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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桂北地区的重磁场特征，深部构造及其与铀矿化的关系进行

了研究。尤其根据地球物理研究，讨论了铀的成矿特点，涉及到铀源

体、花岗岩浆的热力和机械力对铀矿化的作用、深部地质作用、热液

作用、1t岗岩型铀矿床的形成环境、黄铁矿的来琼及其对铀矿化作

用、震§.-寒武纪和泥盆纪地层的铀成矿问题以及铀成矿的简单模

式。根据铀矿化与地球物理场的联系，以及由重疆场研究推测的成矿

地质环境，建立了物理-地质模型，进行了铀远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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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field. deep-seated structur四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urnaium mineralization in Northern Guangxi are investigat

ed. Especially. based on geophysical investigation.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uranium ore-forming are discu盟d. involved with the uranium刷ree body. the

heating force and mechanical force of granite magma acted on uranium mineraliza

tion. the deep-seated geological procωs. the hydrothermal activity. the formation

environments of granite-type uranium deposit. the ωurce of pyrite and its influence

on uranium mineralization , the uranium ore-forming of Sinian-Cambrian periods

and Dev')nian period formations. and the simple model of uranium ore-forming.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uranium mineralizati∞ with geophysical fieid .as well

as the ore-forming g四l咱ical environments inferred by gravity and magnetic field

investigation • the physical-g四log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predicate ura

mum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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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率.重罐vf割的应用正在迅速扩大.尤奠在..矿预测中.重噩峰的'究已日

益受到重提.随著蚀矿挽矿深度、.度的精细.利用重磕场费饵"决嚣'厚地质构造.研究

怕成旷的地质环搜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在桂北地区的工作是这方面的韧步尝试.

车课题通过几年的努力.不仅对桂草地区的'佳状况、重噩蝠，警征及寞地质量义、源

部地质构造以及它们与蚀矿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辙黯量蓝场'守

征与蛐矿化的关系.对铀的成矿环咙避衍了研究.讨论了铀的成矿待点，并且利用与·属

矿活动关系密切的地质作用与地球物理场的内在联系，建立了区罐上.11矿预测的'理-煌

质模型，进行输成矿预测，编制了源部掏蠢攘'哥鞠偏成矿预测图.下面，对研究徽告的内

容叙述卸下.

1 区域重磁场特征

I. I 重力场特征

综括起来.桂:It地区的布幡重力异常布以下一些将征=

(I)布梅毒力异常的场值变化约为一O. 2- - 1 mm/s'. 由西向东及由北向商场值精大.

梅州地区为场的显高的地区.基本与来宾霸槽帘吻合.这是华力西沉辍最厚的地区.上古

主界和下三叠纪厚逾万米.三江及以北地区为场值变化量平静的地区.中等噩度 (-0.6

mm/!，').对比地质囚舌.基本上与震旦系地层吻合.这神重力场平静地区不仅袭明了沉职

环境的相对怠定.而且还表明后朗的岩浆活动和其它地质作用较徽弱或控均匀.致使J!.层

密度无多大差异.

(2)翅蟆较大的花岗岩基及一些构造隆起区和岩浆岩活动带部出现明显的重力负异常，

一艘比周困地区低 0.3-0.4 mm/s' 不等，异常变化急陡是其特点.

(3) 碳酸盐她层广布的晚古生代沉秧盆地.重力场变化貌平蟹，重力值约比正常场画

出的 0.) mm/s'. 这可能是厚层磺酸盐岩层具有较大的剩余密度所慧.

(4)佳北』也区以揭儿山-越梳岭岩体为中心形成一区雄性的环形局部低异常.周围为大

型的重力梯度带.这些重力梯度帘反映了不同大地构造单元的接触边界何一些较大的深断

裂构造.如武陵山大断裂在区内表现为一明显的:It北京向梯皮带.

(5) 在剩余布梅重力异常回上，反政区..性深部构造的巨大量力锦rl带消失了，而中

新生代沉帜盆地和沉积地层引起的正异常.以及校大的花岗费基栩栩皱隆起着蒙活动带引

起的负异常都显得完整且结构调团团了.剩余布锚重力异常出现明显的分带性，正负场相间

变化.各带彼此等距平行排列，走向北东.负值带表明了区内者浆活动的明显分带性.

