥青铀

矿先沉淀而脉石矿吻不沉淀或 10祝淀.酸碱的变化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

(I)较高的成矿温度.在英官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温度升高可使铀醺络离子离解度增

佣.化学反应速度加快.有利于沥青铀矿的形成.

(5)相对富泥贫硅环境.富硅环堤不利于后来构造的发育.而富泥环境对SiO:，沉在起

抑制作用.秸生蚀变常伴随黄铁矿化造成还原环珑.有利于沥青铀矿沉淀.

5.1.4 相对稳定的成矿期构造和水动力条件是形成富矿的充分条件

相对稳定的成矿期构造是指成矿期构造形成以后保持状嚣的相对稳定性，不立刻发

生新的构造活动.成矿水动力条件是指热液的进入和逸散规程.考虑到成矿作用是在半

汗放的体系中进行.即携带楠、还原剂和 lt官组分的热液不断进入成矿构造，由于物化条

件的改变而产生沥青铀矿沉淀.其残余榕液不断逸出.如果上述两项条件不能得到充分满

足.成矿作用就可能终止.

5.1.5 :J:t官条件

(])深部源在富矿形成中的作用.铀的富集通常是在地层褐皱后剥蚀、地幡隆起、地壳

引张.基性、超基性岩浆上涌和断裂断块发育的条件下形成.因此地慢派生的α>Z .CH..

H7 .F 和破质等对深部富铀层(体}起活化漫取作用.这种作用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2)沉淀方式.铀硅肢体共沉淀不是形成富铀矿床的普遍条件.铀硅沉淀时分离是形

成富铀矿床的主要机制.

(3)叠加致富.叠加致富不是富铀矿形成的主要途径，许多富铀矿床主要是在一个成

矿阶段形成.tIl.矿作用叠加可以提高矿石的品位.但也可使矿石贫化-

5.2 .矿形成机制和14:矿模式

5.2. I 富矿形成基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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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花岗告型铀矿床中硅化'型铀矿占据主要地位.融矿床中硅铀的比例是衡量矿

床贫富的主要标志.富铀矿床的硅镰比篝.如果能满足触矿"澜'在石矿唱'在沉淀时〈在空

间上或时间上〉分离.造成蛐矿彷沉淀.脉石矿街1-i瓦淀或不沉淀.这就是富矿形成的基本

机制.这种状主持续时间越长.矿石品位越富.矿床规慢.大.

5.2.2 富矿成矿幌式

花岗告型富铀矿床形成幌式可以简单地.括为以下几点=

(l)地壳戚'且度高的富蛐釜底.

(2)铺含量和品质蛐矿含量高、自变质以及梅章相集液蚀变作用比枝强烈的岩体.

。}发育有在地慢隆起、地壳引张条件下形成的中基佳岩楠、大硅他蚀变帘【剪切带}

相江色阵屑岩古E钗.

(4)切割比彼深.封闭住拉好的大构造及冀次镀帘.

(5)具有一定鲤惧的、半封闭的、富含蚀变输土矿输、还原掏厦、F庐的舷碎空间.

(6)铀源主要察自富铺花岗苦的内生活化.部分来自深部和地表.深部幡源相连原性

物质加入是形成富矿的重要困窘.

(7)富矿是在稳定的成矿期然液深循环对班体系中形成.水主要靠自地表.部分来自

深部营蒙源相岩石、地层封闭的水，热液适度降压环咙还原，以及温度相宜懵定或徽阵是

形成富矿的主要鞠化条件.

6 富矿找矿判据及工作意见

e.l 富矿拢矿判据

(I)在区域选区上选择地壳成熟魔高的相Z悟起地块，基底岩石最好以冒地槽型细碎

屑沉棋为主并经受多期多阶段构造岩浆活动.富铝富愣花岗告拥戴性火山岩广泛发育.地

T.l:有过从挤压隆起转为f主张裂陷、断陷红盆发育相基性岩浆上涌期的情皱带相活化区

(E壳帽深部构造方面，中新生代热液脉型铀矿多分布地壳相对增厚区中的愤凹和慢凸之

间的过夜区和深断裂发育区，将别是深断裂切割深部构造层的富铀层{体>.

(2)矿区和矿回这一级别的找矿判据主要有岩石的高含铀量(包括铺含量、品质铀矿

含量和性铺比);岩浆活动中心z铀的活化程度〈包括区域构造、热液蚀变、y场相铀场的躁

动在度以及与铀的迁移量大小等k深断裂帘相断陷带分布区，特别是双帘夹持区相几组

大构造复合区z航空能谱铀场和愣场中、高场重合区、桂铀比值场低值区s沥青铀矿脉型矿

化点带分布区与各种份化镣异常分布重合区以及古地热高场区.

(3)富矿床的定位主要取决于矿回内各种有利的岩性相构造条件的合拍所形成良好

的储矿构造地段.如z

I 被晚期中细也岩石圃闭的早期中扭植斑状岩体遭受断裂切割地段

E 控矿断裂带产状变异并与岩体接触带复合地段z

E 含矿大断裂带与中基性岩捕或真官有和j岩性交切地段s

w 控矿断裂带造加角砾岩地段自

V 岩体~t蜻触带富含碳质或英它还It:、物质地层顺层或切层构造发育地段 s

w 切割红盆基底的控矿构造通过红盆的底部富铀地质体地段等.

富铀矿床的分布往往有近纠带、近基底、近火山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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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和蚀变带中 Co、陆、V、As‘sb、蝇、Nb、Y 等显著提高是富矿区别于贫矿的重要地

化标志.

‘.2 今后工作事且

本项目通过对华南花岗岩型富铀矿床的研究及贫富铀矿床的对比.It今后钱花岗告

型富矿畏出九条战略性章见.如破除传统的II矿现拿z加强源部蛐矿前景捧索s借鉴II矿

构造新理论(拆离构造、襄矿构造》对已知花岗岩型矿田、矿床的掏造进行重黯认识等.对

具体地区也提出了今后提富矿的量在地段.主要有z

(1)语广南部地区

I 烟筒岭帘〈汾水跑段、高Ifl岭地段、黄沙地段).

' 蕉坪'野裂带.如断裂带南段与东西肉的中基性脉去厦合董事位.

E 商雄'哥裂带.细雨罐带与解州牛$吊基岭和蕉坪361 矿床-2剖矿床二条北西

向街带交汇部位.

(2) 诸广北部地区

1 芋角酶，下古选地区

' 秀才洞-九魁主地区

(3)奠官地区

I 新的吏点型矿床.如贵东岩体东部的石角围-仙人罐地区.

• 新桥断裂带.该带与 86 号带、92 号带深部制寺部位.

E 九峰山岩体:It外带(牛头江-枫木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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