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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铀矿的土壤柔法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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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勘查铀矿的土壤录法，孔底土壤采样器提离了探测深部

铀矿的能力 s 微机技术应用到热释来分析，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和分析

精度 z 应用的最佳条件是铀矿体中的 Hg 含量大于 1 X10-'; 探测深

度约为 100 m; 在 534 和 510 矿区的两个未知地段，采用该法预测铀

矿获得成功，因而两↑小型矿床扩犬为中型矿床.该方法还可应用于

金、银、铜、铅、铮和油气资源的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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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MERCURY-SURVEYS METHOD

FOR LOCATING URA~IUM

(In Chinese)

YωYunfei Lu Shili Ji~o longrun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 CNNC)

Tan Benyu Men Yu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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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Yue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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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UAN EUREAN OF GEOLOGICAL MINERAL)

ABSTRACT

Soil-Hg-Surveys method for locating uranium ore was presented. Soil-臼mpler

of drilling bottom , the ability of sur叫y the deep uranium orebodies was raised by

using this method. Application of minicomputer technology to pyrolytic-Hg-analysis

raises the degree of automati':m and precision of the analysis. Application condition

of optimum is Hg content of orebodies >1 Xl 0 -I Locating deep is about 100 m.

The forecast of uranium orebodies achieved success in two unknown section tha~ are

534 and 510 mining area , 'herefore two little size depl茄its expandcc' into middle size

deposits. This method is as well applicable to locating gold , silver , copper , lead ,
zinc and oil-gas natural resource aa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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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是一神具萄糖障'噩化掌性质的金属无章.章属豪帽元章，它的电离"在东铜元囊

中最高..于从各种化合物中还原血'医生成自篇章.金属录在审噩下量擅毫.鼻点

。51. 25'C)租冰点 (-38. 89'C)篝筐，具有量薯的襄气压.田面真挥~性、穿矗性莓.

噩.在啻聋的itt罩上面形..插章气层，并向圃嚣，遭扩融，以致量凰鲤檀很大的量原生

分融晕[I】.晕过提族曲地质年代曲民化剥蚀..彰虞大鲤檀的土檀聋.，并不断地噎酣来自嚣

部含章地质体的后生气毫蠢，强化了土檀量晕，所以土檀蒙异常能反映挥部的尴质体.由

于荤篝广逻地伴生于各费金属矿床中，撞在各种地球化孝测量巾，蒙元囊几乎是一种矗用

在慧的远理指示元章.

土檀震法是通过系统的土撞来棒，分析样品中的录吉量.研究土檀中最元童的迁鲁、分

布、富'题律及其与基告矿也之间关系的一种颤的挽矿方法.这种黯方法是随着原子囔收

震分析技术和鹅'柔分析挂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土檀章法挽铀矿是基于摹些铀矿床中

伴生量元素.伴生柔元蜜的恤矿床在国外有前苏联的希培岛铀矿床.il矿床的晶质铀矿中

章含量特别离I飞秋豆'云(1)>Jt-MY1lI")矿库的撞耐性矿石中章握真富.[1]和模式和l重的

贾比卢卡铀矿床也伴生鬓【凡国内早期发现的贵州白马洞铀矿床中的乘具有工业价值.国内

外虽有伴生蚕的铀矿床，但还未见到有关用土檀重法挽铀矿的报遭.

为了开履多仲伴生元囊综合找矿和探测隐伏矿的需要，费们于 1982-1992 年开展了勘

查铀矿的土'章法的研究与应用工作.研究成功了熟'靠技术，并建立了实验重 F 还首院

研制成功了钢管-铜侨联合孔底土檀果样嚣.10 年来.先后在川北的 510 和冀北的 534 等 14

个铀矿靡〈点〉上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与生产应用工作.完成了 l' 20∞至 1 ' 100∞的

土罐噩噩测量，面现这 16.43 kml，获得了 76∞多个基础敷掘.

