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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大寨超大型含铀错矿床
成矿地质条件及远景预测

韩廷荣囊庆邦李永华张琳'也有敏

(核工业西南地质勘探局二 O九大职，云南〉

摘要

大寨超大型含铀错矿床位于滇西帮卖断陷盆地中.盆地基底为

混合花岗岩，盖层为中新世帮卖组含煤碎屑岩。盆地的发展经历了菱

形断陷成盆，同沉积构造发展和抬升剥蚀三个阶段。同沉积断裂控制

了沉积建造，岩相带的分布和铀、绪的成矿作用。错矿体主要产于下

部韵律层 N1tr 主煤层中。矿石类型以绪煤型为主，绪主要以有机化合

物形式存在于镜质组中。该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是:隆起带-混合花

岗岩-断陷盆地-地热异常区是成矿的前提;同沉积构造控制着富厚

矿体的形成 F不整合面是矿液的通道 g 泥炭沼泽相有利于成矿物质的

聚集.铀绪成矿经历了多次成矿作用，形成沉积-成岩为主的多阶段

复成因矿床。预测了四片远景区，找到了两个新矿床。经矿床技术经

济论证，矿床具有埋藏浅、品位富、规模大和易采.冶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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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zai superlarge uranium- bearing germanium de萨lSit is located in Bangmai

Fault Basin , wi臼tern Yunnan , O1ina. The basin basement is migmatitic granite and the

ωver is mtα:eneα剧也~rjng clasti囚， Bangmai FI田mati∞. The basin devel(刷nent had

unde唱:one faultcxl rhombus basinforming , synsedimentary structurc-devcl叩ing and up
lifted-由nuded stag回. Synsedimentary faults had controlled distri队Ition of sedimentary

formati∞ and lithofacies , and uranium and germanium mineralizati∞. Germanium

ore-bodiesωcur mainly in master lignite-bed of lower rhythmite. Hosted germanium

lignite is taken asπlain ore-type. Germanium occurs in vitrinite of lignite in the form

of n￥ctal-organic∞mplex. The metaU唱:enetic gl∞l唱i臼lα>nditi∞s of the depooit are

that ground pre阴阳tion is uplift zone-migmatitic granite-fault basin-geotherOlaI anoma

Iy area. rich and thick ore也x1y is ∞ntrolled by syn回imentary fault , peat也泡 phase

is fay田'able to accumulation for ore-forming elements , and uncI∞formity betw四n over

lying cover and underlying basement is a channel- way of mineralizing fluid. A multi

periodic 阳nposite ，民ing regarded sedimentation and diagen四is a.<a major prO(泣笛， ura

nium and germanium are deposit h画 been formed through two min~ralization. Four

pros庐目cling areas have been for田asted and two depa;il'> have been ac∞，rdingly discov

ered a回in. Technical-e∞nomic provablen础 sho附 that the deposit~characterizcd by

shallow-buri 甜， rich grade. large 双:ale ， easy mining and sme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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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锚是一种幡霞元素，世界资源在眼.主雯·以伴生.n;京赋存于耳主属矿床皮褐煤中.搜立

幢矿床少见.大寨偌矿床于 1958 年由云南省第二地脱队在战铀过程中发现.通过勘掠.发展

成一?以铺为主.宿、铀、煤复合矿床.

本课题从研究盆地演化入手.指出盆地Jf~暖和发展阶段 z分析了成矿地质条件z提出了

成矿机制相成矿幢式E进行了成矿耐捕.经过实践.取得良峙吱果，

l 区域及矿床基本地质特征

1. 1 区域、矿区地质背景

本区处于同!在斯念青唐古拉栩皱系.自rt 曲连栩皱带.临7ft 今勘海阳皱 4i中段的i陆沧

f亡幡夏背斟上.矿床位于晚第兰纪断陆盆地群的哥哥卖盆地中.

区内地层发育不全.地质构造具有多陡剧发育部J特征.岩浆活动硕繁.区境变质作 JH 幸[J

i昆合岩f工作用强烈.伴有多种矿产的生成.

帮卖盆地是'以曲托混合花岗 '1YJ.JM底的阶梯状半地主式晰旺i缸地3 缸t也叫缘相Mfl辰[i11

沉积构造控制者盆地的形成和发展，

盆地地层简单.j)新生代晚第气纪中新世..帮卖到飞是 -it.台煤畔f~{)t主:选<l￥J I)。它

由，1'沉帜旋恒I.三个韵律层 .R 1.... i';·n段组成、 i;a相 "]1 11麓相(;叶I帜 .i!t f只相)、;口Ii在相、 i自lin

相等.

