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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超大型铀矿成矿背景

及找矿靶区优选

罗'量王正邦侯禀霹

周德安藩'成肖湘萍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摘要

研究区是兴蒙地槽区中间地块经什那干期、加里东期、海西期三

期花岗岩、中新生代大陆裂陷火山作用等多期构造岩浆改造的活化

区，是我国北方卢个重要的火山盆地铀成矿远景区.研究表明，伴随

区域地质演化过程发生了四期铀的预富集作用和三期热液叠造铀成

矿作用 z 根据 U-Pb 同位素、诱发裂变径迹研究表明，由加里东期、

海西期壳源重熔型花岗岩组成的基底是火山盆地铀成矿的有利基

底，晚保罗世中酸性火山岩是火山盆地铀成矿直接的有利铀源体，自

歪-第三纪伸展裂陷玄武岩浆活功是火山盆地铀成矿的重要热造条

件.在与国内外典型大型火山岩型铀矿床成矿条件对比研究的基础

上，总结了九条找矿判据、提出了贯通式火山塌断盆地多源混合热液

铀成矿模式，指出了找矿的主攻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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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rea. an activation zone of the median massif in Xingmeng

geosynclinal area. geologically underwent the multiple tectono-magmatic re

working of granitizations during Shinagan. Caledonia and Hercynian peri{, }s

and of continental rift volcanism in the Mesozoic-Cenozoic era. It is an impor

tant potential area for uranium metallogenesis in volcanic basin in North Chi

na. The study identifies that four stages of uranium preconcentration and three

phases of hydrothermal superimposed-reworking uranium metallogenesis oc

cuned along with the regional geological evolutional process. Studies on the

U-Pb isotope and induced fission track of ~3rious kinds of basement rocks from

the area indicate that the basement composed of crustal source remelting type

Caledonian and Hercynian granites is favourable for uranium metallogenesis in

volcanic basin. and that the late Jurassic intermediate-acid volcano-rock direct

Iy act as the source of uranium and that Cre(aceous-Tertiary extension-rift

basalt magmatic activation supply an important hydrothermal reworking condi

tion for the uranium metallogenesis in volcanic basin. 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etallogenetic conditions of typical large-scale volcanic uranium

deposits at home and abroad. nine prospecting criteria are summarized,the

polygc'etic mixing hydrothermal uranium metallogenetic model for penetrable

volcano-c:>lIapse basin is presented , and the main prospecting targets of urani

um deposits ar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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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地构造佳置及其构造格局

工作区属于内肇古自抬区.，伦贝尔盟西部，为与俄罗斯、'古相撞'的边撞地区，且

面现 3961 kml • 挂酶人比枝一致的现点.本区所处大地掏最部位为额尔古纳-满洲里兴凯

M里东地槽帽雏带.我们根据大量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同佳章年代学研究，认为本区处 T西

伯利亚地台商侧，为额尔古纳-中蒙古棚里东地槽槽雏系中的克鲁伦-额尔吉纳前寒武也中

间地块.

本区前中生代基底构造以:It东向隆起、地陷刷断裂为主，中生代火山岩盖层以形成北

京-北北东向展布的线状啧发带和火山塌断盆地为基本特征，新生代形成以北东-:It北京向

分布的由煤系夹玄武岩组成的伸展裂陷构造体系.本区的深部地质构造处于大兴安岭北北

京向陡变惊度带西侧，在幢隆与慢蝴变异，硅铝壳由薄地厚的部位.

本区正是由于处于地槽擂雏带内前寒武纪中间地块的中新生代构造岩辈活化区，处于

大洋饭块多眈俯冲、削减作用带以及慢睡、'曼蝴变异帘等多重构造作用影响的部位，这就

决定了真地质构造演化饭为复杂、:It东、:It西向基鹰断裂与:It东，北:It东向地壳断裂相豆交

织，壳幢岩辈活动相互交替等特点，形成了一个极为有利的铀成矿的构造环境.