1.1 航空碰场特征

佳北地区的航锺异常以没源为主.至今尚未发现舷性基鹿引起的明显区城性异常11. 因

此.磁异1\"大部以局部异常为主，变化急陡、范围不大，九万大山至越糖'寄一带异常众多、

强度较离的磁场特征将~Ut台隆与桂中-锥东台陷区明显区分开来.

在) I )00 万的航磁l到上，磁场变化大致以湖南荼院、懈州到广西贺县一线为界，以东

地区为磁场变化区.异常多而强度高.变化大是英特征 e 以西地区为平静磁场区.这一地



区除'慧同事锺异常外.大部分地区噩场变化很小.A度一..在 SOnT 以下.且多为保

正II场.负疆场为局部的零融分布.凰位可敷.11通常篝出现在在向着'事附近的'也层中.这

片平"的磕场区实际范i因很大.涉及湖北.云南、贵州.M南西董事相广西的大部分地区

t 包括.个桂:tt煌区儿过是~区if.-墨窿将征的反..实为一套巨厚的筒'民武纪拿噩性、浅

变质沉f!.~系的反映;Z 这套程系在云南体为昆RlIJ. 贵州称为下江霹.翻商'事为4民提酵.

在广西相当于四堡tJ鞠丹洲癖.

桂北跑区的画异常与岩浆去关系密切.在岩絮语确强'煌区II场噩.变化散乱，丽在

沉织岩发育地区磁场相对费平:t.il.异常的成因.挂在地区II异常主要有以下雨突，它

们部分布在桂北隆内.

1. 1- I 与花岗岩委关系密切的碰雾需

挂.:It地区不存在键性花岗g. 主要是在街去外接触，产生的局部副瞌异常..霸JL山、.

撞岭、元宝山何部庞曲专营体的外援触帘篝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类噩异常.另外.疆JL山营

体以西的蜻步到广丙黄沙一帝的大量副院异常大部分与自状花岗窑的侵入有关.

形成这类磕异常的地质作用是不具磕性的花岗岩蒙侵入到沉织'也层中时.与圈i:发生

接触变质作用.将€}眨中的含铁矿物常常变为幢幢矿Ir.在营体的周圆形成磕性壳iE. 宫具

育中等以上的延性.能产生范围不等的各仲幢异常， II多具a.异常的将征.岩浆的!!:力

场是形成回去fl触变质帘 t 角者化带}相醺佳外壳的源.醺性外壳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苦

斗在热力.传原来沉事l于饭击中的黄候矿因lit疏而改造成磁黄'在矿.11佳外壳的大小和强度.

取决于去浆的总:13量{去体跑懊〉初沉挟着中黄铁矿含量的多少.一般说来，岩体规模大.

贸IJ磁性外壳的厚度也大5 原来回去铁质丰富，则外壳磕化强度高".

1.2.2 基性、越基性造体引起的碰异常

桂:It地区的摹性、越基性岩主要分布在九万大山、元宝山和龙脏、三门等地区.根据

磁参鼓测定结果.这些'I'. 'ii f事呀号l起敬百nT的航舷异常.因此，这类岩体也是佳北地区磁

异常的主要来源.由于这哩小去体往往成Z罪分布，可使航空磁场十分杂乱.

2 探部地质构造

鸟， 莫雹界E的形态

桂:It地区的奠霍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解面，而是起伏，院缰不一的界面.官由南向.:It

以及由东向西逐渐变谅，变化范围约 34-37 km，南部为向北倾的缰攘，奠上搭在着相对的

隆起初凹陷.区西为英霍界面陡变带.与武幢山重力佛皮带对应.在缅JL山-越城崎地区，存

在者--区域性的圆形耀凹.概括i提米， U北区有 4 个破明显的慢凹和 2 个幢幢，间夹一片

$~平坦的地带.