1.2 矿库基本地质特征

1.2. I 大事含铀钳矿床产于市费:缸地回何'I中段.£tll叫组{"lilet只构造控制的冲 jRf只!j:j fil/luI
地内.铺、铀矿体分布在第 A韵律t" lb:、层tV:层相t" .b ' 后 tai含贵砂}/;.中。矿'体呈层状.与地

层产状一致。在 Nih? 的煤层中(第·台煤段 I •般烛;层即是钮'矿层 9NibZEFE; 第·层熄J{

锚的主矿1年。该旷 1年稳定、厚度大 Jhit南、槐树E大 .t主储最~j矿床总储量的 !W%. j二矿体M

集中心{益于矿1年的中部.推测的革!良 [iiji1 i: f，只构造之1".. fif"体产状由提变陡 m~忧。且走 r;'J 延伸

与岩层和基底同沉帜断裂 HI:') 棋牟;ι生(同归。铺上矿体品位中 F邱瓦{. t·.那明报变 tt· 个

月IJ地段达不到主业品位.-lt D贝极 'l:-{i 不合矿例仔慌分巨( \I?一\l Id和各分层内巾 Fi~ l-.铭'台

最有由自变低的趋机(罔 3) 。

1. 2. 2 销矿凸.按自然要~~~IJ分为:切·煤右'响和销-EKYfTli时髦 3 以切煤'()明为主 .[Ii 矿'即iiftM

93% 。

错煤￥;-Ti矿石 :~l电煤付费用以中亮慌、半RIH¥ J.J.i.民线照状、条带状、均匀状结构 .t~

状构造.

最微细分特征:有机细分中以镜!后组只l上.含少附中镜，~m.· 持台最-J.J 6日纠 --fHl% ;
中吃费细含量 2%-JO%.以中约Jf.:1在 ').;1:; 稳定细含阶其12%-3%.常见其I 角frJ!f木、 tJllm

体 ./J、抱 f体等。元机组成分中 1千j也含有帖 t..台阶·的 h 2%~~IO 川.jj:台少 'It品'铁矿 7i

经反射率i~'1 ii::.镜所细员大反射韦/l由 =0. t!)~.阀低哇JrJt盹肉呢先付

含铺煤化学特fiE'ι N. 1o

1



寝 I 大事舍植幡矿库吉罐罐噩噩给杨噩噩事

L 盘 分 l'i ‘~".) 3- ..‘ υ. I
哑，咐III圃， ，、· v ~ Ql.r,kJ 'll 吨， 吨， 5哥』

1.53-1血 54 1. 4--Jl. 12 ~.!军 -41.5 0.65-%.45 II. "-!4. 1 :!9. 7 -3 1. 0 O. 怕、l-t5 O.脚-0. 到l 也~-o. 10

4血剑· 川'.31) ‘3Z.151 ‘1.3" 1!1.0' 130. ZI '也 ';1 ‘O. ;:ll , 血"

e • ~ 分 ." pi ‘'古、 庸til醺 ‘..
E‘ 臼

SiO陪 民剖h 划去卫' c..o ~ so, T陆

4 吧....' ‘ T ,. I
49.45-14.3 5.11-1.11 '.5'- 主1. 41 1.05<3.41 O. ZI 、I. ι， 也均-0.13 血 15 、·5.1Z 1 归 -I I. Z4 0.Z4-ι4!

‘51.90) '5.451 四 1'.0辛' '2.ZI' 10.95 , .1I.ti5. ‘ !.~I 10. OIl' 10. )3,
• ( )内为平均S.

含错煤1J(分以中1J(分为主.真含til在煤层中变化较大.-F部含错煤(主矿层}占庭外有增高

的趋势;含情煤1J(分指黠(Si~十八l~(). I-'C士也十Ca.O+MgO> ;与 8.36.低于;耻铅熄U6. 38).说

明含错煤中的 fe~().+CaO十MgO 的~T-龙锚埠z含路煤金it含 'lt-f'T~J I. 37:; .ρi于花铭·煤忡，

62%>.并以跪化牛'疏为主， t:述两点都i吃明.含iii却是在闭哇杂件还自~f'M吏尚的水1年中UZ

i辛〉形成的.

错砂告矿石:为含贵砂!If.常夹有1寄生某层(线}何费质昨片.有til含赞厅分之fL¥'1百分之

+JL. 恪-粤、古哼l钮'组分主'OJf含在安'，Q1;t有优质拈十.EfHf二中、路砂{;'~U-j瑞士吃'UtiI'" -fi';丰富·构
月宜不同矿石英吼的[.i] .矿!卡

1. 2.3 错的存在形式

:毛 /11 屯(f;长针、.!li液什肉、扣 I主 ~r析、屯湾所、 ft~j:卡2月'L和 iI坦提取 :I} JfU~. i!H 门'夕，ji iPT

研'i~ . 自-rf;煤中fi!j ftfflfJrt.iiz在L'l.时可(~~?;~ {~均 Jz ffJ- fdfU 七 f7巧 itftftft;i·;i;4r!J' 即中 H

Hl质(腐败民 :I} }、帖i +'iiJ'"f')，词 ilω. ， :'i; ~~iI~~H :j.~S {{ (I:; fl~ 少 ll~m 'lfiitLl.'t,i I'J? H jl在 ({ι} 二 iil

E豆tt;.矿功的品恪l~J .

