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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关花岗岩和铀矿床的成因研究

张霉'像国庆王文广

〈接工业北京地震研究院)

摘.要

在野外地质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光薄片、单矿物、气班包裹体、

同住豪地质、稀土元素和铀含量分配等室内研究，系统地论述了连山

关岩体的多期混合岩化成自;提出了连山关铀矿尿的成矿模式，即混

合岩化作用热液脉状克填型铀矿化 z 探讨了连山关地区的区域铀成

矿在吧律 z 指出了进-步找矿的方向和我矿的判据。



STUDIES ON GENESES OF LIANSHANGUAN

GRANITES AND LIANSHANGUAN

URANWM ORE DEPOSIT

<In Chine~)

Zhaog Jiafu Xu Guoqing Wang Wenguang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and through the studies of thin-sections. minerals.

fluid inclusions. iωtope g回，logy. rare-earth elements and U-content in rocks and

minerals. it is suggested that Lianshanguan granites are of magmatization genesis

with multistage. The genetic modelof mineralization of Lianshanguan uranium ore

de阳商it is the magmatization-hydrotherrnal-fi1led uranium type.τbe role of miner

alization of uranium ore de阳油.it in that area is discussed. Furthermore. the direction

of prωpeeting and iollowing prωpeeling criteria for similar de阳lSits in this area are

also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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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关铀矿您是费国目菌发现成矿时代最辈的一个富铀矿床.尽管国内许多同行:(.J'冀

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许多地质问噩仍然未得到'决.其成因也仍然是众说纷云.毫

挂在同行姊究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大量的.系挠的野外相室内工作.得出了一些颤的认识.

这些认识不但苟刹于诙区的进一步找矿.面且李富了铀矿的成矿理论，对.康地质处置中

的横素迁移西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区t或地质租矿床地质慨况

1- 1 1&雄地质

连山关铀矿床所在连山关地区位于华北地台东北部蕾口·宽甸台幢与太子词·浑江"陷

过渡部位.本区构造发育.连山关背斜向南京倾伏.核部为震台花岗岩和警山酵费留体.冀

，军为辽河酵地层 s 区内断裂构造主要有:It西西向压住断裂和北京向扭住断裂两组.前者被

1.1茜筒If.它们主要措岩体与地层的接触带附近分布.

本区出露地层主要有: (J)太古界骸山富丰夜向组初大蜡沟组.营性为干披着、片岩、硅

铁否英岩.绿片岩.黑云变鞋岩租斜¥.;角闷岩.它们是本区最古老的结晶基底.呈大小习:

霉的残留体.零星分布在混合花岗岩中. (2) 下无古界辽河窑的浪子山组、里尔峪组、南

京峪组、大百桥组.费性主要为百英吉、片岩.千牧岩、大理岩.变质提灰岩、没位岩和

科长角闪岩等.官们沿岩体四周分布. (3) 上元古界震旦系的石英岩，古生代寒武系租奥

111 系的就辛辛.分布在区内~t部.

j王山关岩体H}连山关背饵核部展布.官主要由黑云母片嘛状混合花岗岩 (Mr，)、红色

混合花岗岩 (Mr~) 和白色娓合花岗岩 (Mrn 三部分组成 f在后面提到的连山关岩体主要

指后两者i-). Mr，以残留体的形式存在于 M~ 中 1 Mr~ 为营体主体，出露面积占岩体的 80 0， ;1

ytr~ 呈带状分布于 Mr~ 与浪子山组地层之间.它与 M古呈渐变过夜关系.过;费岩石为浅江

鱼?昆合花岗岩.￥H事与地层呈沉棋不登台和混合岩化交代接触关系.告体中主要发育绢云

f;Ht. 砖化、碳酸盐化等后期热液蚀变. Mr，含霞恢矿不含怯铁矿， M~ 相 Mr~ 正好与 Mr.

相反.在本次工作中，在 Mr~ 中发现晶质铀矿，含量大约为 0.115X 10 '. Mr，的化学成分

倒对于 M~ 和 Mr~. SiD，含量低. FeD丰田 Fe，O，. MgO和 CaD的含量高，偏基佳1 Mr~ 和

Mr~ 的化学成分几乎相同.官们都是柳质混合花附着.