2 前中生代基底岩石建造及其铀源条件

前中生代基底岩石建造包括前寒武纪、古生代地层和花岗岩.前寒武纪地层主要由晚

中元古代的佳疙槽醉、晚元古代的额尔古纳河酵和安攘攘桥组组成.前者多呈岛状产于前

中生代花岗岩体中.岩性为斜~片麻吉、由植吉、混合花岗片麻者以及石英片岩、绢云母

片岩夹变质砂费、大理岩等，变质程度为绿片岩-角闪岩相，单厚度大予 1400 ro ，原岩为陆

嚣碎屑岩夹基性火山岩，属于优地槽建造.晚元古代额尔古纳河醉、安娘娘桥组呈零星分

布于古生代花岗岩体内.告性主要为大理岩、石英砂者.云母片君、石英片岩及吉石榴子

石片岩等.变质程度较溃，为每片岩相，厚度大于 2600 m，原岩属于砂泥质岩夹碳酸盐岩，

为棋·模海帽冒地槽建造.

本区古生代地层零星分布于得尔布于断裂带东南侧.早古生界有下奥陶统七卡组、上

志囱统伊诺盖沟组，岩性为绢云~桓君、粉砂质植吉、粉砂岩和t毛石石英砂告，厚度大于

3695 m，属冒地槽建造.晚古生代地层主要是石炭系砂砾岩、砂岩、泥岩、生物砰屑葳岩

及中基性火山岩，具优地槽建造特点.

本区基底花岗者广泛发育，分布面 m约占基底面权的 60%. 对于基底花岗嚣的时代，前

人只是简单地分为海西和燕山两期，其依据仅是对少数花岗岩体进行过 K-Aγ 年龄测定工

作，由于方法的限制制所在数据甚少，其可靠性较量.为了查明基底花岗岩的准确形成时

代，我们在野外地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了花岗岩中错石 V-Pb、金者 Rb-Sr、金岩 Sm-Nd 、

销石 Pb-Pb 等方法的同位靠地质年代学研究，查明本区基底存在晚元古代、加里东期、海

西嗣三期花岗嚣，建立了基底在岗嚣的成因系列和演化年代表.

本区晚元古代混合花岗者活动期主要形成一些交代成固的棍合花岗片麻岩和混合岩，

分布于额尔吉纳地区的吉拉林、三 11提一带.根据众数撑晶构成的 Sm-Nd 等时线图'事，挤

得 997士 37.2 Me 的结果，官与区域上什那干运动(曹宁运动〉的构造事件是一致的.

对本区加里京期花岗岩可避-步划分出两期，即早加里东期巨斑状片麻状黑云母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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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幢石 U-Pb一罩缉年龄为 555土31Ma) 相囔踊里东踊巨赢就s云母在隔着《金者 Rb

sr 等时缉年龄为 442土5 Ma). 曾者量费基产出{三遭罩、吉拉林岩体)，后者量小费篝产

出《罩租、向阳电告体).

本区鄙西蝴花岗击英广泛分布，呈岩基租费篝产出.镜们分属对其中的 s 个岩体量行

了错石 V-Ph一重缉租金岩Rb-Sr 事时辑年龄测定.根据厨在碍的同位章年龄撞撞，可进一

步将海西.IlE岗d累活动划分为三朗，即z 早期 (383 Ma，'"租大幡岩体).中期 (333 Ma ,

恩和大岭岩体h 畹期《约 239-230 Ma. 协荣屯‘查于陶勒董岩体).

关于基底花岗岩的成因，根据大量野外理事，岩石结梅构造、岩石化学成分、岩石器

同位章韧插比值、辑土元素配分特征、岩石中错石特征、铀佳演化特征以及 ACF 田'霉多

方面研究结果，确定本区基底花岗岩具有理合花岗岩化型、壳霞重需型和嚣'在型三种成困

类型.其中属晚元古代的混合在肉片麻吉、混合者是在岗岩化的交代成回产物 s 属拥里东

期的巨斑就黑云母花岗者和海西期的中植斑枕黑云母在岗岩为壳嚣重熔成因 F 属加里东期

的石英阿K:岩初海西期的中扭植似斑就黑云母花岗闪*:费、二桂花岗费3甘露煌成因.