1. 2.4 矿石中微量元素特征飞表b

矿石中~-钻t怪而..(j'{;~柴系ti< .I已~台阶fi'l l~~壳 'iU i克拉克的)>主持布商业y已在.官们

有 W、阳、 Be ， ln 、 Mo、 Zn 、Ph， As 、i\b 和 (u 丁队 'l;~~~ 条ttfn.51l可以心才5·. 乞们育:vtn 、 V ， Ti ，

r\i 、 Zr ，Cr :f:市业系缸在0.5 到 2 之 luI r,. '}.;正常)l;~ . 煤1中卡j常t见i白的}拘可 V 、S忧r 、川川内阿.i?耳F Fι已东.的ι: 大，在症

含销.娅媳、中阳的J含f啧武价f牛特.宇于刊可切圳HI低l旺~. rf!的而ii熄中少见自际的~J w 7ι已 d京E 自萨的f甘j含 f咐I此T引刊刊r，!则I，!仰刷!I引IJ阿t:引j1lL『而;(古句.)肖;斤'j: 旷旷-平而i中 W 、， r险Ie，、 Mo叭、 zn 、 Cωu 、

i\b 夺拮素拍在:古锚t煤旺主旷旷'H:中 1二度 i~可TL自;煤层皮Ity 盯号'!切旷'{j. 且与恬含'，t 育问 Jll增 i毛的

趋势.i~J1~~， b吨层庇司;不仅有怖、恤'{;n~~ .rM11. 也苟且'ι1芷矿尼京的 1;OH 0 j j: rr[(IA.: IJ..:作到l

地层、憔眨判别对比的1日志之 e 'lj主 JC在分f1n;f业问东 .Li蚀i原IUztYJ成分、占地J'l! J1: t由、

地壳活胡性存有密切自J关系。

1.2.5 错旷与铀矿关系

大赛错矿床与临，:ft l1' ulJ.t官矿坤.怦.错矿与铀矿紧密共生。大~错矿床铺矿 Ej铀矿':t<

现具有同一矿现体(层) .产于 IdJ --.向 iiE 部位.受问- ~r. iJ沉帜构造控制的崩 rfJJ 凹地i尼费Wi罪

相 F 形成在同一层t! <N ， b' 、 N，b")见罔 25 相rd]成矿主7;-一一词煤和含炭砂古i; 相 rr1J的仔 11:形

式一一庸理酸结合物和吸附态 d主相关分忻统H.铭、制l元素;同l弱的正相关关系.且铺煤 1f响

略高于楠'砂告型(表白。总之.楠、灿形成 loJ{本(复合)共生矿床。

不同之处是~，~，而上铀矿范用小于钳矿，在剖而 I: .铀矿仅分布在销矿上旷体的中 F目;，

锚矿富集自厦由于铀矿.铀矿'体跨居现象拉俯旷明显..j t见铀矿体料句~re理现象。由/'.述 III

知J:锚矿和铀矿 II:相JfiJ的vH儿成 1;-和 JJ阳!优选阶段用;有 1汗如。 lljt楠、铀地成化学性质有所



差异.主要富集阶段有所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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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矿石"‘无意组关系·鳝挫'

罐 苦? 理 ~ 军f 型

相关系. 显畜水平 悻品I'( 阳英~敏 显著水平 悸品'直

(.墨' (.,)

(y) 飞=0. 01 l i-I (", I

斗
d-'

也芷· 0.. 士8 lL1 a.:\1 ' 。.::6 ιa

2 盆地演化相错成矿

该区位于副抢江深断提西侧.商断提带的l~缀构造一一与之于行的~J;Lh' --廉M大断

裂何弯河断裂.喜山期事:幕末构造活动.产'1: 民W ，:..萨1 ~.尖 lit断裂相南米断裂.该断裂

左行扭动.Jf31it临沧帚:tK:构造.帚状构造的旋扭曲古:行扭动.产'f: l"l'OW 向何 EW 向前切断

提.该两组断裂带位割了以i昆合花岗古H~J~的第刁己晰陷缸跑tn--临H!儒铀矿阳的什

布{回 ·0. 带卖盆地是该矿剧的一?重警组成部分. 1ι纯历了以 F气?阶段=

2. I 蔓形黯拽咸盐阶段

由民币W 向何 EW'~J断裂组形成菱形断地(回臼.断拽 r，~味性活动.产生菁iJh£陷~'5 .该

两组断裂围阻了盆地的雏形.为第兰纪中新世含埋77系ff1fJi:帜创造了前提条件.

2.2 罔沉积构造活司阶段

同沉帜构造系指建造时的改造相地壳活动.产生于缸地形成期.具有长期活动的特.l.~~ •

由于它的存在路响着盆地内墓，底的沉降相沉帆孙悟速度. til起古相制厚度的变化和沉阵中

心的迁辖.以皮地层的走向if路.

帮卖盆地和文革矿f.~内在育·组于fiO~的 N!'lW[I'1构造.主要产于ollJ眼中 .~IJnl-..述

问沉但构造的性质z它的沾功』运用英1).J;幅的沉障制JS匠的;，Lf~JlI"1 11/进h萨~.肉的I.虽然跑

层的厚度在不同时期不时地段有较大的在异.但这种是惊又 Ji:渐变的，而不足.~~吁:产生断

裂〉的.大事矿胀的i主牛-f t.E. (I:曾~1'缸地部有I<现合反映在7汗u的变化. i'L阵中心的if:赂、

地层的超覆等方而.

根据盆地和矿u:第气纪沉帜抑巾租到捕的变化. nf什tU反映rriJ ;'Lt~ tl~边的功巾强乡 IJ~SJ

的三个韵律.每?韵律豆 tlI分为早晚 I呵?阶段 φ 任韵t挺仔阶段的 Yf费J. i' ;·ff.-地层厚度变化政

所反映的构造的均的关系见 N.·I.

