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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岭南亚带的碳硅泥岩型铀矿

钱法荣周德安季洪芳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摘要

西秦岭南亚带的破硅泥岩型铀矿是我国内地发现的矿化独特且

很有发展远景的铀矿类型。矿化沿一定层位分布，产于硅岩层和硅灰

岩透镜体中。矿体呈似层状、透镜体状和不规则脉状，受断裂构造的

制约。矿石分为块状和砂状两种，且具有不同的矿物组成和元素组合

特征。研究表明，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含矿地层本身。成矿环境具有

中低温、浅成特点。成矿作用历经了含矿层沉积成岩形成铀的初步富

集;多次构造活动伴随地下热液作用形成铀的工业富集;矿体经氧化

剥蚀及淋滤作用而被改造，局部发生次生富集的三个阶段，矿床在成

因上属于以地下热水溶液成矿为主导的复成因，主要成矿时期发生

在燕山晚期和喜山期。根据地质构造条件和矿床保存条件，提出了在

研究区进一步深入找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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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l iceous-Calcareous-Argill aceous

Rock Type Uranium Deposit in South

Subzone of Western Qinling

(In Chinese)

QIAN Farong ZHOU Dean 11 Hongfang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ABSTRACT

The siliceous-calcareous-argillaceous rock type uranium deposit in south sub

zone of western Qinling is an inland found type deposit with specific mineralization

and good potentiality. The mineralization distributes along definite horizons and oc

curs in siliceous layer and lenses of siliceous-calcareous rocks. Orebody presents in

forms of stratoid , lenticular and irregular veins and controlled by fractural struc

tures. Ore is identified as massive and sandy and each characterized by various min

eral compositions and element associat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mineralizing

materials are mainly derived from 0町、bearing strata; The metallogenic environment

has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low temperature and supergen的 The metallogenesis

underwent three stages: (1) Sedimentation-diagenesis of the ore-bearing strata led

to preliminery concentration of uranium; (2) Polytectonic activities accompanied by

underground hydrothermal process resulted in the industral concentration of urani

urn; and (3) Orebody reworked by oxidation-denudation and leaching , locally has

taken place secondary concentration. The deposit in origin attributes to polygencsis

dominated by underground hydrothermal metallogenesis. Main metallogenic epoch

happens during the periods of Late Yanshan and Himalayan. According to the geo

logical-tectonic conditions the further prospecting direction in study area is pro

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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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岭南亚带的碳硅泥岩型铀矿是我国在内地发现的矿化独特且很有发展远景的铀矿

类型。自 60 年代末起，对分布于该区古生界碳硅泥岩系中的铀矿，地矿部和核工业且公司

的地勘队伍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找矿勘探，先后发现和勘探了 510 ， 512 (大型)， 513 ， 701 ，

403 , 511 , 104 (中小型)等铀矿床。其中510 矿床(含 4 个矿段)已于 70 年代初投入矿

山建设，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直接的贡献，经济效益巨大。在此期间，先后有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研究所、中国

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JiI西北地质大队、甘一队、甘五队、成都地质学院等单位就

西秦岭南亚带的区域地质构造、含矿地层、岩石和铀矿化地质特征等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取

得了许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对矿床成因提出了沉积再造、地下水淋积、变质分异和地下

热水等观点。他们所取得的大量资料和提出的各种观点，直接指导了本区铀的找矿勘探，对

今后的进一步找矿和科学研究无疑将继续起重要作用。

80 年代初，随着我国找金热潮的兴起，在本区铀矿床附近和毗邻层位上又发现了金的

矿化。其巾最有意义和具有代表性的是位于甘川交界线上属于寒武系硅岩系中的拉尔玛矿

床(大型)以及东侧紧邻的耳其矿床(中小型)，已分别圈出了一批金矿体，落实了相当数

茧的工业储量。

我院于 1973 年至 1979 年在本区进行过系统的铀矿科研，井于1975 年就矿床成因问题

首次提出了以地下热水溶班为主导的立成囚观点。 1988 年至 1992 年对铀矿又做了一些补

充性的工作并对毗邻的金矿进行了专题研究。

1 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甘肃与四川同省交接地带，工作面积 1800 km 1 悔拔高为 2900~·4060 111 ,