2.2 "性界面

，也体上肴，佳北地区的磁性界面以局部性变化为主，未出现较大范围的区雄性变化.深

耳!磁性界而小子7km.--1n变化4-6km， j是层画性界面小于5 km，-.变化2-4.5 km ,

可比. tUt地l正的磁性日主要分布在地居上郁，没有趟出"花岗辑层"的范围，即磁

性不均匀 1:\要篇小在地'f'e 1-_ 那. (f磁件.房底界以下磁吃分布是很均匀的，醺性层鹿界显然



与民盟曲.无关.后者理部肯定要大得多.因此说晴隆tJt区的"瞌异雷.是渡重异窜.不

是由区罐性的噩性基庭号l运的.人们对桂北-翩南以至肇个市岭'也区是否再在区幢性的噩性

基底是离怀蜒的.因为到自菌为止，还幸发现区'民幢幢幢基底寻l起的明显异常.

1·) .幢蓦应

这里所说的磁性摹庭为徽萌瞌性基庵，宦厨.'l1起的噩异常-.为IO.T左右.

报蟹'也层着石锺性贺*I.挂在台幢区的瞌佳.惠应为萄噩旦..&;.1四..非为主.对于

佳中唆古生代凹陷之下伏基庵，恨篝高精度.噩异常所显示的矗性基庵掏遭缉量.t:东京11

东西走向，廷至怪东英阳关→帘.At饲断与奠阳柔地区合基量大山去系的噩佳.亘.相当

1." 畸襄构造

利用重罐'专属共圈出巨型趣壳糖大断裂2.. 趣壳糖大麟.5.. 亮内大断裂25 条.

次一缀的断裂构成区内主霎的掏矗楠，臣，寞厦布方向有.t:北京.北京、北画.东西和

南北向等五组.一些规愤位大的醺襄往往是大'也掏造尊元蠢各地体的分界缉.

从国睡裂分布的总体形态素..不同方向的构造组合形虞一些大的弧形树造.tII宣山、帽'

属相桂林跑区.这是桂jt跑区构造分布形态矗典型、.明显的特征-

1·5 花岗岩

1.5.1 III伏花岗岩的固定

人们习惯上总是根据布幡重力异常图上的声司董事环形'正异常!1剩命布幡重力异常回上的

局部环形重力负异常拿罔定'在个，.伏岩体，看来并不是十分合理的.对于去襄黯侵入中心

侵入到地层中不产生拉大流动的岩体，这种固定与实际出入可能不大.但对于.动性大的

岩体.就会与实际出入极大.ft们认为棍蟹剩余布幡重力异常的"零"值线固定费体、着

基拥着区比钝合理.局部的环形稠余重力负异常所反映的是者豪的侵入通遭.

我们在桂jt地区共圈出6 个岩体.4 个岩基和3 个去区.三个岩区为aJL山着区.摩天

龄营区相海洋山岩区.它们呈三角戴立.形成了挂北区的三大着区.

1.5.1 各岩E岩浆的动力场分析

岩浆的动力场是指~为场和机械力场.

由于桂jt地区的花岗岩体其岩浆的势力场对回岩地层的作用，霞在着体周圆形成噩性

壳.热力场愈强的岩浆.岩体的磁性壳.完，ι 鑫厚.因此，根植航空磁场的强度、蕾舞

帘的多寡可分析岩浆的~力杨大小.以及费浆的前.方向f因为在该方向磁性壳最厚>.丽

岩浆的机械力场则是根据剩余布偏重力异常来分析的.温饱，饥拔为杨大的去累，捕者层

面的流动性大，岩浆的侵入遭遇比实际着区的面飘小很多.表现在剩余量为椅上，指示侵

入通道的局部环形负异常比平静的负场区小得多f当营体出'时，局面JJF形负异常比出露

的智体也小很多>.当着桨饥饿力杨小时，侵入遭遇一般都很大.剩余量为场合出现十分宽

大的环形负异常.tt范固通常比出露的精体大得多，籍力场和机梳力籍是相辅相成的，鹅

力场大的岩体机械力场一般也大.