关于基底的成矿铀源条件，我们认为，各种元素的成矿作用恃别是铀的成矿作用是与

基底的演化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一般认为，饵质花岗岩的出现标志着基底演化已达到成

熟.本亘基底经历了什那于期、 M里东阴、梅西期三期富饵花岗者作用的改造，以此相应，

伴生了三朋铀的预富集作用，形成了对成矿有利的较为富铀的基底.区内晚元古代什那于

期提合花岗片麻岩，加里东期壳嚣重熔型巨斑状黑云母花岗岩，海西期壳嚣重熔型中粒斑

状黑云母花岗岩的平均蛐含量分别为 3.0XIO-· ， 3.5XIO-· , 3.9XH，-·，平均桂含量分别

为 29.4XI0一'. 24. 1X 10-'. 18. 1X 1\)-'.它们的平均SiOI 吉量分别为71.0Yo， 72.9Yo，

77. 4'" ，平均 KID 含量分别为.1.23% ， 5.85%. 5.32". 相对晓中元古代佳疙擂群斟民角

闪岩、晚元古代额尔古纳河群片岩、大理岩和梅西期深熔型黑云母二*:花岗岩有明显的增

量特点，其中错石的铺含量由老至新逐渐增量更为清楚，表明本区壳源重悔改造型花岗岩

是富铀的花岗击，由"E掬成了火山盆地成矿的有利铀源基鹿.根据对基底各类岩石铅同位

素组成分析结果计算，在碍了岩石真正的能代在原始铀的含量，将岩石的原始铀含量与现

捆铀含量进行比较，可以得出铀在地质历史演化中的得失情况相成矿中的供铀能力.结果

表明，中晚元古代的斜民角问岩、云母片岩和晚海西期的部熔型1f岗岩，其原始铀含量均

偏低 «ax 10-勺，地质演化中均为在得铀而本身未发生铀丢失，而晚元古代的混合花岗片

麻岩、;需合岩，加里东租梅西期的壳II重熔型花岗岩则显示有位高的原始铀含量(平均分

别达 5， 05X 10-' , 5. 64X 10-'.1. 12X 10-' .12. 7X 10-η，而且铀的丢失量已很高(达66.5 Yo

-88.0%)，显示了官们在成矿中具有较强的供楠能力.

3 中新生代火山岩盖层建造，岩浆成因系列及铀成矿条件，

中新生代巨厚的以火山去为主要特征的盖层建造发育在无古界变质岩、醺酸盐吉、古

生界碎屑岩以及不同时期的花岗岩之上，之间为明显的不整合关暴.火山岩盖层由上下两

个那位分组成，问央部分火山沉职者和沉积11 ，组成下部火山岩盖层构造层的主要布上保

罗统塔木兰向组(J川基性、中基性岩、上保罗统上库为组川的中酸性、酸性者 e 组成

上部火山告盖层构造层的有下白皇统伊列克得组 (Kly) 基性、中基性持和第三妃上新统五

又沟组 (N.w) 基性岩.中新生代陆相沉积岩地层包括底郁的中保罗统甫平组 0，时，叶'部



的主篝，撞木唱组。，m>犯上'曲下自噩篝大'扭词组 (Kid)、第三墨上篝撞碍查由组

(N.o.b). 区内火山君去石神费恒多.J).基性告到醺性量和偏幢幢齿'有出露z 羹盟友膏齐

全.包括蜡费‘火山碎圃'事去‘火山碎屑费以及它们之间的过擅性费石和农火山去.这些

世石大多虫'有植大的厚度和.广的区罐分布.