1 热释隶分析技术

鹅'录分析技术是根据隶的拂点低的特点，用加热的方法便'陆来样品(160 目〉中的亲

糖撞出来，供原子吸收先厦计测量其柔量的一蕃仪器设备和工作理序.这是 10 年来发展起

来的-种新的重分析技术，官具有工作放率高{为化学法的 3-4 倍).成本低{只有化学

法的1/的的特点，适合化探工作的需要.该项技术由热帮系统、进佯系统、测量赢链和结

果输出盯印系统等四部分组成.原测柔仅是专门用于野外测量气样中的乘浓度的，不能测

量岩矿佯和土得中的震啻量，为此.我们研制了接口电路、横敷转换器、电算程序、鹅'

最营式妒及进佯~统等部分，与原测~仪配套实现了地质样品的热帮震分析，并能自动盯

印出样品的录含量告 1 个工作日能分析 50-80 件样品.该系统经温度影响试验和精\!厦、准

确度测定，鹅帮柔的量佳温度为 800C. 灵敏度为 4XI0- 1I ，精密度为 7.95% .准确度为

25 Yo .符合有关坦范中精曹度 <20 Yo ，准确度 <60 Yo的要求I飞并分析测试了近万件样晶

〈包括 2000 多件金矿区和油田的样晶)，表明镜系统的稳定性相当好.

2 采样技术

来佯技术包括钢管a钢侨联合孔底土蝙果样器、果样深度和果样居住三方面的南睿.

在费坡帜物发育的地段，再来样层位通常都是 B 层，部厦为 30 em 左右，但在第四祟

厚厦盖区. 30 em 的印度显然不够，需要加辉来样部虞.若用曾遭果停工具(拥锹.铺等)

加深果佯深度{如 10 em) ， 劳动强度太大，工作放率低.为此我们研制了铜管-钢肝联合 IL



庭土檀晕撑嚣.班辈悸器由帽膏、钢街南部分组II. 将帽臂上.笛一孔. *~提雷11. 5 下

嘀酬去三分之一.成为一个缺口.将剩余的下蟠边疆'且外解刃口，即虞佩主II. 景土样

时先用儒何打孔 7Ccm 撮，撞出钢好插入钢雷至孔庵.用幢幢在铜管上头垣程矗几下.11

'下蝇的刃口便切入孔庭的土体.土体借助外斟刃口的作用篝置于抓土'内，土样便植抓

住了. w政罐罐入钢臂上晴的提曹孔中，转动几下，便可"赢土..:tilL外，用疏'在将寞

中的工樨撞入棒肇肉，便完成班副点的，排工作.其金过疆矗窜约雷 3 min 左右.

谊景樨'具有结构简单、蟹便、果樨嚣皮大、樨晶挥应撞和工作肇事菌.带点，奠主

要作用是提高了挥副部部矿化馆息的能力{旦回 D. 由囤 E 可知，在挥部矿化撞撞.70cm

挥娃样晶的蚕食量由辑'矗高于 30cm 挥处的曲辑，异常宽度大，高峰多，精剧是在嚣'

矿住地段出现了'异常F 画在背景地段圃相反.70cm 挥处的曲辑大多怪于抽回嚣处的曲

缉.it挥一高一tt幢大大提高了异常衬厦，由 10.6 提高到 34.5. 即提高了藏取挥部矿化馆

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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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化,

方法对比试验

为了了解土嚷袭法的特点，在 460 矿床上进行了土罐重法与铺量桂、氧法的对比试验.

试验结果示子回 2. 从囤 2 可以看出.在挥部 (50-180 m) 矿体和断型构造上方，布极为

明显的 IIg 异常显示，其峰值分别为 ~65XIO'相 464 lJ X 10·'，材度为 13.3 和 132.5 ，异常

宽度为 100 m 和 SO m. 而 U 和 Rn 则很难者出有明显的鼻常.可见 Hg.最为发霄，亲it;

具有探测深度大 (100 m 左右〉的特点.

3

土壤乖晕的特征

这里说的士樱乖晕的将征主要是指矿it土爆裂肇与非矿致土耀i匠'挂在形态上的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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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Z 410 矿'在 ZKzlo-ZKo3A ..蝇蝇. t1. Rn 副量对比副面

1. 魏"重视_， 2. a.. , J. ....，也...袋.，5. .It«a锐" ‘......裹W ，

7. .，.罐罐罐， ,. lka.a馨， t. 尴厦'蝇， 10. 画化霞-'..."， 11. Mr.事.

处.影响土埋录晕形态的因素较多，拥有挺有舍蒙尴厨体，啻萦地质体的产状、大小、形

态，以及蜡彤等因..研究结果囊明，在同样是正地彤的条件下，矿it土穰乘晕的主要特

征是高榷厦内帘的想模大，似椭圆状，晕晕.地质体及控矿舍矿断:OJ掬造的控制.如回3 所

示，而非矿藏土穰震晕的主要精征是缺失〈就只菁很小的}高雄厦内帘，墨分融点状，不

受地.体控制， J目固 4 所示.