桂北区以猫儿山着区的动力场矗强.第次是廖天岭者区，海撑山密区的动力场锺弱.与

己细l铀矿化的对比发现.动力场愈强的智体，铀矿化愈好.因此，着浆动力场的分析对于

铀成矿顶测是'十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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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铀矿化与重噩场租挥部掏造的最系

挂在地区的蛐矿化与重砸蝠'摞篝掏董事在'警惕".1晨. .....饨的分布主要膏以下

一些短镰=

(})恤矿化缸子区雄事幡量为蝠..揭区'囊雹界画凹陷区的边..这是'个锺.t-.南

地区区披上的一件明显现..在平均布幡量为鼻窜田上.筐.t-..地区为一近东西肉的区

量在异常低.....值带鹰"为大型的重力'厦..目菌'曹大、破富的..矿也主要分布在四

个地区 t这里称为主要的.11.矿区).宦们自'位于低揭区边挚的重力...上.a量..场区

一侧.这件It场区与寞霍界画回路区跚地壳"厚区对应.因此，在奠霍画等糠度回上.主

要怕成矿区部分布在寞霍画深度变化带上，高篝位于变化'上的精弯'位.这些地区一艘

为不同方向麟裂构童的交汇处fa: •

地壳蜻厚.是t是匍逢 III作用的结果.从某仲意义上讲.地壳的相对精厚地区.是构造

-告囊 ~II活动的地区.同时支是地貌*"撞起的健.区.因此.在这些地区的边缉.矗萄

剩于金属矿产和偏资嚣的形成.

(2) 铀矿化明显受北京和:I;..t东向断裂控制.尤翼a在受同时.边负.区徊在岗岩的在

东~:Itt东向断瘦的位副.

(3) 蛐矿化位于环形局部重为鼻稽的边..苟同仲情况. J草一是主要...矿区→触的

部位于区域布偏重力异常回上环形局部.异常的边缘.这种环形异常的特点是.田大 t可

达数万 11m巧，强度假.根据地壳的均衡原理，造成这件大区雄环形重力.异常的篝是·漂

浮'在地喧之上的文型花岗着基.这说明与怕成矿宿关的智体组幅巨大.·暑假'很糠.它

们一艘是隆起区长期被剥位的岩体，因此大面tUb露尴襄.很有稠于..矿产在真边缘彰成.

奠二是铀矿床位于剩余布幡重力异常咽上局部环形负异常的边e. 这仲局部的重为负

异常通常露出鹰在 t侵去蒙tl动很大的费体上.真雹圃比出霞的着体小很多.111幅所造.局

部的环形重力负异常指示岩浆上侵时的侵入中心.倒饵'儿山·罐罐岭着体.

(4)铀矿床位于岩体变厚区的边缘.我们利用场蕾~511m 的剩余布幡量力异常.在计

算机上对.儿山-1I峻岭去体形态进行了反演.结果丧嚼，铀矿靡基本上由'位于去体受原区

边缘，尤其是'儿山去体中段的铀矿床正好产于精体由厚变郁的北京向远擅带上 (111m 的

等厚度赞).铀矿床与者体的这仲分布关系表明黯蒙侵入稠地层中后的流动对精蒙中铀的，.

权相分配有一定的11响.

(5) 铀矿化位于幢幢界面隆起和凹陷区边缘.这种分布一艘在现踵罐罐界画回上非常

明显.铀矿化通常产于不同幢幢界面隆起和凹陷的交蟹部位及变化带上，这些部位-AI是

断费构造的婷切部位.

(6) F. (负}磁区的边缘.这是桂:t t租澜南地区铀矿化在罩罐上所具有的矗典型、.

明显的特征.无论是花岗岩型铀矿床，还是真官集型的铀矿靡. -AI篝具有这种特征.这

种负罐区与倾斜 ill化的，.个毒性体所引起的醺异常镰然不同.寞'带征是变化不大，强度不

高.在 I ， 100 万的航磁网 J:. 绝对倪大部在 50 nT 以下.我们认为造成这种 A<负〉醺区

的I{，([~!就是与铀矿 ~Ujk的热液去 51作用.



--_it辈.在同→慑瞌区内.......量ft罐区.鲤..大.

野外噩测结果

为T雾萄佳.t地区已..矿Ill:的筐..篝征.r..也画瞌画在蘸区的怕'量，簸...