本区中黯生代火山活动在时空演化上具苟明显的埋律性.J).时间上看，火山活动具有

多篝回、多筒'的噎盆'守恒.每一个大的火山啧发肇困'包含有若干个小的篝回租众多的

啧发筒..表明了火山活动的~.性和多期性.在空间上，火山嚣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方向

性，火山活动严幅地受断裂构造所控制.本区告是期活动的北京向、北北东向的区城性深断

裂控嗣了中霸生代火山岩的总体分布.北北东向部断擅自始至终控嗣'早期麓回<J.t>的

火山活动，官也是火山告章运穆的通道s 中期旋回<l.s) 的火山者多分布在北北京向与北

西向断裂的交汇处，因而在区撞上多呈串珠拔.晚期庭团 (Kly ， N.w) 则括北北京向的新

生代瞿瞄带啧溢，但其震模已急剧编小.

魏们根据各期火山费者石的饵同位素韧插比.量Ui疆土元章配分以及岩性和击石化学

的特征'方面辈确定火山嚣的费辈虞因.得出，本区中霸生代火山岩在成回上具宿壳幢混

蜡型、亮..蜡盟和幢噩噩三种类型.院保罗世早期火山营辈演化量韧来富于上地幢，但

在啧寞之前已经历了极充分的分鼻，并在分异过程中曹大量的地壳"质震入，形成了壳幢

耀蜡型凰目的墙木兰掏组中基性火山岩重量，囔悻罗世晚期由于强烈的构造者囊括化改造，

使下地亮局部重煌，形成了上库力组壳谭重熔型中融性、幢幢火山去建造，自噩-第三纪由

于大陆地壳强!Itt囊，导重了一系列伸展提陷盆地形成，并伴生有幢霞基性去辈活动，形

成了伊列克得组、五叉沟组玄武岩、安山玄武费建造.这种幢潭、壳雷、幢嚣变'的火山

费襄活动，对本区火山盆地的铺成矿缸为有利，宫一方面能够提供来自澳部和挥部的丰富

的成矿物盾，另一方面又能够提供热造成矿J开必需的能嚣和赢扭空间.

本区中霸生代毒草费障火山费外，还包括鼓量众多的燕山期花岗岩龚小营体.根据告

石化学成分、错石特征且部分葡土元'的分析结果，本区藕山搁在岗告相前中生代告擎着

一俘，也可分为部熔侵入型和壳雷重熠型商仲.商者饱含量偏低〈小于 4XI0-勺，后者的

平均铺含量达 8.!;XI0-·，世含量达 29. 3X 10-'.

区内各类火山者根据γ能遭测量和铀址化学分析结果，其含量的变化有由早到晚，由

中基性岩石到中醺性者在逐步跟现增量的特征{据化学分析，铀由1.8XlO-·增至 5.21X

10-'，佳由 7. 89X 10-'增至 19.91XIO-η. 捂着石铅同位囊组成分析结果计算，上库力组

配性火山着一煌的原始铀含量在12. 70X 10-'-24. 23)(' 10-'间，均显著高于着石现嗣铀含

量.铀的丢失量为 60 Yo --92%. 鲸上所埠，本区壳雷重铺成因的燕山期花岗岩和上库力组

酸性火山费真蛐址含量要明显地高于壳慢混熔成因的墙木兰词组中基性火山岩和幢·硕成因

的下自重统伊1'J克得组基性火山岩，它们还具有分布面积广，厚度大，原始楠含量高和成

矿供铀能力强等特点，是本区火山盆地铀成矿的直接者利的铀I«居体.

4 区域地质构造演化及蚀变矿化特征

区城构造条件是火山告型铀矿成矿的必要条件.本区火山构造是区域断裂构造发展和

演化的产物，官既显示了受其基底掬造控制的特点，又有新生性特点.宫和区JJt构造一起

构成了本区的断.-火山构造墨镜.在大量野外地质观事基础上，我们运用了 TM J!片、重



力、航噩、航撞等贾料进行了帽量尊告旬'事，编剧了本区1/20 万断裂-火山掏遭履布固租铀

矿威矿鲤律及洒洒田.