1.1 矿底地眉

连山关铀矿床位于连山关背饵南翼中西段金家鱼子，矿体产于自也混合花岗岩和in子

IU组地层的接触带中.矿区岩性主要为棍子山组片费和百英费、铺质混合花岗告，白色相

瑰红色混合花岗岩.矿区主要有北茵茵向压住断颈、北北京向张性断裂和北东东向徊性:断

裂.

铀矿体主要赋存在制质混合花岗绪和铺英费中.在石英岩、白色混合花岗岩，甚至没

红包低汗花岗岩中也有铀矿化，但矿化严格受接触带控制.铀矿化多量脉状.树枝状和遁

镜状等.产于晰裂融部带初次级裂隙构造中.矿石多为嘴状、黯状和球幢状构造.工业铀

矿物为沥青铀矿，次生铀矿物为硅钙铀矿和钢铀云每筝，脉石矿物主要为百英.沥青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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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 (j ~1区普陀尘.能 IA:J~ 市油矿 Ii 嗖旷盹 旷;、月 i眨';;·?'?'1 ff嗣 i七 lift. 'i: .~:';';巳、 ~.;J ~.~

6"'ι 碎化、黄.盐化相绿渥否it等.

2 连山关者体囔因

•.0+_

回 1 连山英混合花树岩石中，，~石的

AIlS 有J1!tr规穰困

,,0

1·1 老体嚣璋的..售

根据连向美着体中'重十个错石的.锦胃佳..量披露.得出了营体的(J·Pb 一致线年

酷.黑云每片廓状耀首在南费为25∞Ma.红色相白色混合在肖告具育相同的年龄值.共有

两跚.分到为2340 Ma相 190~ Ma.

连山关着体与浪子山组煌层民布tJ[很不重合撞触.il.布提合交代初佳人援触关系.菌

者表现为攘子山组底部石英告中有缸色混合在向糖和石英庵碌的存在...添等人

仆"的的工作也证明辽坷'串之下的震含在揭去顶'存在古风化壳.然而.红色相白色起合

1£尚告中~有大量ttJ地震残自体.包括穰山醉的和辽河If浪子山组的地层费留体.而且岩

体中的iI合岩化热夜又ltlR子山组地屡发生了注入混合交代t饵三遭岭〉和岩体侵入浪'f

山细地层之中 t细刀窝).

由此可见.岩体与地层的接触关象表现为"既老又新气说明在浪子山组证军民主前(2340

:VI川.本区发生了混合岩化作用.形成初步的连山关岩体.它成为浪子山组It~..~积基底 z 在

浪子山组形成之后<1 9ω Ma).去体再次发生混合岩化租重 it位.从面形成了岩体与地层

这仲复杂的楼'直关系.进一步说明了连山关者体是多朋形成的.

1·1 老..合磐化Jill研究

1·1.1 If外地'现.

C J)窍体相地层具有混合交代接触关系.

CD赣山醉残留体变为混合质告苟.残留体的绩理方向与区模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残

留体不但分布在营体的边部.而且更多地分布在岩体的内部.

(3) 同一地点的岩性、着否结构租构造的不均匀.变异较大.

(4)没有岩浆侵入体的一艘特征.细岩相分带、流动构造.热接触变质初发育大量脉

告等.

1. 1- 2 岩石矿物挚"篝

(])混合花向者中育.山樨变位

~J相浅位省的变会结构.

(2) 发育舆型的混合岩化交代结

钩.主要为例*百交代侨民石形成交

代残留结构、饵 t生否1ft边结构、蜻奠

结梅和棋盘倍于状交代条纹结构等.

尤奠是斜*石的藏含重结晶.晴化边

何自由班现象.

(3) 根据测量 Mr; 和 M~ 中 6 组

伺候百的结构态戴帽，挠'后在回 1 中.