面1远得T晨'江 4在揭去型》徊铲于坪<.磕.窑II>这两个萄代寝佳的矿摩.开篇r

~剖面性的高幅度'也锺测量.结果.明.已细铀矿摩主.具育tI<负>a鼻..这件It应

关系+给嚼量.从厨育测量的剖面主..只要圈矗一遭人，体主方..蝠'蓝马上变tI.面

且..异审的变化筒矿体理源大小‘厚.画变化.矿体.大、理事越小. ft.鼻...明

显.量使人'兴.的是.在矿体幽·大...位..寄一个...:ta..异'变化与偏

矿体的革仲对应关系.使畏的葡理由认为噩'审的变化.是怕矿体所致.与..栅比.ya

遭测量羹曼德拿售量色.因此.荒分宵定T高精度罐罐商量在撞.t.拢矿中勘停用'慧..

4

桂北区的铀成矿特点

5·1 .潭"
负噩区(~液作用区》的分布及翼与.矿饨的关系为畏的识唰..体.候T依据z 主

要负罐区部在花岗去体附近的罐层中.一假发生蛐.c矿的是在集霞作用所掺及到"在向着

体中毒冀外撞撞-e.面远离营体的是展中(~良穰停用区的范回内》篝未发现宵"矿靡.这

说明地层中不Tf在足以能电~rl.矿靡的.嚣. .只能辈自在向着体.华南产铀的花岗着体

的偏含量蕾矗辍高 (>10 阳回沪.是享富的..体.

5.2 岩襄动力喝到铀矿化的作用

桂:I:跑区产.与不产俑者体的对比研究表明.着装动力场鑫晕倒着体，蛐矿也·董f. 费

们认为it体中的偏主霎来自跑层.上傻的坝，良苦蒙葡便地层中的蛐活优秀侧翼自身富集的

能力. f包力场鑫疆的智慧.从罐层中获取铀的魅力鑫大.而且.费蒙的机'量力大，精费层

面产生的it动大、 II'H~.. 这得从罐层中获取铀的机会也愈多.者擎的.动还可对着囊中

铀的分配产生影响.由于动力场匍疏远.模动方向"变化.可能会使部分铀矿'发生淀夜.

使这些地区的蝙含量$章程体的奠它罐区为高.因此，蛐矿靡往往形成在着体自厚爱郁的过

覆地段和费蒙侵入中心 t环形局部剩余布幡重力负异常》两侧与地层的突待部位.

5.3 潭部地'作用

桂北#回湘南地区的铀矿化.位于奠民面凹陷区的边缘，与源部费蒙活动初.壳摄大断

裂作用关系雷切.看来，跑壳精厚区是提供李富"嚣的事现条件之一，面大罐罐的构造着

掌活动是铺进一步富集的重要因t.拇疆壳大断提侵入的lUI营体是'配矿的最有利的精体，

Jt岩浆源于很大的部部.因为费蒙房的深度越大.¥曾蒙的温度会更高，且承受上伏'也层的

压力也愈大.因此具育的动力场更大，黯絮债λ 到f宜'也亵跑层中对地层的.响以及运穆的

路穰更*.所以，从朋告中在取铀的能力和现金篝大.此外.吹一级的探断裂往往是向造

"摞体御热穰作用区的通遭.

5.4 锦温作用

前人大部认为华南花向Ff 费铀矿化为非型'浆水的第穰作用.-配醺特征可为此提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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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从 I : I∞页的饭罐图上可以见到.键在地区零星出现的负瞌区 E认为宿示吉撞击县活

动中企〉主事位于营体外援眩'地层中的篡一局篝地区.到费体上一徽'曹为ttJE醺区.这

il~咽~液ft'1IJ主要在地层中.P.是.'9'撞...商量f体. til..弯.水的作用..不只限于

篡一局部地区，在革圈上可能要大倡多.在在街霄'事向.由于这仲'包震活动画遭rL置费的

硅化作用o.矿化与硅他葡萄美.硅饨'的大量:1:.是量成.a区的原因.徒们在挂在地

区已锢蛐矿床上造行的高.~...寝喃已..矿'事上的噩雾'蕾矗盹圃圃'也区tt 10

ISnT.