本区属于奈祁昆复杂构造带秦岭东西向捆皱带西端的西秦岭南亚带(印支榴皱带) ，主

体部分为山古生界组成的自龙江复背斜。

己确定的知II r& lv~带西起甘肃绿由县拉尔玛，呈近东西向向东进入四川若尔盖县，又立

入甘肃迭部县延出区外，总长度在 300 km 以上。查明的铀矿化层位有属来武-奥陶纪的硅

岩系(有 510-3 等矿床、组成 "wi成矿带")和周吉、田纪的陆灰岩透镜体群(有 510-1 ， 512 ,

701 , 403 , 511 , 104 等矿床，组成"北成矿带勺。区内以白依背制为核心，地层及构造线

旦近东西向展布，铀矿化均位于背斜北翼，

臼依背斜核部由震旦系白依沟群陆相火山碎屑岩-碎屑沉积岩组成，它是本区最古老的

浅变成地层，厚度大于 2000 m。背斜两翼分别出露有那武，奥陶系太阳顶群巨厚层状硅岩，

灰硅板岩、粉砂质板岩及炭l吸板岩(厚度 90~400m) ，志因系臼龙江群硅灰岩和粉砂岩、缸

岩(厚度约 9200 m) ，泥盆、石炭、二叠系碳酸盐岩夹细碎屑岩(共厚约 7960 m) ，以及三

叠系类复理石仰周岩(厚度大于 1000 m) 。 你罗系陆相火山岩及蝶系地层(厚度约 1500

m) ，下白噩-第三系陆相红色磨拉石沉积岩(厚度约1700 m) 均呈弧立小盆地牢里分布其

上。

自依背斜的主体走向为280·，为一简单不对称背斜。背斜轴部向东西两端倾状，南掷

地层倾角绩，北翼陡，西端局部京生倒转。区内断裂以走向断裂和层间断裂为主，属于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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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断裂带的一部分。在寒武-臭陶系硅岩层和中志宙统硅灰岩透镜体层内部，和两侧，走向

或层间断裂尤为发育。此外，本区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也很发育，多斜切走向断裂，常错

断含矿的硅岩层和硅灰岩透镜体，有时也错断矿体。上述两者掏成了本区构造呈菱形块体

的基本格局。

本区岩浆岩不发育，主要有加里东末期的辉绿岩墙，呈东西向展出与背斜轴平行，同

位京年龄 366 Ma; 海西期的花岗闪长岩株，同位素年龄 172 Mat 和保罗纪以安山岩为主的

陆相火山岩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岩浆活动与铀矿化有直接联系的际志〈图1)。

!JO l 0203 [§]4W 5 [ill 6 [}I] 7 [}jJ 8

囚 9 曰 10 日 11 I丑 12 日 13 曰 14 曰 15 巨J 16

图 l 西秦岭南亚带地质及矿化分布示意图

〈据四川省地矿用 405 队，部分修改)

1 一一臼蛋系 I 2-一石炭系 I 3 一一泥盆系 14-一志留系上统 I 5 一一志臼系中统 I 6 一-志留系

下统上边组， 7-4臼系下统中岩组 18-一志留系下统下岩组 19 一一前志留系 110-一硅岩 I II

一-灰岩I 12-一硅灰岩113-一花岗闪t饨 I 14-一断层 I 15 一一不整合界线I 16 一一制矿W.

2 铀矿化的主要特征

2. 1 铀矿化沿一定层位分布，产于硅岩层和硅灰岩透镜体中

区内铀矿床和l矿点很多，但均u!中于两个含矿层位之中。一个含矿层位是芳:武-奥陶系

的太阳顶群硅岩组〈南含矿带) ;一个是志回系属中志回统的含矿硅灰岩组〈北含矿带〉。铀

矿主要集中于北含矿带，即中志回统的硅灰岩适镜体群中。

夹于粉砂岩、粉砂质板岩、炭板岩中的硅灰岩透镜体按其岩性组合和岩性序列可以划

分为简单和复杂的进镜体两类。简单的进镜体系指砂板岩中夹有的只是由单一岩性的硅岩

或灰岩透镜体，一般其规模较小〈长几十厘米到几十米，厚几厘米到几米) ，不含矿或仅形

成铀的异常:复杂的遗镜体系指砂板岩中央有的由硅岩、灰岩以及两者间的过渡性岩石和

炭板岩等多种岩性按一定组合而成的选镜体。铀矿化主要赋存在复杂的硅灰岩进镜体之 ~P 0

复杂的硅灰岩选镜体一般规模较大，长度达几公里以上，厚可达几百米。具有工业意

义的铀矿化，全部都分布在大的复杂的硅灰岩适镜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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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灰岩远镜体沿走向和倾向均有膨胀，收缩和分支某合现象，铀矿化常产于其中膨大

部位，以及形态、产状发生变异的部位。

在复杂的硅灰岩透镜体内部，沿厚度方向各种岩性按照一定序列排列，这与其形成时

期的古地理环境和地壳有规律的运动有关。复杂的硅灰岩适镜体的一般性序列为(由上而

下h

硅右(上挂!t.') 5-50m

硅灰过渡性岩石 (~H贡")j(!f}或钙质硅右).有时央白云窄小远镜体0-35 m

灰指或含硅灰斗~ 5-60 m

个别达 200 m

FIF"

因 2 510四 I 矿床坑近乎回示意困

(据四川省地矿局405 队，部分修改〉

1 一一炭板岩I 2-一灰尘 I 3 一一硅岩，

4 一一砂状灰!b"， 5-一断层 I 6 一一矿体.