均稽入左下侧顶楠，说明这种最大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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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f二百是-::: ft Pit国蕾

~" 61"t:中的错 Ii分遥喃 '.2340 Ma) 徊不透明 (1900 Ma> 丧钟.不远畸佳6娃后蚓

礼台交代的主革果.何倚艾川984 】 it辈辈卒地区惊石特征的面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1·}.3 罔位.地质精锺

红色震台花岗岩的全岩a"o 为 9.68~在-1I.8'C， (平均为 10. 钮'在.4 个悖品).白色混

合花岗苦的金告a"。为 9. 17 'C,-II. 48%,. (平均为 10.46吨 .3 个悸晶 L 宦的均大于10'飞.

营体中备去百的 Sr. Sm 相 Nd 同位事测定结嚷份喇喇于亵 l 租衰 2. 由表可咀.' .Jt初始

"Sr /"'Sr比值最小为 0.7205. Sm 相 Nd 同位素的 fN，i柿; <O.!.. 咽 <0. 由此可见 • l;f营体

中的氧、"相做三神同位素的研究部表明 fi体是自古老的上煌壳精质 t主要是沉棋者预支

援i1UP. li> 经原地改造形成的.没育上煌帽!l下地壳的物质细人.

寝， 毫由美藩"的事/Jr.; ...比值

曹佳

红色疆告II向世

自~iIl含在商苦

"琦«垂在向曹

江色a告 II向警

幌眉OR古 II向蕾

帽砸在告在尚营

..:!萃"州军费饵.

l:t帽惶置

矗山亮~:!

瑾山接踵区

瑾山菜'应医

3iC·;，s. r库I(口

3111~ r靡 un 中帽

l075r摩 nil 中帽

寝 Z 连山秃煌匾.石缸--~.回位警:a..

"蟠·'fSr'"~r

ιiZ't三

0.7-1泣"

n.1~ln"

fL;‘:fl

fl. leU

o. i151

!!I 7Stn'尸叫l I 5Dl Iκ

己巴土旦;ζ:二-川!

;N问川川川辜割凯圳附…II川阳叮》叮川Inr刊叫5呻矿库Ui川! 二1二二立:二:

Jλ二………8二…………;…斗……I'……;二=Jj-j百:吾于F可汇;二二同;忑;二三;二;平;;;;;;;;!!川i二二忑; 「尹二工王::;…习

…二iljZ函哥函F平~l=二7二JJ，;!:;可ZT

K …zkTFJF闷儿;二:zFiz!可
1.1.4 ..土元囊精征

Hi Jrj X 荧光测定了连山关着体备着性的稀土元素*锺.并作出了稀土元素分布惋式回

t 见l到 2> ，所 --Ii的警百均为负钳界常的'童稀土富集型. ，疆土总量为 117-201 ppm. Ell/Ell'

为 0.11-0.62 (平均为 0.23>. 这类精否应该为上地壳物质经改进而形成的曲阳可知.各



￥~'li的‘上元辈分布帽bt蕃宵"缸.随式曲线但Uif·n是囔.ft. tlf.-]撒在.Jt {~;可.我晴"

质量E合营化程度不同.饵'瞌俱 EE苟安代ft'Jrul.· 串串~百含量.少.亏损越大，也寝嚼原

始壳霉国民分较多相疆含着佳作用的不均匀.锄'"是统一的岩辈虞国. EuiEu' 篝镜应相量不

大.
1
·
i
t

』

i
l
j

叫~ ZfIIOH.. Zl'UCOZe zh嗣·

"回且"

l! ZI唱It!!

)f ZFII'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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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幅

M即
罐••

四
、
唱
擎

Go! n 0, Hot Eo T. n 1.lI

·土元'
因 2 连山笑地区去苟的'主元震纱布帽式固

田中帽晶蜡代髓的警幢哇.:

!'w S. Eo.prLa y

1.1.5 化掌'毒分

红色御自色混合花饰着的化学囔分和正常费浆岩徊比.富SiO，和II CK.O+NlI，(».这

反映了官们的混合交代成回.而且缸色相白色混合花岗岩的化学成分含量几手相同.只是

Fe，O， /FeO 比值不同 4分别为0.86 租 0.58>.而lt CFe，O， +FeO>分别是2. 01 ~9相 2. 09~~.