因此.在蚀，但矿中.11矿撞'摩的原始水拿自这"拿着辈水.每-个.aM.昌罐作用区

可能代夜'一个集攘'由环系统.宫的可能是依酣于窑'事画搭在的.去'事为事溃'县霞..循

环畏'睡动力(~里It>.产恼的~岗岩可以从两个途径向回回蟹'尾，县a. 雷先曼1E肉臂'事~II

II-t跚地壳部处在在的第:垫在离去睡蟠体.在.玲毒团结过理中会'戴大量~.到四费中.真

次.产蛐花揭去的另一将点是霞的性元素<U.Th. K> 含量偏离.其中.含量一般大于10

W帽，由产.花岗古体巾的瞰Iff!元窟".出的囊变!!!能.在拉挺的'也质It回内榈将定的地

质构造条件下.哥不断帜.并在去体啕圃逐步建立一个撞定的是场ts.对于与.11矿有关的

~藏循环系统画言.主霎应为后一仲A.. 因为a.矿朦的事虞是一个辘~时匍E戴+百

H年以上》的'也质过匠.露妻在在→个曲~II.定第霄~.配的事.集编.

一个~.幡环系统的大小取决于所在区地层的孔.度租断要掏蠢的发宵E度.噩Mo.

罢构造发育，多组撕裂掬蠢穿锺及R..度高的地层.~模作用的.田大f负画区的范田

大). I日夜的认为在这仲大范固的是擅作用区内.麓体在帘的动力I~o 第四E循环势必徙慢

IIli 然裔作用区曲范四是在~*时帽内建.扩大的.这悸.在同一集穰W.IU区内不同地区

发童的铺成矿.在时代上会出现较大的差到.fII廖天岭岩体上的314 矿床<47XIO"年}相

3i6 矿床 (330)( 10· 年}的14.矿年践相差233)( 10"年.反之. !是藏作用范田小.a.体夜码

的动力大o~穰循环快.在这仲集糠ft'用区内.即使不同地区发生的蛐虞矿在时代上也无

多大差别，甸.JL山去体巾段豆乍山和~东地区的怕成矿时代篝在75)( 10'年左右.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热演ft'.IU过理中.只有在形成富含S~. F~-~这仲还原性量

的螃镶后才可能发生怕lit矿.而这仲魔体中s 飞 F-'的来源就是梅地震中霞'睛'在矿.画'在
矿之类的a1'量鞠质转变成黄铁矿.赤.矿'李画性"质.这仲地质作用而导撞撞层中的强

烈辛德.因而在地球物理场上形成明显的待征一一tt(负》罐区，官为我们的蛐Il矿预测

提候 r明显的目标.

5·5 if.毒噩铀矿床的形成野搜

同树迫在研究湖南同樊营体时指出.A檀去a的主仲袭现z 平均总醺化强度的下降、剩

磁强度的下降伽剩磕倾角的改变.a是以大约50~的慨事表现出来.这似孚丧明z 集檀活

动是在一仲中雪'强度的水平上进行的IS. 此外，桂元地区混层和深层罐锥界面的研究发现.

花向着型铀矿化与没M磁性界面的组德比深层幢幢界面明显得多.与蛐11.矿有关的断裂在

洗院幢幢界面田上反映十分调晰，而在部层罐性界面回上变得惧"或捕失.在桂北地区.巳

如花向苦i '1'!铀矿化民的ftrr!幢幢界面部小于3 km. 摞层磁性界面不大于6 km. 这在某仲a

If I: i佳lI/J JtI£矿部'ta.r.;墨竹征似筝袭明这仲花岗街型铺成矿发生在中低温‘愧地寰的

坏地"



5. ‘ 囊'量矿的.军..fUll

挂在地区的恤矿位普遍与髓tl矿樊生.黄'民矿霍于何处?从自筒3萄的罐同位事组...