由丧-nr知J:

(I) l'ONW ~IJI"1 iJ(f只构造的 r.~ 异性的 4J控制了 7;相变化 .Nl'OW fill fU f:W ri，)构造交切 f专

制了矿床的优抚。缸炮阵~ntll -t .~r任~在!巳断 jj~恪 I..i.lit 先;'LI;串jH~'1: ;'L帜的 Jl !J;Z!;.1:/IIJ 缸

相粗碎屑告沉帜.缸炮网络 ilL阵悄I~o m~lt'( EW 1;'1构均发((冲向.冲向在缸?每 If; ，皮i蛇mw.

N ， tr 时.在 N， ll' If;成的HtfJ~~i' iI'IIJ •!rtl，l别l~ [l ll封闭吐. ff;/武i尼费mi"f.相.刀em悦;~!tbJL I(li
此时的靠地东埠主专 ~').J Jff旺tl内部大件宴的 i栩栩 *li -r. 所和}砂';;'，f'JJ也 J.< 相川 mU\!JJ~~i部喋

戎煤线，

总之.巾于东部和 ~Ij 部1<i1iJi:帜构 r;t! (I: n-怕讷4JII ，t朋 I'.和沾4)强f![ I'，的是异.的成不 IriJ'l;'

相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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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_ ;~ 矢....，向漫幅度.

tft3 12"叫2MMlZ主跳! / Lifll
i I 画部队'霞*;j ;e晨跑'帽 I-慢壳'唱:「 l
;~I- 一' 豆，费吵~，筒'匾'曾为何 :!!~-:-:.~i I.-=-~~i

1~!N:.l 京笛以晴吕立斗'吃帽.;1嗣 i5陶禽遭傅 ;1 t霞.帽 .1

!-J E罗za可???;±宁、;川BA-sau
i~1 i 疙啕碍..川'量嚷帜箱. !快跑罐帜. . \\ i 川门画..，~~ I
i 穰 i 阜 I NI" 时回，.i 莓'阳帽 1 的左空 '~ .{! !II1.1 ~INI咱 花l'!t:@·J!( 1 来'中段帽!北画句京! i '111 ! II
! l l !zzm毒| lzgs阴铜! lf;!i!U i

'
I.,

(~) 1<4沉幌构造的后异性活动.边成 iIi:降中心的jEF在和地层的超随f，开5·韵j-P-;/i: 再(!I.仁

巾于同沉帜构造的左炸性的功.形成地居丹:厚四 iWYffkhL 租内细、东先 i'L晖内 tiilL降.7(':占

粟，第:‘气韵律!I't也Qr l此 • fl.!.:: 异;幅度，i~渐减 IJ、.盹沉降中心内·略和 f:部地民 r，，:阿耐昭 T -1~

l司的 F部地~I·. 。

(3) (Ellt~范网内.dI Tl'i/i1i:f只flJji'f细从间到东发生的巾~~j i~强的原异吨i/i:l革.阳仔!I·t

朔的地居y啦啦的悔i':厚的惯If;，青':H;.纯慢If;的多次阳在~.N~fi!.T盹 [nl FSf;的阿州、士在东JI/:I.~~

的倾角斗~"t. 见尽意图 6，过 fll' r.~ 斤. .吃盲从在主II费r· rh 大'变中的地仰。这f111f1·truJ I ~fl~J 1,:: W-.阳

川 $.1 韵律的地辰 1古=状 rht量较I，t FMI~J'!t ft. "1f走了。!II 人 I'. ‘ F罚;地后 ruJ有不鸭仆的t1 1~晰、

(.1) fU'f+~内 N，tT的煤目相阳旷体旦价状分{Jj. if: IIHII 付'j.J fTQ t·带。作I Tfn~:l叫罚;沉降

幅度最小.沉降慢慢 .'-lJ~ 也f~.f茂煤树所不易保 ({.~~tm 形咙含饵ij部煤带Ii贺带向东. ilL降幅

度较阿加人..但仍属绳慢、自定的 ilt:降 .H沉降幅 'ft与YJW!速度 i主主I/'/'-衡.随点 i击中-tE成

件续稳;立的成煤环墙 .If;f施Mlti厚煤带 z矿1耘东国~r， L降制度迅速圳大.对 ttl!j虫 19:变快.榄水加

深 • i.厄费1日1罪相 11.[i&J)机Ji:!渡.TN:~坦~Jp的，·ti堕瞄坷，.形成峨的分义带何'J~ ~J<带.见!可 2. Jlfll') 年

过撞为深水糊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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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 抬贵，世阶段

受喜山阴第兰事4二构造活功的能响·监if!地[>(断陷革t世组1，，1时幢拈'l、眼冉说~J宇桂、

遭受羁蚀.在拍汗的同时.伴盲宿董作ffl.使!句翼托陡的地巨变剖嗖-盹.拈，p~- . t!.IfJ 'i\:的矿

产撞保妒于H厚的1:部地臣之 F·免遭iltf~.避 ·!t~接受叠hln;r缸，

综上所述.盆地的演化史.就是向选活动的FJj'k..断裂构造控制「矿(If的在育、矿区的位

置、盆地的轮廓相矿~讷计/ti.同沉帜掏造的是异悻.幢沉但中心具育转路悖-.对商情厚煤带

的发育具宿制约性.构造活动是l成盔、吱矿的重要控制困在.