根据上述对岩体进行的野外地质.岩石矿物学、同位素地质和年代学‘稀土元囊分布

慎式相化学成分等的研究结果. i!边喝连山关着体是经多期混合岩化作用形成的，原岩主要

为本区的赣山静地层.没有海部慢源和下地壳物质的加入.白色混合花岗着 <M~> 和缸色

混合花岗费 <M均》的上述特征的细同性亵明它们实质上是间一地质体.寞'色不同是由于

寞中的 Fe，O，lFeO比值不同.这是由于它们所处的物理化学场有差异.导裂了岩石中的 Fe

发生价态变化.

铀质棍合花岗岩的戚因

"质混合在街者是连山关铀矿床的主要台矿圃费.官在以前的文献中出现多种名称，.‘

交代精.铺交代精 .W交代在英费 .2合顶E英绪和不均匀"合费昌 f. 军:I i曾照耀楠棋

<:987> ~混合营化成因着否的分樊原则.将这种精石称为"质耀合在向费. i昆明宫的混合

辑化程度t2高.俐低百含量也艘寓，跟着经交代和重结晶全部变为"Ii生矿物'.这种辑石

主哥哥曲解低否糊否集细嚼， .不禽就很少舍"*百.官在精体与地层接触带中星回块状产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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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呼:诞合 lEi与 ti是或合音化交 ft阳重结晶 tt; JIJ16成的温含在尚~费Ii.画.不是-.童
足1:的集囊'‘交代作喃自 611的幢交代苦.因为: (J)官不具育典型的德攘畹交代毒的某些

量«将锺.fIU苦奋中百英部分或全部消失.奇百的孔隙度蜻"等.‘2>宦的金者 alto 平均

为 10. j'~..韧Wt'Sr!""Sr为 O. 16Jil鞠 0.1121. Nd的 f_... 为-0. 211. ''''州为 -33.5. ',..

为 13.66. 韧蟠"'Ndi"'Nd为 O. sa856. 这些同位..霞说明它不是由来自r地壳革上地

慢的雌性温体交代蟹'量'再倒回去影虞的.(])宫的事'土元摩分布.式与谊区奠宦罐含在

岗苦的季常徊钮，寝晴官们具有相同的'质来露.(4) 奠中的tlUai是后'田德擅交代过臣

中檀交代的早蝴矿II. 画李后蝴集霞.交代作用明~.«:的交代矿II; 它的胃位蜜年麟值(19回

M叶也说晴官与缸色混合在向着是同鹏不同黯畏的产II. (5) 它具有典型的混合岩化交代

结掬.111解*:石的覆含量结晶'国晴化现a; M;外.在温合费住交代司~CtlU~:石的同时.亦

商百事E的空虞.而且倒挺石窜与否奠彰.«:交生结构.(6)宦具有趣含在街厦着苟的基本待

证.也I原告的原在层理制层就掏矗已金'请失，面具有块就带筐.基本上曲"精生矿物'组

!'it.岩石植度进一步"大和怪石的模盘结构等.

4 铀的预富集和铀摞

".1 现子山组地居不是JI矿的组军屠

(I)宫的输含量在区域上与英在上部里尔峪组地层等的基本栩同t一舰为(1.5

3-υγ10 ‘) .而在矿区高达16. 6X 10 ‘.这仲矿区和靠矿区愤含量的整异i~嚼矿区浪f

III细地院中的偏离场不锺阿生的.它是成矿然模中的怕被带入的结果.径选形态研究表哥I.

矿 I王百AE22相片岩中的怕主要分布在裂隙中.这一点也证明了上述结论.

(2) 矿区百瑛阿密中的""Th/'''l:棚'''Th/'''U 比债大部分小于 1 (根据精逢明 1988 年

审rfli. It明浪子IIJ组地层在成矿过徨中是富'自铺.丽不是丢失铀.

(3)与国内外一些典型的楠源层榈比.~蛐含量末'正.锦旗:It.因克里克地捕下元古

It界库尔平建造黑色页岩的楠含量蝇低为:W:<JO\ 马藐建造黑色页岩平均为3C)( 10 ‘

~~I叫江南古陆西南缘上震旦F下寒武系穰硅自E极岩蛐含量为 25-36Y 10 •

(-\)连山关地区与连山关铀矿床梅同类型的铀矿化不但分4旨在营体与浪子山组地层的

战触帘附近.而且还分布在着体与鞍山1Jif:向组费留体的接触带附近.后者的成矿怕不可

能来自浪子山组地层.