硅~(下硅~") 0--5m

铀的矿化具有多层位、多岩性产出的特点，但是其主矿体和矿床储量的主要部分均产

于上硅岩下部的硅灰过渡岩中及紧接其下的灰岩(含硅灰岩)中。

硅灰岩适镜体中的硅灰过渡岩石带属于构造作用下的软弱带，岩石及易发生构造裂隙

和破碎;在成矿部液活动中它属于地球化学环境上的转变带，囚而它是负11 J盐矿的有利层位。

硅灰过渡岩的发育状况取决于所处硅灰岩透镜体的规模(尤其是其上硅岩的厚度及延fill 稳

定性)以及形态，一般大的在形态上有变化的(膨大)，硅灰岩适镜体，其内部的硅灰过渡

岩的发育较好。

2.2 矿体呈透镜状、似层状和不规则的脉状，形态多样.受断裂构造的制约

本区各矿床的所有矿 「一 一一一

体的展布，形态和规模都明

显地受断裂破碎带的控制。

主要的控矿构造是j目层或

层间的断裂破碎带。在构造

作用下，在硅灰岩透镜体的

两侧均立育有j目层出If裂带;

在硅灰岩透镜体内部两种
IF,

块状岩石层之间，尤其是在 l
陆岩与灰岩之间的硅灰过 口吕 1 I bCal2 ~3 ~4 [1] 5 :ot1lJ) !6
渡岩石带，是层间断裂最发

育的部位。层间断裂带连同

两侧发生的次级断裂带，节

理裂隙带和岩石破碎带一

起，形成规模很大的断裂破

碎带。如果再有北西向和 1北东向的斜切断裂构造叠加复合，还可使岩石破碎进一步加强，岩

石破碎带宽度进一步加大，成为最有利于铀矿化宫纯的场所。

本区顺层或层间断裂破碎带最早形成子区域捆皱发生时期，但其持续活动时间很快，具

有多朋活动的历史，因而规模大，结构面通常都十分复杂。层间断裂带结构面变化总的趋

势是早期多为压性兼扭性，晚期多为张性兼扭住。

铀的矿化均发育在层间破碎带及其开侧的节理裂隙带中。矿化的规模和强度与层间破

碎带及节理裂隙带的规模和岩石的破碎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铀矿体的产状和形态



因 3 510- I 矿床某勘探统剖丽示意图

(据四川省地矿局405 队，部分修改)

1-一板右 I 2 一-泥灰右I 3 一一硅右 I 4-一砂状灰岩，

5 一一灰:b
l

; 6 一一矿体I 7 一一断层 I 8 一一钻孔.

ZK1J

F,

因l 囚2

卧囚4

囚5 囹 6

日7 囚 8

主要受构造破碎带产状和形态所制约。

矿体的形态主要为似层状、选镜状，少数

呈不规则脉状和l巢状(图 2 ， 3) 。

2.3 不同类型和表寂的矿石，具有不同

的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特征

本区铀矿的合矿主岩主要为硅灰过

渡岩，其次为灰岩(含硅灰岩)和i硅岩，

为数较少的是炭板岩和白云岩。无论以

何种岩石为主岩的矿石，都可按lt我象

特征划分为两种类型的矿石。

块状矿石g 夕|、表呈致密块状。矿石硬

度大，工业铀矿物主要为圳青铀矿，少量

为知II 石;伴生矿物有黄怯矿、问怦矿‘黄

铜矿等多种金属硫化物以及石英、方解

石等。矿石矿物和l脉石矿物以充棋和j民

结岩石的形式产出。块状矿石形成较早，

主要产于矿床的深部。

w、状矿石 z 矿石呈疏松的砂状、多孔

状。铀主要以吸附态存在于含铀矿物中，

或以次生矿物形式存在，局部可见到告II

黑。伴生矿物除少量残存的硫化物外.主

要是铁、铜的斜化物和!怎[氧化物，各种次生和表生矿物。TtY状矿石是早WJ形成的块状矿石

和l含矿岩石经构造破碎和1地下水淋UB改造而成的。它己失却了tt~状矿石和岩石的结构构造，

而成为欠j应站的砂状和多孔状。砂状矿石主要分布在矿床的上词:以至地去(去1)。

表 l 两类旷石的矿物组成

块状矿石 砂状矿石

铀矿物 沥青铀矿.钳!石(少量) 倒黑、正铜钳l云母、机钙铀矿‘ ilP饥铀矿

合铀矿物 胶祸\~;矿‘ m~b石、水铝英石(深色)