资树豪雷.‘蓝的影虞¥与古董作用育芙‘."寞的认为.'f花岗着体的毒性壳.ta萄1Ji'~..

tt~..由于去擎的集力作用~辜的.幢幢壳中的主要噩注矿'罐髓'展矿是蕃体外撞撞"也

延中的篱'衷画「受量是力作用厦羹画政建It的..握宴量资tJ.在布变质水.与的情况下.‘

.候旷的形成温度约为4佣-450"C.当温度更高莓.遭踵'量高时.还筐~c噩'民矿{?面

U. 这仲矗羹候，在'生事作用下还会还....黄霞r. 这悸.当，县霞.体从'也层中黯醺'自向

营体侵入革经噩ft壳lit..会将大量的.黄候矿连露ca.入槽麓 t并苟篝蒋醺性if中的

磕骸矿氧化c章'在矿同时'人黯薇>.这仲矿筒"与，但矿早.~c的富含s 飞 F~-霉的还原

tl量的lIil对恤的淀段相富.+份有稠[.:四面使..矗与霞.矿'意'畏矿，寄生.当.矿靡

串成于去体内时.一假不再在怕与噩簧铁矿，寄生的情况4匍双措汪. 3100. 3101 等>.俑者

矿床吃囔在外接触常跑层中 4磕性瓷内!IX耐4>. 由于.~候，含量高.Il经的攘攘不足

川使奠完全去霞.坯会:t:Jl少量的.黄候矿与.其生 t如 3110 矿It:. 3105 罐区>.

5.7 tlliJl矿的简单罐式

眼黯重锺场研究.挂在地区1£尚音型蠢与1£向着有关的筒，配矿必须具备三个条件，j生

遭作用‘断费相锦霞体t 花岗营体>.宫的掏«一个偏...矿系统.....矿遭从一定的幌式.

这仲幌式是z 在肉 fi体附近在在蕃篡一击是藩篱环系统，官主要是幸骂骂E水司~c的热穰循环

IE向去休的存在为事动这仲篱环提供~动力.这件~霞..体是国E矿遮体的原始水.翼'量强

的.til作用.断裂的在在.为它们进入营体略目itT矗遭. !皇穰..体在..经噩性壳时成为富

~S 飞 F~-:的连原性强的榕液，官侵入到去体咿后.将岩体中的偏漫血15....矿麓'事.矗

后在合适的环唆下发生蛐的注幌.影届民蛐矿It:.

5·8 关于.旦-寡it.和~盆系的笛Jl矿间.

院.n:地区{茬子霄'曹-九崎成矿稽的西南tI.自然也是寻拽囔.硅、挖苦型"矿凉的事利

地区.目前在.儿山趣横岭花岗营体外援触'酣近的""f事武系司f.组 (3110 矿床}租司E盆

系应量组及东岗岭组 (31困地区}地层中.发现有大型蛐矿廉.佳草地区运鹰在揭去体的

地段中虽然也发现育大量的恤矿化.但篝靡不...一定鲤帽的工量矿化.这篝亵明在佳龙'也

Ii{寻找磺.硅.~军f型铀矿靡.X先决条件锺是附近要有大型的费体毒者基存在.笔者在

研究湖南省副余重力鼻常时曾指出..矿床分布在剩余重力异常的·零'魏酣近，说明"

矿床的形成与据部t:基在美.大题幌的警蒙活动是铀矿床形成的窝御条件E，.华南跑区的在

尚在盟铀矿化与a磨，硅.11费型铀矿化.具有捆同的，囔矿年峙，这羹揭示了宫的具有共同

的主要控矿因素.恨'自重罐楠'究.这仲主要搜矿因.可能育丙仲，真一a是大Jl慎的费

荤活动.岩浆活动可使地层中的"属重'百分配.便地层中的偏活化.劳II.自身富..使

之成为融事体W. Il.罐、自E理nt铀矿床的偏主要来自1t肉w体.逛a是铀矿床遇..~.在

花肉也体附近地层巾的原因.匍北京蛐旷罐厦狮究院的-个镰.组相张待时'在狮究3105

地区泥盆，;罐层的怕成矿待征"虞矿条件时.认为邻近的花岗绪是重要的偏摞.tm. 第二

幌JUt.同一地民.不阿樊哑的怕矿化可能受同一第四E作用的搜刮.