".2 铀的霄'集和·潭

辑体中蚊十个锚石的楠含量分析表明.透明精苟 (2340 M旧的楠含量为 (253-601 >

v I f)‘ (-Or均为 400Y 10 勺.不透明错百 (1900 M旧的楠含量为 (1392-2305> X 10 ‘

4 平均为 1933YIO 勺.后者明显比前苦富.偏.告体的原岩铀含量，匍穰山IJ丧向组和大

峪向fIli量位告的平均销售量分别是 2.4 f!l 4. 8 Y 10 '.比Jt形成的混合花岗密的蛐含量(我

ω 明i.偏低.上述说明智体在 1900 Ma 时经重新混合告化作用相重就位后.英中的铺含量

显著JI而.由于连山关辑体提布上地慢 dr地壳的奠宫外，怪物质加入.所以棍合花岗费相

Jt原告殴具有相似的化学成分相含量.再』混合花岗梅和原费具育基本相同的楠含量.所以

不同年tti储石的楠含量变化相原者与混合花岗岩铺含量的明显差异.只能说明智体中的铺

在 1960 Ma 的说合者化相董事t1J电过耀中发生了重新分配.告体中楠含量分布的不均匀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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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hfU

42.0 ~. 1

‘2.$ ‘.,
49.1 5.~

32. ‘ ~. ,
f3.1 3.5

z‘. ~ Z.I

峰回II f过一点在街~~自kst忠t:flf使 YPEt-XE飞 :;:0]怯陀;k;:t~!t牲摸-i~陪同志荒丘12.fr

向 t迁榕适量中.由于压力F降·金属元素也随之间建体栅IT集.从面If;r4. T营体遭暴富

榆匍部每贫恼的幡局.营体的忌撞巅峰事侃flf、立面 F:坷剖』也LE事实 ;j刷 h~~i飞 i~ii'.:吭iL:

4υ 本区建入程合花揭去中的除体拥对基体画;{1: ~il '_. K,l). :'\aJ). '-'钝! fh. 此回!混合军?

体率1事富SiO:. K,O. ~i1I:0. t:伽Th. It 】 i专 'm...巾恼的画面化与毒展同奇:忡地i正阳夜回沙

龄噎花岗告中怕的模化季常栅但.撞在早.中'自产$句中含量酶ft· 在嚷"花岗岩中的恼岔

缺m肖. (~) l二日udt 稠用陆地壳告百中的K.T毡，回(- ~量与商量色运I~惠理诠膏究T大

陆地壳中这些元擎的垂直分布.认为K. n. 租 U 含量瞄舔度是指数被少.下地壳营石中辙

含量一.小于"XI0 " (4)在在街赏中的M-..肉在魄"相漫莓...

由此可见.营体在 1织)()Ma时发生的耀含着化作用‘三届lf恼的霞富集.提合营化作用

¥l是铀的'富集过雹.在矿区穗子山氧云fJ否襄费披混合岩饨筐II越高.X混合岩的蛐含

量也撞..离.单矿'分街寝晴.伺候石的"徽.u是石化 (a含着佳方式主一》筐铀含量"

高.后蕾比蜻番富M.M质量E含在商费中筒~百的输含量 (2%. SX I I} ')高于江色相白色震

台花岗告中偏低百的偏含量.这是因为·冒着..合黯化最囔帽产....而后者是在1900 :Iota

时的震合毒化作用之 8161良的.

袤 3 1ft啕在李矿区.执着体内篝的缸鱼雷 E含在向警到接触'的模红色混合在院去相白

色耀合花岗岩 ·X恼舍量遇 JI. 这仲震..Al r.~Jl的.由于智体与地层的蟹'量唱'是一

于断裂钩逢空间.篝分震台费饨的富偏远体主要精援触帘混合交代.奠中的偏发生 rt螺装

费'世酣.从而咱自由 £1蟹"带着百 t白色、浸在色租"质提合1£离去}的铺商场.亦为铀的

同事躯体.赏，中的偏主要以活 ft'6式:阵在.