本区前中生代基庭经历了长嗣多朋曲啕遭变动.从古陆模向南精生到内章古大洋的发

生、帽llIr到闭合踊亡曲全过噩，本区均剧南北向的挤压和所导致的南京，北西向扭应力占撞

沽地位.帽绩和断裂的主构遭结方向为北东向.巳揭示曲最主要曲有德尔布子、额尔吉纳

-灵泉、满洲里·巴揭山、暗乌尔河等北东-:jt:jt东向地壳断襄帝和大沙田-阿辑楚·苏木、哈

拉牛多、性黯攸场-奥不恨、霸百路克、建设屯-上妒钵、人大关-1Ilf岗等北京向基庭断裂帘，

以及大石马电、奥子不假山-大青山、阿勒坦陶布宾、盟秘-下护钵、三河-下库力、黑山头

等北西向的基鹿断裂带.这些基底构造带和地壳断型带的相互交切.形成了本区以块断睦

蝴相间为特征的基本构造拖延.它控制了基底的断块活动.花岗岩化作用.以及壳..重熔

型花岗岩和部蠕型花岗岩浆活动，并为其后中新生代火山岩啧发带初岩浆活动中心的断提

火山构造系?克及伸展裂陷树造系统的发育奠定了基础.

本区自中生代以来.区域构造应力场由南东-.it西向的挤压转为北西-南东向强烈的拉

张，形成了中新生代沿北东-北北东向地壳断型发育的火山啧发带，同时也导裂了:jt东、北

西向基底断裂复活.中新生代的地壳断型带与基底构造的交切复合，控制并形成了本区北

东·北北东向、.it西向隆塌相间的火山构造幡局.至晚保罗世，本区进入大陆中基性、中酸

性火山活动高潮期. .it东-北:jt:东向地壳断费帘与北西向、北东向基底断型的交切复合，控

制了火山活动中心、西火山口编陷盆地或火山机构、火山穹隆等火山构造的定位.在火山

盆地区，断型构造与火山构造常常交切复合，震密伴生，构成了本区极为复杂的断蜀，火山

向选革镜.在真交切复合部位形成的负向火山构造盆地，通常~级断裂何型隙密集，岩石

磕掠，是火山他液运移、交代蚀变，使蚀元素活化转移，富集成矿的有利部位.

本区火山去型铀矿化，接产出部位可分为产于基底岩石建造中的铀矿化和产于盖层岩

百建造中的铀矿化两类.产于基底岩石中的铀矿也多分布在中生代火山盆地的周围，按真

产出主辑又可分为产于不同时代花岗告内部与云英营化、硅化破跻带有关的矿化 (80715 等

矿也点}和产于花岗营与前寒武纪变质岩残留体接触带中的矿化 (92401 、 431 等矿化点}两

个亚英.前者对铀矿的拽，意义不大，后者A重要的找矿意义.产于火山智盖层中的矿化

目前发现的数量较多，是今后找矿的主要目标.

本区的火山告型铀矿化受地层、岩性、构造和路液蚀变的严格控制.

0) 地层及岩性控制 z 矿化的产出具有多层位相多岩性特点，但绝大多数矿化和异常

点又主要受上保罗班上库力组中的酷性火山岩控制.这与官们的铀含量高，告石类型多悴，

组合复杂，机帷物理性质差异明显以及臣间构造、型隙构造发育有关-

(2) 构造控制 z 目前发现的铀矿化以及多金属矿化均受北北东向区域断裂-火山啧发带

的控制，尤其与宫和北西向断裂变切夏合形成的断裂-火山构造结有关，矿化通常产出在这

些断裂4火山构造锚内的断裂破碎带巾和火山机构、次火山智巾，以及北东、北西、南北向

次级断型的变切复合部位.