3 成矿地质条件

S. I 精定的大蟠掏矗背景是威矿的前提

本区处于跑槽栩皱带K:郭路起的巨背饵J:. Jl肯斟 !J~侧的描沧江泽断裂.足- .是历史仁

的植块俯冲带.沿i军断裂tf嚷活动在育，变质作JJJ相火山活动强烈.构造i芸动'现蟹. ff 华力回

-印支期形成混合花岗营基.亏i喜Lh期革…:事.构造·运动强烈、缠绕断畏、拍丹、隆起、遭受剩

蚀.本区立为地~异常区.奇利T-1it矿培素的活化相迁移.喜山运动事兰事构造强度变弱.

受区剧撞承性构造活动的影响.形成了临撞盈地醉、接受了古煤沉帜和情、铀矿的嚷集.

隆起区-ill合花岗岩地热异常区一断陷辈堪盆地，是错.蛐.煤成旷的前提.

S.2 基摩混合在岗岩提供了丰富的矿'.

盆地的基底相蚀撞区，均由副措辞变质岩经原地或准房;地交ft成田的哇"型混合花岗告

组成.岩性为租桂变理状~云温合花岗告及由真自变质后形成的中姐位二三、臼云混合花岗

岩.官们均为酸度高、铝过饱和、破南、押大于俐的营体.tt化学成分见者 5.

寝 S 理会在商着岩石化学Jt分寝(~l%)

悍品

It:<、) l':< l< Mt警 ft 阳l: T~l: 咽:tl> F町OJ 1'.0
....) .....言。 11:<)

+It
咿辄雹跚富'二t(:liltfr范向i: 3 ;'5. )i 0. 1l!) l:t z; I. ;~ I. !IO O.Ol

th
。 n 5. 咱 10 闹 o.~t !IlI.4:1

中棚&二 or;;‘三t(: l耀合花岗营 ii. ..5 。.01' 1:1.‘JI l 丽' Z.5i O.oz l.!l1 。.11 9'>. '1

中棚&、巾tl肉 r; 1 二辰、混合IE.司黯 2 75.21 血。§ 1:1. 11 l. 5S 2. .)2 0.02 o. :0; lo. 2\ l. 52[ UllG 但 。. ;\ 9'>. OJ

关于铺醺问题.作过相 F研究 g

(I)分析了盆地基底各种 }iifi的铺含量t< 去 6>

寝·基底，蚀潭医备羹毫石罐车厦 {λ10 勺

i 偏食‘t
f~ ft. f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 rJ 倪 | 陈品 "1

斓难''f.fi英}?Vf I o. i i
中f章'J~砂VfI O.K, !
理云擂台tE尚付 I 1. 0 I !'

臼孟混合花向Ff I \. ;. I
工云，慌~tE~n ; ~i l

巾击 i，f知柑沧胖乎fJl J'f牵梦挽砂'I;' I:·'变不尚.价jIll澜沧胖jrl{~'m七 1M来的也(~fttwa俯

H吏有拉大提扁，过i地明irl {i fEi司，;.他l1:Jfj • I'世脐进行了 ·:X刷ii;ffJ~; rh 贺!幻昆 (j {Ei~l'n(~

n变质而事的 ::i:何 ['I !~jrt ii {Ei~j 'l;" f世揣进·!f;·iH~i，号 ftl(li~μ·:inn ，:./在.1' 1 '安昕 11 ， Jljf·~

铺进行了第 ·.7tHii;r 组L

(2) 始注:~少电tflr~'的相!吨化的也 {~/Ei~j ';;-.外圳;明 II ~二 lt切r:f i，~. II:进忖比忻 -f占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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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z经丧生a最后的ifl合花岗 Ii.铺 1二度 V.菁降低.苦将真降低恤蝇为 tlJ析出的悻.唰黑云i昆

含在甜苦剖析出率可达 30~~;.一:去相臼ZE混合在岗舌的析出率为主5~，~. i注明Hli~(t岗世.it

真是二云相白云il合在尚告.不仅幡 I~月E函，而且析出率Ih高.黑三尤真是:三、臼三iR合花

岗击可以为情It矿提供司~iI.

(3) 混合花岗击是蚀谭区的主誓1;要.tt由.帜'变盆地面但人·叫if. .k面fHW1t虫瞟i式 pI提

供更气富的幢嚣.

(.I)从盆地已知矿摩矿虫均分而r- :三相臼丘混合IE岗去附近也pIU作为西:神混合

在街告是幢主要来霉的旁证.

(5) 第一韵律早期.Nlb' 在岗~碎屑告是蚀瞟l重视台花岗古风化剥蚀后快速堆帜辈革

跑中的产物.真成分事醺于花岗岩.而睹l二魔高于:It母r，厦盆地各居住古件..也是锚矿谭居.

总之经过两院醺富集的工三相臼云混合在向世相 Nlbl 在岗碎屑告是锚的矿瞟体〈层).

蜻矿毒是多II多n::丽富集的.能够为外尘成矿提供1三面的锚11.

s. s 古气霞的转变有稠于错斟酌离鹏、迁'和还攘

古霸世-渐新世时.滇西为炎热 f早的古气候.处于1:丹隆起的临泣地 l::{. 在 F煤气候条

件下.j;..{帽理风化为主.虽略Tit辑厚的风化壳.但惊、描写吱矿元素囔于离解迁移.中新世时.