寝'量由美...盒，.诗寝 (:·-.e "

?工上也-EJ一".. I U •
眩'量 !III ! 11-3 !

tI: !.a含在南啻 于一一--一个一 i 一一---t
r l! : IS , II. ‘ i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斗-一一- E 一←-
, 医峨 III i I.Z i

通江~iIl含在向世 L一一一-→一一一一 t --寸
矿区 15 1.Z I

--------!→←一一← 斗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斗
;匠... 17 JZ.Z i

白UUI' ~rtlft ←一…_.--~-一一一←一←---一一一→
! 矿区 zz I II.' i

表 3 也说明在矿区的白鱼伽1.\缸包键合德向馨的铺含量侄子宾在季矿区的输含量.这

仲圈缝矿体形成的怕的降低场i是晴圆告中的偏发生了活化迁移.亦即镶矿靡的楠预富集体

巾的楠发生了活化迁移，福化迁移居副班富集体中的强!l硅化等~横蚀变作用引起的.

5 成矿特点

5. 自 圄竭的a矿章旦

在接触帘的浪 fll' f1l鹰.6~费发生鹿悸黯裂，产生费隙. '1'-矿Z鲁掖提供了贮存空

间阳i星移通遭.棍子 III锦上郁的云曲'片梅发生强烈挤压变形.形成.a展，使接触帘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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吭矿吃鸟雀辛勤快建捷尖.吭矿的~蜡不揭扩散.从而宵Mhi矿作-峭的主运'曾进行. if" i t: ,;L
恒的省磺片古.白'要去相 E巨细注构造中的石墨为国民矿提供 I还摄的精化环堤.

i!C!暇 i提合lE i枪击的阪 Ft:O ， ·Ff·n 比侦制高恤含量对囔矿作用律是非常育事 l的-fi 人 ii，

:lJtI~殴温含在肖奇阳铀矿他的关系娃蝇交代作用自缸矿的关系.民实芹毒组此.因为: ( 1!惋

质古t合lE尚苦是司E含着化成回.不是一恒的~袭瞻交代1lt因; C!) 恒不具备一般产铀越交

代密的将是....缸化、霞角毒化、.矿体篝严子早帽'民交代蕃体之中; (3) 谅矿库是禽矿

然被以吏震的~式形成.拔的充槐矿靡，西不是交代作用彰'配的交代矿摩; (4)敷理分析

说明者否中的.与罐II有相关量.

5·1 '*矿销量精篝

幢矿体几乎篝产于馨'事与地层的撞撞'着否中，撞撞'是撞矿掏遭.这是因为篝触带

具在良好的成矿空回租'理it~变异场. JJ..蟹'事内部的缸色.含在向费到撞撞'的白色"

饷啧混合在向着.着石中的Ft.O./F，ρ 比值分别是0.116. 0.58徊。.211. 说嚼盒到撞撞..

去百的起原能力愈强.氧化能力越弱.有人认为蟹触唱'是下是壳祖上是'醺质相矿质来霉

的通道.恒It噩'译和击石中，ι 想相徽的罔缸..鼓'事没有证明这一点.

矿区断裂构造发育.合矿构造走向北京东鞠北京.倾向南南京相南西.援莫翅醺可分

为破停帘舍矿鞠次.断裂裂'舍矿.食矿掏遭主要为..矿自由形成的.在..矿唰又发生了活

动.根据含矿'哥襄中的岩石发生了童男的'压磕if.绢云'局面E形成强烈aeJ片理化现象.面

冥中的商膏铀矿呈网脉就.没有发生霞if. 以及对断裂构造的力学分析.i是晴禽矿构造是

在近南北向的应力跻压作用下形成的.在成矿时又转为拉张状态.铺充坝冥中形囔了酥校

沥青铀矿.