(3) 热液蚀变控制 z 本区中高温热漉蚀变主要有三英吉化、砂卡!lJ化、饵t己石化，主

要发育在第底花岗岩分布区仙花岗辑与元古代变质告的接触部吃.中离祖蚀变与铜、相矿

化 fll一些多金属矿化有密切关系，但由此号|起的铀矿化一般都未能达到工业意义因而本.身

叫价值不大.与铀矿也关&踊密切的是中低温热液蚀变.n化、水云llj化、蒙脱石化、蓝



石化量本区分布最r. 与铀矿也是晕晕'切的售擅恤~.本区.矿也曲鬓噩租产出篝筐与

.11..跚跚幡跚跚壳、'古多尔诺篝胃个越大型火山费噩铀矿囚的基拿囊'且.通过目菌

的工停. e显示出良好曲挽矿'自景，寞中幢蜂的矿化矗有JmF-3. 92401. 431. 4002. 1mF
5. JmF-2. 101. 3OUt.

5 有利形成大型火山岩型铀矿的地质条件及成矿远景

三年来专题组对研究区区罐跑厦青最进行了部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黄鹤租丰

富的分析测试散蟹，肯定芭具有形成大型火山去型铀矿的基本地厦条件.现将其有利条件

归纳如下z

(1)大'也掏矗处于对..矿植为奇利的地区.研究区与拥有大型、越大型火山营型幢矿

床的健罗斯虹石地区和霞古克'伦地区一起，同处在西伯利董炮台商筒，兴肇古生代煌槽

帽肇带北槽，属于宿量带内的克'伦·额尔古纳前寡武纪中间地块中新生代火山·掏造告辈

活化火山盆地区.

(2) 植挺期活动的部断提所贯通，形成具有三个掏遣层结掬的火山塌断盆地系.研究

区的主要火山蝠瞄盆地和断陷盆地分别受北北东向的得尔布子、晴乌尔、额尔古纳-灵息和

宿制里·巴杨山探断裂带的控嗣.这些提期活动的贯通式部断裂带是沟通挥部来自壳慢的热

植体潭，基鹿和盖层的富'曲层体以及最压地下水的矗遭.官们与二;贯矗的火山蜻断盆地一

起，为多雷混合成因富蛐火山鹅霞的形成和运穆提供了有利的水动力循环矗绽，因而植嚣

断襄贯通的火山蠕断盆地是火山费型铀矿的重要构造单元.

(3) 大多颤火山盆地鄙草接产在富铀的花岗费基鹿瞌起之上.由于荫"武纪变质费基

底历晕了什勇于朗在岗量化作用和拥里京剧、.西期以及襄山早期的壳罩量第花岗告辈作

用，费E的分异演化理度高..、世、停经过了多期的'担增量，从丽形成了富铀的花岗

质基底，为后期的壳雷重蜡型富恼火山费量层建造的形成和铀成矿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

(4) 火山辑盖层具有厚度大，辑辈分异演化完善，费性、结构复艇和畹期醺性富蛐火

山岩~育等特点.宫不但能够为成矿提供丰富的偏潭，而且在后期掏造作用下还能为切层

断裂和层间构造的产生创造有利的边界条件.

(5) 火山蠕断盆地受到盆后裂陆中基性火山活动相陆内型谷慢II基性火山活动的适量

和改造.官为热造型铀矿化的最鳝形成提供了热雷和富含碱质和矿化剂的挥部施体.

(6) 巳揭示出大量铀矿化点、异常点，囊现有与邻区红在、多尔诺恃超大型铀矿田相

似的硅化、水云母化、萤石化、迪开石化等中低温热檀蚀变组合特点.官为火山盆地的评

价、优遇和进-步突匾提供了直接的挽矿缉囊.