古气候转变?;也醺潮湿气候.植懂在青.风化壳厦岩石.在生梅化学作用布主的丧生班造过

程中.大量的筒、铀等成矿 JC京融迂格也豪.

前中精世厦中新世形虚的厚层面状酷性风比壳.桔 T.ft在商.在潮温气候条件 f" .宜于

植鞠的大量生民.桔士比作用 .R加速~煤鞠硕·的特·展过程.为错、铺成矿 JC素的战体一一煤

的形成.打下了鞠质基础.

古气候由T旱转变为离疆的时期.11(矿鞠质幢离解、 jHJ相还原l;r姐丽特别丰富

M 特自捕的岩担(古地勤地摩着性}有利于键的罩篝

大事矿t在由六?￥「性段笠 11it(挫先队 b' 、民矿>.本 ra1后位何不同 -f;-r.t错含居高明显的~

异(丧1).从丧 iiI知 z早期第-韵tf( f\O， b l .Nl tT>略战的各费苦百.悻含愤部副于 ttl: 岱居{聋，

ift明早期阶段是一有和 Itr'-j I囔矿部'to持仲占地理 !J1;崎形成的再要 fit't.中.以把炭 tiii手相中形成

的揭媒精丰度高 z早期i中帜崩~lJ地在自'((.J花费t~j-手.~革 1每隔摞体近 .f靠 NIb' 铺矿瞟民.

还~相咂耐性强的泥贵层、揭煤皮帖 t事从含铺水市液中捕班愤而 i富集成矿，第丁、..韵律

沉段时.把贵ifli事相向东迁移，远离矿谭层 t体).读时期盆地由封闭塑料-变为开战咽.该期虽

然与第一韵律时有相同的古相、 1;性条件相矿螺供应.但铺也不能聚集成矿.

寝 7 钻到，中备居住、毫锥铺车踵统计囔( xlO勺

警佬 • ' 饵 " 哥哥 巾fl."，: !I .. v: tit ..曹 '由 J. ,: 疙肉'''''t' ‘ ' 得 It! I呈

M也 均雷 院&1 均值 醉品. 均值 际品' 均' 阳， 均愤 阳" 均由 幌晶. 均由 际品' 均由 际品' 均值 际品徽

H,.- 12 :lo S 民 2.1 57 I.. 14 I. • fI.7 Z. /} I~

""!>'舍' Z. J 14 17 '3 11 ' Z·4 51 3.0 ! Z.I 4. Z 细 Z. , 7'4 3. I
鸣"

:oI,itJ l' JI; 2 :1.0 21 S.O 7 4. , 7 1.1

阿.'" Z.7 17 :l Z ,:1 J. j Z现 3." 41 3. , 110 ".3 3属 量.:1 f而 I 1.3 4"再
如--

HIIo' 7.4 - 3. S ，。 2. • 12 2. !I I~ " : IT 1.3 '" :I.') 1 尾' 1;.0 21 t. I 4't;

事均由 Z.4 37 14 :1 14 3.4 " 3. " II'‘ 3. 民 '‘ I" I. ·1 I:lI 3. 'I l 民4 3 民 :;50 3. fo I';现

S.5 不噩舍面是属矿的重要最件

*IK含袖拼矿f~主贺·赋If在污Cf~~~刷刷艇的水.I"i而附近，不带台而不f1.M矿糟的



通道，也是地球化学条件变异地带，有利于成矿;不整合丽又是一个古风化壳，由于盖层和基

底之间时差大.古风化壳形成的时间长.蕴膺的成矿元素丰富.在温暖潮湿的气候下·j昆合花

岗岩经长期风化作用而产生大量粘土质矿物。据人造煤一文报道.以天然枯士为催化剂进行

人工造煤试验.可以在较短时间使难分解的木质素转变成褐煤.所以古风化壳上是形成稳定

煤层的重要条件。来自基底j昆合花岗告及风化壳的含锚丰富的水市液，无论在沉积成岩和后

生改造过程中，均不断地供给矿掘。所以不整合面也是铀锚成矿的重要条件。

3.6 同沉积构造控制着富厚错矿体的形成

盆地中存在着NNW 向和 EW 向两组同沉帜构造.控制着盆缘冲积扇间凹地泥炭沼泽

相的发育，大寨且真官错矿床〔点〉就产于这些凹地内。

大寨矿床内NNW 向同沉积构造差异性的活动.由西至东形成薄煤带厚煤带煤分叉带

煤尖灭带的规律性变化。由于有充足的恪千lι在沉帜和l1X:煤过程中，在还原条件下.被腐植酸

凝肢结合和呗附，形成含钳泥炭和进-tl1fr;成富锚厚煤层.而该地段又恰恰位于几条基底同

沉积构造附近.使慢层发生形变.裂隙发育.增大了煤与合矿市液的接触面乎只;同时也沟通了

含错煤层与NIb' 花岗碎屑岩和基底之间的水力和热力学联系，使沉积成6阶段形成的错

煤矿进一步叠加富集.形成富厚错矿体。

总之.同沉积构造的陷而不断的连续活动，形成了厚煤带和富锚中心.是形成超大型错

矿的重要条件.