5. ,) II矿第灌活动.4

矿区的回击性变类型主要高钢~石化、绢云It化、硅化、绢莫若化‘磺醺盐化、结i皂

filt相方铅矿it等.宦们在矿床的不同篝位和着性中发育强度不同.M~石化栅绿泥石it

~«矿前蚀变.锅云每他何细英费化以«矿前为主.硅化tlJl鼠，栩为主.磺酸盐化贯穿启程

矿作用的始终.硅化、绢云每it何绢费者化.尤其是硅化.对葡富集体中铀的活化相迁移

S重要作用. WI.主石化等奠宦健变对II矿作用只起间蟹作用.下面主要讨论硅化、绢云f:J

饱和锅葵营化.以且其..矿意义.

回苦的硅化是指耀含在向世形成之后发生的热榄蚀变交代作用.不是混合营化阶段的

西莫相重结晶作用.醺化在本区发育待别强烈，so.安ft奠官矿'的罔时.还形成蛐硅矿

'住.回岩哼·Sio, I;A各仲方式交代英官矿物，尤真是 ~ti. 形成交代穿孔结何.定代残部结

构和交代岛屿极结构.".碰化.强费的方式是在阙质混合在向世申. SiO."推进式'跑交代

所街早期矿物.形成租植的 "J噎软"百英.幢他主要发生在成矿阶段.这是因为(1)矿脉

巾的沥青铀矿和石英窜密其生; (2) 强烈醋 't和14矿作鹏篝成育 -II. 在旬'是本区在混

合指it作用Z后的一次重要热榄活动.在宫的之后.本区役宿钝大的热穰活动 I (3) 脉 t~

百模糊硅化石英的先性一致.在自 1中的气被包襄体形成的物理化学条件也相似.

硅it使预富集体中的蛐发生了活化彻 if移.预富集体费苟中的尊矿物铺含量分析结果

我晴.遗精矿物中百寞的偏含量最低.镜'"艘皇..明镜P.l fl发现预富集体警苟中.除啧

耐铺外.大部分锢以矿物形成存在于矿物跚幢之间的空隙初费隙中.当精百发生院化时.百

费 ~ftIHi. 低百巾的输披".艘'.同时翻位磁化百羹的形成.必然傻眼抑的搜隙昌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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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t电E碍蜒.ff-在 T-颐裂隙中的幅画蛇·督烂- ;i~ ;1: ~跑 n每 ftlt i.lj i!i :.:r t ， -垠正;中的销心

~要贯主播"和迁移.转入集震中614富.的...矿蠢I".

捐云a每iU化k辄魏a羹E告4化k的走膏E哽是岔旷岩6的主司髦誓E匡~h际'.主E

费.宫们'是E固成E矿作帽的酶，奏睡.艺e们I与蛐虞矿在空昏萨问l耳i .tll)-掠性值 t懦尊进一步t候吾i忖~ •

S.4 J在矿的.化.件

经过大量的气穰包襄体研究.发理气穰缸.体的i二矿串'‘是否要.这些石英多是‘Jj

状..它们.Il矿明的硅化石英.所以根据这些百英中的气液包.体可以底it$:矿集霞的辖

且相街化条件.

对矿'在中租丽青.矿'密共生的言奠中的气被包WI"进行 r酒iIlfIJ剥压.真均-温度

1J :'!II'C-2B8'C (平坞 290 "C) .压力。44-138) )( 10' Pa.变化穰小.即成矿过程中矿

'章中的It矿集攘的温压是比..定的.虞矿~IB远行得季常缓慢.康生包襄体鼓量少.个

事大也说明了这一点.If回费石英的系列测量E寝明，矿区司~Il了一个"矿化部位为矗高向

四周降低的温度'度蝙t见回ω. 在矿'事中.tt矿脉为中心.向两制图着万向温度酶侄.这

说明at矿的第疆体很有可筐.是矿'事由量的闪解罐罩着脉.间饵煌斑告脉对笛的矿化是非

常菁祠的.Il矿的第嚣体相II矿的还原体在侵入时形成了该区的往来构造:"f撞.同悸测得

帽计算了本区的压力佛皮箱.官与a度的变化正好相反.即成矿部位压力E. 围着中的压

力高.这仲压力佛度促使T.«矿~榄运穆.