5 条件与效果

拽矿方法的地质般果〈包括拽矿艘果》篝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效果.因此查明应用本方

糠的地质地球化学a件有重要意义.10 年来魏的对 14 个铀矿靡〈点〉的 293 件矿石挥作了

景的测定，测量结果列于费 I. 从寝 1 可以看出铀矿席中乖舍量的变化有以下特点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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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3 460 矿床上的矿藏土穰隶'

I. ..冲Ill_，乱..口三itA山'自馨. ".绪， 3. 魏京口II二"画着，

4. ，，-:att蟹W ， 5. 地麟，缆I 6. ..Jt.", 7. •• <lUO..水平》矿停在

地费的IItlh S. 坑ilJt编号It. 觅，孔Jt编号，

(1)醺醺盐岩层控型铀矿床中通常都伴生有亲元素，真吉量在1 X 10-'以上，称作高水

平的最.

(2) 火山辑型铀矿床中伴生景无寰的情况有南北之分 z 冀北地区的火山青型铀矿库中

伴生有高水平的柔 s 而江西福建等地区的火山岩型铀矿If矿石中的震啻量则大大低于 IX

10··'.称作低水平的震.

(3) 安.芜湖地区的大龙山花岗辑型铀矿床中伴生有高水平的景，但在湘粤边界地区

的诸广山母体中的花岗告型铀矿床{蜻口，高昔〉中的亲含量却是低水平的.

(4)砂岩型铀矿席中还未发现有高水平的最.

6



J.r-'

50
/

/-/
/

"
J.r-I

10

10

J
/

/
/
F

J.r-'

---b.. ..

50

一....e. W

"

o lot 200_

IJlZO-}1 臣]z k,z'-33 b.zo-i4 ~5 Ic::::I l' @]7

圄 4 万水..区的拿矿藏土檀蒙.

I. .愧.....，l.…...袋.，3...辙罐罐.，4. .It....

就.， 5. ....".，‘..，7. 穗4.

寝 I ....霹噩铀矿. <">矿右'的.禽量篝铃

赛' r " '晶.，个 陶!X10-'

回归I 510 10 7f.51

四'II 51Z IZ7 3t.ZI

..盐..筐'
'商输If 16 .7.11

.州白蜀' s 112.10

'北九t山 16 31.41
广西蜀.It 旱' 1.50

J1Jt 46。 54 n. 1I

*山.11
'冒it 534 4 1.33

•• 毡筝'马 s 0.33

江西 " 12 <I

~.大t山 ' 2. 1
在肉.11 广癫 '自口 z <I

.11I禽. s <I
钞.11 匍北铜慧" 3 0.1

7



在矿化基蕃〈草原生晕》民也'«Jl~撞~输的过理中.寞中的量不断地挥量、量失，田

面量，配蝇飘植鼠'中的章含量矗窜'比原基告中曲量舍'哇'多，这种理量称为黄化.真

黄itSW可用黄it..厦量.矗矗置可用宴噩方法草'真适缸..即篡矿摩上吸撞'得品

中的.，均震宫量与班矿床'且寝矿也基击得品中的平均荤啻量之比的百分董事E是黄化革暨.

川立 510 矿区 2 矿瞿租.革 4创矿摩上的矿化革营的囊黄化革撞到于囊 2.从寝 z 可以'血

雨点: -是幢幢瓢'排晶中的章含量与地寝矿也基曹悻品中的章含量凰正向摘桂英..二

是地襄矿地基费的景黄it.撞在 24.5"-27.4"之间.11I费撞扭输中的章含量只有原基告

中的 114 左右.噩此撞髓， tal晨跑质体中的章含量支筐，则属幌植坝'中的幸吉量.~It.

摩以靡虞膏足够理篝相强度的土'意..由此提出应用土'囊量.查铀矿的膏稠条件同踵.

宴跑亵嚼z 当铀矿库中伴生的重啻量在 1 X10-'剧上，且宿费撞..量时.应用本方法幢取

得良好的地质拽矿锺果.