4 吭矿机制与成矿模式

4. 1 成矿机制

根据大事错矿床成矿特征产出的地质条件和锚的存在形式.排~l~IJ锚的成矿机制~ln;:

基底j昆合花岗岩 .)t1tJ圣二云和白云j[j!合花岗岩是错成矿的主要矿jL~体。由闽台花岗岩

风化产物快速搬运沉积的 Nlb l 'if.碎屑 27.不仅基本保持了母岩的错丰度.而且在沉帜过程

中.错丰度又有所增高.是一经过预富集的矿i原层。

盆地沉积第一韵律 N l b2 Dt.阮积物质f乃是在封闭条件 F形成的。物质来惊单一.均为花

岗质。错i原丰富.水市液中的错浓度较高。此lit.古气候潮i显植物茂盛.泥贵阳洋相发育，既

有来自fft!合花岗岩矿源体的地下水和地去水带来的锚，又有从矿洲层'>，jlb l 花岗碎屑岩析出

的锚.1.原原不断地出入泥炭m埠。当原始植物坡埋子覆水、滞留的把炭泪坪环墟中.由于高度

还原条件和做生物的参与，植物遗体受到菌解和凝1变化作用产生大量腐植阪及具凝肢体，

在介质为弱碱性还原条件下.腐植酸吸附部分锚，同时腐植般及其凝肢与j院耀中的错离F发

生化学作用 .H+被置换而形成锚腐植酸络合物及锚有机化合物。

众?;周知，枯土矿物具有强的离子交拽能力.有机质与帖士矿物相互作用形成的右机和

土复合体，也具有富集锚的能力。

煤化阶段(成岩阶段)由于地壳缉慢 F沉 • y，尼贵被埋晴在地下 .r尼贵在i二槛岩层的压力

下，发生压紧、失水、肢体老化、倾结等物理和化学变化.炭含量增加.氧含量减少.钻进行者

富集和再分配。在褐煤形成后仍会有大量腐植股.与而 1.原区带来的错水1在植作用.锚再次被

褐煤结合和项附，形成进一步富艾的含钳煤。

由于盆地基底属于1届沧 勤悔j昆合花岗告的」部分.白中生代以来是 .J也热异常带;矿

床附近又有现代温泉出露，在盆地接受沉积和结束沉帜阶段后，可能有由基j届时i沉帜构造沟

通的地下热水或深循环热水由于解基底中的钳向上运侈.被闷:即络台和I吸 ~H.俯在上述成矿的

10



基础上叠加形成富悟矿。

同时.从矿床错品位的模率分布型式(图 7)可以看出.铅品位慨率分布具有兰个明显的

峰值.这可能是兰?地球化学过程的结果.即沉积、成煤(岩〉和后期叠加改造-二.个阶段e第一

阶段，错矿化富集品位大约为 0.0035%左右.第二阶段则富集到 0.0275% .帘兰阶段达到

0.1%左右。从错品位概率分布型式上还可以看出.第二个峰的分布范围最宽.可能反映了这

一阶段是锚的主要成矿阶段。

总之，大事睹矿床是在多源、多事道{凭矿.多阶段富集.以成岩阶段为主钩多据多阶段复

成因矿床.

4.2 成矿模式z矿库的成矿机制同简略地见图 8 所示。

5 找矿判据和成矿预测

5.1 找矿判据

根据上述错矿床基本特征，盆地演化历£及成矿地质条件的分析.总结了如F找矿判

据z

(1)地槽悟皱系内长期隆起带上以富铀、锚的j昆合花岗岩为基底的活动性较强的山间

阶梯状半地莹式断陷盆地z

(2) 由同沉积构造控制形成的盆地;

(3) 晚第兰纪含煤碎屑右建造.早期韵律的泥炭沼洋相的成煤环境F

(4) 有铀矿化或异常的下部煤层和含炭砂岩.且黄铁矿等还原物质较丰富的的段。

5.2 成矿预测

依据找矿判据，提出了以下成矿远景地段(.w!< 8 和图的

表 8 fR霎盆地成矿预测

预测 蚀摞~ 同沉积 第一酌 N ,b' 预测

地段 料性 构造活动 律煤系 厚度
N，lJ2拌相

远景
验证情况

上茨 二军、黑云
4、发育 较发育 薄

冲在{相、浪湖相 已见铺、铀

坑北 混合花岗拌 i尼茨t«泽相 矿床

中寨 自Z:.二z
较发育 较发育 薄

崩I'oJ泥轩111浮
待验i止

南 槐合花岗辛辛 相、iPf派相

安坑
白云.二z

较发育 较发育 较薄
扇I'oJi尼茨沼泽

自
见储铀矿

·混合花岗脊 相 f七.正普查

F茨绩
黑古1昆合花

不发1号 不发育 较薄 演i俩相.湖相 E 待验i止
向轩

6 结语

本课题是贯穿于矿床勘照生过程的地质研究成果。由于科研紧密结合生产.不仅深化了

矿床成矿规律的认识，还及时的解决了生产中的地层和矿层对比.矿体连接等关键性问题!;

1茂矿预测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果s通过技术经济论证，矿床只有亚大经济和社会放证。