罩IO~
冉

"甸$

'棚'霄

~

/

L..-._____
••

唱圃-唰

•••
因 3 }).者傅申.(:到棍'且'缸f. a齿IE肉'曾中的 il体包体均-all变化困

百英啡'的气漉包襄体成分测定丧明.Iit矿荫的包 .t，事势相I.CI· 配O，-NII' ce 水质类

型 z 属矿帽为 E配【λ. CI-C. 水质突堕 III矿后为 CI-NII • ca 水厦突温.在成矿MCD，含量

高.底，荫拥戴矿后降低.丽日，和 CH. 则正好相反.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包蔓体成分中的

Ca" 相 HCO， • N.-糊口量正徊关 (14 个停晶). .键性回归方'是$

y*"n - 1.18Hzr.. - O.ω346 , - 0.95418

货1-1.2创6z1lo - O. 09469 , - O. 97068

这种现'民值得透-步 .it.

恨篝气相E包.体«分计算"{'"矿鹅植的 pH 相目，但 .pH 值在«矿'可.成矿栩栩.«矿后

分明为 6.10. 6.43 和 5. 邸， Eh值则分"为 -0. S8IV. -0.570V和 -0. 58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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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 成矿热液中铀沉淀的主控物化E事

成矿热被中的袖在断裂构造中沉淀的物化因素主要是成矿热液的压力降低.含矿断裂

构造由成矿前的闭合转变为成矿朔的张开，这一转变使断裂构造?间中的内压锐减.成矿

热浪从琐富集体中迅速流入其中.由于压力迅速降低，成矿热液中的部分气相组分如CO，

逸出.矿化部位的温度升高加速了这种作用的进行.同时还促使热液中部分碳酸根离子转

变成气相co，逸出.co，的逸出引起热液的pH值增高，热液向弱醺性转化.由于成矿热液

中铀主要以碳酸合铀酷绢合离子的形式存在，所以成矿热液中co，活度的降低亦导兹碳酸

合铀镜络合离子的进一步离解，并析出uo:-. 然后. uo:~被围岩中的Fe'-. C 等还原成

沥青铀矿沉淀，形成沥青铀矿脉.

6 成矿模式

根据上述研究，得出该铀矿床是混合岩化作用热液脉状充填型铀矿床.其成矿过程为 z

(1)连山关岩体在 1900 Ma 重新发生混合岩化和重就位，岩体中的铀发生再分配，铀恼混

合岩化热概不断由岩体深部向浅部富集; (2) 晚期混合岩化热液聚集在岩体与地层的接触

带附近.与石英岩等发生作用形成铺质混合花岗岩，同时混合岩化热液中的铀分散在接触

带附近岩石中形成铀的顶富集川3) 矿区出现热摞，在预富集体中发生强烈的热液活动.如

硅化作用.使其中的铀发生活化，压力差驱使矿液迁移到处于拉张状态的断裂构造中.由

于压力聚减，引起碳酸合铀It络合离子分解.铀从热掖中沉淀战矿.

7 连山关地区铀成矿规律和远景

根据对连山关地区 180. 183. 260. 18:. 403. 170. 206. 146. 417. 34. 258. 256.

212. 148 相 410 铀矿床(点}的矿化特征分析.综合连山关铀矿床的成矿模式研究.1U出

连山关地区铺成矿规律如下，(D 连山关岩体与地层(包如鞍山群地层残留体)的接触'Ijf

.Ji;拧，矿构造I (2) 连山关地区铀矿化的铀来自铀的预富集体.预富集体主要是接触带附近

的宿命花岗智; (3) 本区的铀矿床{点}几乎都与连0，关铀矿床具有相E的成矿慎式. Ilr!
y昆合省化作用热横脉状充填型铀矿化; (4) 铀矿化和!岩脉至少具有空间上的关系，而且铀

矿体一艘产于岩脉的下盘.

症'于上述认识，得出在本区进一步找矿的方向是岩体与地层的接触带附近。我矿判据

是， (D 高is场 I (2) 铀的预富集体.尤其是其中铀的降低场; (3) 强烈硅化和绢云母化 g

(4) 走向北东和 JL东东向的张性矿碎带 I (5) 早期岩脉，尤其应注意近东西向的岩脉和岩

脉的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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