.2 5..2 矿......矿靡..矿饨'萃的意宽饶事'

..ret... 键..痕'r • "..1"" I ~IJO-' "..冲 I Hs/IO··
霞et...I"

SIO啡 ra II H.n JZ 10. 01 17·4
450r靡 7 I.U 10 0.34 Z4.$

6 应用实例

.. I 534 矿区

旗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疆、内蒙古膏解中部的中生代火山告盆地的东北罐ft.语盆地属在

二元结构，基鹿为末古界红凰雷子部变厦费晨，真量层为中生界上保罗统至下自主统的火

山玩棋者系，真中以上保罗蜒的荒草口组(J.Z) 火山者分布广、厚度大，成为盖层的主体.

铀矿化产在张事口组三段。.ll) 的饵民撞撞着巾，属火山岩型铀矿床I··. 该矿床受北东东

向的断裂构造控制{见回 5). 伴生无章宿帽.船、'事何事L 本区属寓北坝上丘幢草原景观.

气候寒怜干事，风沙大.无'嗣踵，第四I:.覆盖广臣丽厚度大，基苦'头甚少.地质工作

的难度较大. 1985 年该区还是个矿点，矿也{~限于山披上的揭露工程巾.由于第四墨.盖

面职大，部部工程少，矿化去向不明朗.查明该区的矿比去向fUh!t矿远景是该区的重要地

质任务.为此.我们相 247 大队合作，于 1985 年开展了土唱柔桂、伽玛法、活性炭吸酣法

测氧等综合方怯测量，测量结果示于回 5. 从田 5 可见，在山披上的已知矿化地段，霖、伽

玛、氧三种方法均有晕圃 s 但在东部来细地Rc第四 I:.厚田盖区).伽玛彻氧均无异常，可

喜的是土檀乖tt.却测出了明显的乖晕.奠乖含量高达 587XI0 t ，衬度 16. 纵观已知区的乖

晕与未知区的乖晕，真总体履布方向，明显地受北东东向的 F. 断裂控制，东部未知区的囊

'位于 F，构造带及其蚀变馆的延伸范围之内 tm可能是挥部矿化的反映，值得揭露验证.

247 大队已将此成果作为勘探设计的一个依据. 1986 年该区调整给 243 大队继续勘查.243

大队据原设计向东拉开勘掷 ， ~;t东部事~.进行了揭露验证，结果在深部见到了较厚的工业

1111.....体{见田的. lK17-6 孔在 45.44-329.2 m 处，共见 15 日扩体.In厚度达 14.63m.

邻泣的 ZK15-4 孔在 52m 处见到了工业铀矿体，班子L见矿共计 19 悟，事 itJf~度达 25.56 m,

在 Mm 处的铀矿E巾的~含量为 1.15X 10 " 1987 年诙矿点已扩大为近中型的蛐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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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11 矿区 2矿瞌

镶区位于自龙江复霄饵西晴在翼.区内出露的煌层为志'系下巍的萃'掏组上噩，是·

一蕃珑'相混变质费系.费量为硅费、灰者相撞馨，怕矿it;-在硅灰密层中，属硅灰费屉

踵'怕矿靡.在硅JE嚣者矿霉层的基础上，经过跑下'属水多期多阶段政噩噩捆属矿E飞伴生

元露在'" Mo, HI' Ni , Cu, ln , S和 V. 矿体大多'伏在嚣.，真藏摞度从地囊至 2ωm 左

右.镶矿段早在 60 年代末期篱已发现，直到 80 年代韧跚还是个小型矿床，扩大旗矿庭的

筒量， -直是谊区的重要地质任务.本区属膏'高原的东北部，为高原草原景观.雨量宽

沛，植曾爱霄，攘攘跚艇，昼夜噩噩大， ..属化与化李鹏佳'很画眉，属顶撞拽..膏

克分，覆盖广筐，毒者'头破少，虽然对地质麓'工作不利，但却是开展土檀震2酷的宿制

矗停.

为了查明旗矿踵的成矿远景，并为揭露Z霞的谩计提供依据，镜的和川西北地质大队

合停，于 1982 年在该区开履了土耀章量测量工作.测量结果示于回 1，最晕的特征害.列

于亵 3. 旗区 810 缉以西为已知矿化缸，以京为未知区，费幌雄I{tJ的厚度都在 50cm 左右

]A回 7 租费 3 可以'血本区的最晕布以下'警征 z

(I)单体趋势量近东西向履布，且膏西部大面'中东部小而分散的精征.这一带征反

映了镜区硅葳精厚的走向Ai西大东小的分布幡周.