(1)运用成矿规律.扩大了矿床规模，}j:找到了新矿床

矿床勘探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矿昧和矿i差铀铺成矿规律.找矿放果不断捉·尚。在昨查阶

段来做揭露工作的矿咔询部及 I以j琪，根据地质条件分析:这些地段均M闷'但结I~IJ地内.具

有相同的近矿调.靠基底.第--_..韵律(Nib? )煤启发育的拌}，~i. ' 应处饨的成矿部忧。结帖子L验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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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孔见矿.扩大了矿床的规筒。

随着勘探工作的进展.研究了理惊蓝炮的聚煤炖律和喂tV:中心。惧据销;矿主要赋{{-于

N ， b~ 煤层中的规律.找错先找煤。通过勘探iFl一而控制.发现喋层ifr倾向有规律的变化. i\:部

为单 A薄煤ri: .i辛部其l多层的i事煤层. jfIi中部煤层合并部{江应对l早煤带.也是?;f铺带。通过钻

探控制.该百倍厚1!t带沿走向呈带状较稳尘的分 fti. jf:且应炖樱.这甘情厚慌带的发理.

使铅储量又大幅度地增长。

根据成矿机制和成矿陆式.在府共盆地而i刷了成矿远景i差，在 I 组远1;!:l:{. j画过i'fi括揭

露.确定了 306 、 307 r时处铀、销矿1卡。

(2) 分析研究[wi沉帜构造~式.解决了地层和矿层对比问题。大事铅矿叫JYf性、地民J乎

!主、产状变化、台煤性皮革!点印度等'变化江Tth 刮目ri\t1Jl 付比连搜 ， teL::产过程中付矿!耘的;ll

f只 ttti飞众说纷纭 z有的认:句是断提边-成的;有的认其JJi: ltij;'L帜构jrrtjJ惭矿'1jHE ，f，:切主III :因;反

{II.;以及认 JRIYf性、 1/;_相变化寄:字。 f主过f;j; ;1/耐克.收集if:: 1~i. 相选作怀挝有l昕8的地段施工

加密fL验ilE.结果跑了-批fLY:J)~ ~丛全IJ断层.地民与矿巨足，连纯的 F进-步恨f~r/i叫trt {i .ll~

层产状、厚度变化地冲、台矿'问:反做fIb已在外/'tiliflE 丁平在;.: ;1/峙 )·~.{t比.十 U，i~j叶 til" J1~f10 ;JL f只

是J白面···m 1\i\' WI;仙 iJ沉帜构注-Yt 忡陀的 :;fJi;击成的从 1M ~主 ((， --r 矿!十~;JL fH盹S\ .解iJ:T lO~层

的对比和矿层的应战相 l在I;ιI ，，'] fI.t也 i人以主111;iJ i'IL 帜的iitJ二L市J titl卡 t;f. 'I~'i， 、 i;~ 1.戊 YJ 相、 1'-;:应变

化和1'(;， litJ巳成的币;叹网点

(:~ )技术纯;汗 t t:: iIE ilf)1月.仙"JkIL 白i.'f(大的注 1 汗 'iz ?rii和 f 1: i'~ '~:'l. iii 咀过旷咔技术注:汗i'F lfr

IIJ知.矿山 JHrJfft地~ ~.， ;f'i" L~'i~'l;~ 、问问大、坛、 iffEiaFHtf771 子 -"tJ， 以冲采二、 i山(白[、圳 Ullr'恪J占占;.(叫ι叽川、0)

1户\-，:飞:气I品;hI

f投安 l川O~川~I)!盯贴1占1用韦i川计f-盯罚 • J叫I可r 1怔u叶:吁~J凡L亿i净?乎H~现rt 11仇f山'(. .i还土扫I能i缸t打衍捉t:l口川j陀飞 l川川O(仰)川州o 人的，就恍才业kf机几;乞:'; 0 'f,JtV' 咔川'·'f:.d1{ I!';]"
lf!:费 1友t时. 'h#r<鸟和繁荣二:1妇 r.!l *;:.l(lik! f.;市.将产吁亚大斤 1济和中!:去 'i l. (，ι

liiJ lI·Hl'-咔勘探投资边 ~;rmf 1::如1IJ1 1 !， I， 1;;. fih lIt 1'{听 t J. :;~l h J已 Iht~ ;中 f ,nti ~Jf n-:叫 flh IlL \.

6~) Ill~nf注 : t悦fl.利I.叫r. f位J江旧L川{储i市Rι扪川一fit附I让til钻i片11如马￥;迅:1尺{7冗2工. :_~ )来K忙: II协叫It川14lUiυ; 'Jιl已:立t炖~也l~ J阿附q町'IY.挝，让t听 II可fi怅u冯斗 :川1贝川01 Jι乙山It向;白坷H川圳II川川1JAi1hVI川dIJ川f

t'J朽阮才J币';1低}盹tι盯r-士f我t罔打丑:、 f六，; t'年代铀矿到jr~1}; h;.-'-j 八 t'~ l'- ft切IJr，f. rJ~ 1，;相比. U£~在;汗 lf1 h;ll~ :J~先进{

本 i果也 TfHHjuI校以.在: fmT 1i:的币 1亿和人 61较 t.(I:此. [;,) ~主: IJU~trrJ! T f1:的机忧相 1、

人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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