综上所述，研究区具备了形成大型火山岩型铀矿的有利地质条件，是一个具有很大拽

矿前景的火山黯型铀矿成矿远景区.

6 火山岩型铀矿成矿模式、找矿判据及远景盆地优选

为了踵立本区火山精型铀矿成矿模式，我的首先以区蠕地盾构造演化为主缉，确定出

火山盆地蛐.«矿在预备朔和成矿期地质作用过程中的主要事件，再确定出与之有成因关单

的其官尴质事件井矗立起二者的联..为此，拽们编制了额尔古纳火山盆地铀成矿带地质

演化与火山盆地结带和铀富集成矿关藏回(固 D.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即适用于本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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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又对西环太平挥.矿罐罐..撞'火山盆罐菁蕾矗童文曲火山着噩蛐.矿菌化檀式

〈圆白.本区火山噩噩蛐矿曲提矿到量可归"为z

(I)古生代地帽'撞带向中间跑换上的中'冒生代话也曲式山盆跑.

(2)蓦雇怯队量起区上的火山蝠Ii盆地，寞中尤其是蕾火山口洼地型的大山蝠瞌盆地

(3)火山盆地之上造置有陆内噩谷.因克填基佳火山馨的襄瞌盆地系.

(4)盆地基应是在菌寒武纪变质岩噩噩基画上量多嗣壳量I.蜡型花岗营辈作用和花岗

者佳作用的富蛐基底.

(5) 盆地火山告盖层建造具有多..回.多韵律持证s 击石分鼻好，组合夏朵，结掏面

多.厚度大，其晚期自铀的醺性火山告初次火山告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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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11多在活动的嚣畸型贯矗的火山盆地，盆内断噩·火山构造量膏，贯矗式挥断

提与不同方向的民氧断裂.火山构造相组合.交切复合，广E形成构量结-

(1) 在构造绪'缸，导矿断噩糊院组睿矿断遭革疆生的羽状噩融、层间砸碎等与西孔

'曲，矗厚，交代幢幢强的精石一起组成膏利的构造·费性圃闭.

(8) 火山盆地内广逻量膏多翻中低温的硅化、董E化、枯土化等鹉擅蚀变，蚀变下'班

上醺的垂直分带性初以构造蚀变结为中心的水平.It带性明显.

(9) 区蠕上铀矿化处在多金属11矿带与董石血矿帘的过擅鄙缸，盆地植航撞相撞面，.

晴的蛐、佳.W商场所环蟹，有铀矿化广髦的直撞显示，以及事在"化挥自事合异常.

在对本区主篝火山盆地开属多学科罐合立体化研究矗础上，编制了1/20万额尔吉纳糊

膺棚里两个地区的蛐属矿想律和成矿预测田.:lt区内主要火山盆地的成矿.侍应远'逼个

进行了罐合评价相优遭.遣出了4 个 1 费远景盆地，即'哥尔吉纳地区的向阳电盆地和上护

林盆地，帽洲里地区的翼襄盆地和大青山盆地，选出了s 个 E 费远景盆地，即额尔吉纳地

区的自兴电盆地和建设电盆地，满洲里地区的巳杨山盆地、也幅幅乌拉盆地和马头山盆地.

'



本区的 t 费远量盆地曲地厦掏矗与.矿条件....事区的巳妇产蛐盆地相对比，具有很大

的徊II量.宫的偏矿位上的量'在.大疆度上矗由于后者揭露糊'览噩皮不够店里t. I 费

远'盆地与之相比.在.矿条件上量存在一定噩噩.但宦的均葬在宿刷的基摩噩起，之上，

具葡..矿的矗本跑厦矗件.撞仍可列入运量盆地之列.对上遥远景盆地的嚣'跑.结构

'矗本撞，二三件，应罐罐晕用先量的.矿E诠'有般的撞术孚匾，开厦综合立体也研究.我

们量筒，圄着这-埠医捷矿租M.工作曲蝉入开晨. -定会取.更好的'也厦虞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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