9



6 铀成矿远景预测

根罐罐立罐区的_lIlr将点应x与Jlll.理场的内在联系.我们It主了区撞上进行w:

囔矿运晕霞菌的.11-煌质健盟.在涉及恤.体.断襄fII~霞悻用.对应于罐靡'理场上的

传筐为:"金量力 fl异常、罐罐"理变异雷譬徊'且噩区.

6- 1 u.
..体为嚣.~力伽萄力场量窍霍梅警体.由于暴力榻的作用.面便回告发生变质作

用.当'密是II质言?百时.寞·蟹的变震ft'1I为詹蕃化.曲子Ii!质回去中矗窜含有沉4RII

囚的赁.矿.在是力的作用下·..!lS1I噩黄候r..候r. 变.停用的是隽结果.是在

去'事外圃~c-+~变踵的.佳外壳.这是筐1;产蛐者体的明显'警在.在..111:.·黯去

体的外撞撞.~1Il环极分布的众多的菌"异常.当营体为..优时.常具有·环就正面E异常

环缉的ttlll(囊tl噩》异常'的组合罐异窜形态口.在嘀余重为异常图上.袭现为环状的饭

异常.当告司Ul动大时.环#停常往往比宴际血髦的警体小得多.

6- 2 ••

首先是输霉体在在的地区·奋罐壳的源大哥夜通过.噩噩嚣的是怕霞体位于2哥大断裂

的交E篝缸.咽为据罐壳穰大'青要使人的事E体对蛐虞矿宿剥.此"要有次一级的断裂沟通

..相~旗作用区t 徙磕区).这一点零售重要.这些'面瞿包括煌画实嚣的以及假露重碰责

斜确定的.，伏断裂.

6- 3 是;JfUJIi

町':徒霞区.这件负锺区范雷拉4、.绝对值强度不大.噩场变化小.宫是由于!!!班去

fI作用号1&的，不问'fill饵瞌化的'个磁性体号l远的负F善意.它出现在岩体边缘附近地层

中的It些简嚣地区.因此代丧蕾毒者集水的古籍擅作用区.

畏的在啕走运霞区时.ar满足a仲筒擎的是质-跑穰鞠理醺望外.对于具体位置何事E

田的确定连弩虑了以下一些特征z

())不同罐佳界面的隆起但凹陷区的变蟹'位.

(2) 量力变异鄙位.通常是锚"袋布幡重力异常等值线发生强费扭曲的'位

(3) 环形布楠"余重力组'"需两侧的......

在区内徒们赞商测出It囊远景区5 个. I!螺远晕区4 个. .级远'区61阵. I 级运.

K除了目前工作的一些已细地区外.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工作幢度慢叠的花山地区.旗区

除 T地质条件自匍位于撂麟搜交汇每位.国良密时代等)Jf蛐II矿有利外.在地球物理场上，

其将征与己细地区非常委似.从1 ， 1∞万的'且罐图上看，在山费体以西北附近为一片钝文

的低瞌区.负III区主要分布在范山去体上及其附近'也层中.并从东，以东经二叉、红花穿

过皆体中部分布.从区城1:..花山-盒.-峙..县-.为-*-:l东走向的tie帘，在镶帘内

反Jt边缘.产育381·31' 4. 38 ,'. 320 御 322.众多的.矿床，目".回.在区峨布幡量力异常回

L 旗l1(f~于东西向钝白. (地壳蜻"区〉的态G. 且位于aJl山，趣'‘铃环形局面E重力异

常的·顾自事-. tj棚南 tUt"t:几个大唱的铺成矿区所处的{Ul相同.

1η



结语

铀找矿工作仍面临着-1、转变时期.过去，在怕找矿预测中.重磁资料未得到很好的

利用.现在看来，这神方法具奋美好的发展前景.充分利用重磁资料解决深部地质构造，尤

其是抓住铀成矿活动关系密切的地质作用与地球物理场的内在联系，研究铀成矿特点，对

f铀成矿远景预测，寻找深部隐伏矿床十分重要，是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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