(2) 不同级别的震晕分带反"了不同的精性，层次分明，高罐厦内带最引人注目，宫

主要反'跑了鲤帽艘大的舍矿踵蝠，当时已摞明的矿体均在此带内，中带主要反幌了硅费·灰

精过霞币'事外带则主要反幌了灰嚣的分布F 低于外帘的大片空白地区，基本上'矗桓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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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1:.."像. ,. ....,...
。)l号章'为巳知矿量最晕，真高啻量内晴的"征在本区赋有指导意义z 提.大 (660

Xlωm勺，平均最啻量菌，画意啻量高达 678. 88X10-· kml • 变鼻晕.高达 124.1" .产

在纽篝篝丈的踵费属中，曼睛_F.. 瓦的霍嗣.

(4) 2 号章'为巳知李矿藏囊'晨，最大"点矗缺失肉..真~矗鲤搞小，产出的地厦体

也小.

(5)京"来"区的3 号.4 -9囊'的内带太小，且分霞，其面章含量'远小于6ωXI0-'

IEml ，安鼻.颤 (V) •小于 1∞".其产出的尴厦1*<幢襄蕾鹰〉也是小面分霞，R有 1

号"种田景啻量高.聋鼻晨.大的特征，锢.2号'的精征..c矿筒'不佳.

篇上1N埠，扩大幅量的4曲'只'寄托在1 '9晕的肉'艳II. 仔细嘱.1 号'曲商融厦

内，的分布"筐，圃'靡.，东部曹F.，踊襄与民. F..附属交汇，因而在慎地嚣的"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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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赋存有铀矿. }I/西北地质大队将该成果作为对该地段进行补充勘探的依据之一.经过

3 年 0989·'-1992) 的补充勘探，在探部见到了较大的工业铀矿体〈见圆的.由固 8 可见，

在 1 号景晕东端设计的 11 号勘探剖面， 4 个钻孔中有 3 个孔在挥部部见到了工业矿体，使

.矿段由小型矿床扩大为中型矿床.

~'.

800,
a 100 ZOO 300(m)

790

'

量已 HZi400 (1 0-"

§I E23 2 553 3 国4 囚 5 [2] 6 [!]7 日s

囱 7 510 矿床 z 矿段地质，土壤录含量等值图

I. t臣费， Z. 碰嚣， 3. 灰绪 l .fl·国云密， S. 断&A编号 I 6. 地寝，体， 7. 见，孔， 8. 元，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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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3 510矿区 2矿.土霉素晕..1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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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510 矿区 z 矿all 号勘保线录晕验证成果图

1. 棍和、冲飘钩， 2. 棍'昏 I 3. ~自费， ι8费， ι 断属及偏号， 6. .部稽， 7. 铀霄体.



7 结论

(1)基本上查明了几种主要类型铀矿床中伴生乘元素的不同含量水平.实践表明，应

用本方法勘查铀矿的有利条件是铀矿库中伴生的震元素这 1 X 10-'以上.

(2) 首~研制成的钢管-钢吁联合孔底土壤来样嚣，提高了探测挥部矿化信息的能力.

(3) 研究成的热辑震分析技术，自动化程度高，提高了工作放事，降低了戚本.

(4)方法对比研究表明，土填震法具有探测深度大 (100 m 左右}的特点.

(5) 研究结果表明，矿藏土攘柔晕的规模大，特别是高t.度内帘的规模大，似椭圆形，

受地质体控制 E 而非矿Ji土壤乖晕规模小，其内带或缺失或呈分散点状，不受地质体控制.

(6) 科研结合生产，进行成矿预测.在冀北的 534 矿区和川北 510 矿区 2 矿段的两个

未知区所进行的成矿预测获得成功，使这两个区分别由矿点，小型矿床扩大为中型矿床.

土檀乖法具有探测深度挥、工作效率高、成本证和操作简便的特点，除了用于勘查铀

矿外，还可用于勘运金、银、铜、铅、钵等金属矿产和油气田非金属矿产资源等广阔的领

域.

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本院院、室有关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四川省地矿局川西北地

质大队和核工业东北地勘局 247. 243 大队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支持，陈利群、刘

文元和胡强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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