前铁矿、闪铮矿、货铜矿.硫锣;银矿.辉锦矿、
货铁矿(残阳)、水针铁矿、自然钢、亦铜矿、

金属矿彷 针w矿、1II铜矿、时黝铜矿.硫饥铜矿、辰砂.

自铁矿、辉铜矿
辉铜矿 i自;:~;矿

石英(拉状囚块状"水铝英石(浅包"石膏、

石英(脉状)‘方解石(脉状)
高岭石.前1IP~;矶、孔雀石.蓝铜矿、菱铁矿.

非金属矿物
铝水方解石.多水-，;Ij岭石.水矶铜矿、胆矶.二'f

解石

综上所述，块状矿石以沥青铀矿和1金属硫化物共生，以产于方解石脉(少数产于石英

脉)中为特点。这些矿物是在一种成矿作用之下，分不同阶段形成的。可以根据矿物组合

和脉体问的穿插关系把它们划分出来。表2 给出了 701 矿床成矿的主要阶段和1矿物生成的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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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01 矿床主要矿石矿物生成顺序

矿功名称
成矿期，成矿阶段

装生作Jl]M 成省变质期 石英-硫化物阶段 方解石-硫化物阶段 矿后阶段

石英

方解石

部青铀矿
一 - 一

吸附状的铀

货铁矿

闪伴矿

硫铁银矿 -
针银矿 一一二

一

货铜矿

即E捕铜矿

针铁矿

菱铁矿 ----
菱组矿

水铅英石

饥钙铀矿

通过对矿石物质成分的详细研究，我们把本区各矿床的矿物组成划分为以下6 种组合

(表 3) ，而各组合基本上是按序形成的。

表 3 矿物共生组合及其形成期

f¥ 号 矿物组合 矿物组合形成期

1 参加矿石组成的选岩矿物(石英.方解石等) 成43和变mJ钢

2 金属硫化物-石英 热水成矿期

3 金属硫化物·沥青铀矿，方解右

4 方解石(矿石) -硫化协

5 金属硫化物-滔背铀矿·钳i黑 我生改造与次生富级别

6 次生矿物及表生矿物

砂状矿石的矿物组成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带状特征。表 4 为 104 矿床矿石的矿

物组成垂直分带。该矿床地表及战部以强氧化条件下形成的稳定的矿物为主，而向深部则·

逐渐过渡为以弱氧化条件下形成的矿物为主了。

表 4 104 矿床矿石矿物分布

矿物名称

位置/ (棕高，米) 饥钙 \ljl饥 黑色水 水铝 多水高 铝水方 玉 应状褐 捕铁 赤铁 武铁 水银 孔雀 蓝铜 赤铜 自然 咆气
铀矿 铀矿 铝英石 英石 岭石 自E石 筒 铁矿 矿 矿 矿 铜矿 石 矿 矿 铜 石

地表 + - + 十 X X + + X +3200

一中段 + + + X - + - + 微 X X + + 微3153

二中段 + X - + + 微 X + 徽3123

三中段 + X + + 十 + + + 微 + X + + 微3072

四中段 + + +3011

+少 -较多 X很多

研究区铀矿床中块状矿石与砂状矿石的分布与地形和地貌特点有宙切的关系。有如下

三种情况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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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主要由块状矿石组成，而砂状矿石不发育，如 701 、 511- n 矿床。这类矿床多

位于地势较低的沟谷中，地面已被强烈!切剖，产出海拔一般为 2900-- 2700 m 。

(2) 矿床上部发育有砂状矿石，下部发育有块状矿石，如 510- I 、 512- II 矿床。这种矿

床都分布在本区的西部，其地貌特点是海拔高，但相对起伏较小。铀矿化出露在海拔3400

-3200 m 的山坡上，垂幅一般都很大，向源部的延伸己被坑探和钻探工程证实大于400 m 。

(3) 矿床主要由砂状矿石组成，块状矿石不发育，如104 矿床、 511- V 矿床。这类矿床

多位于山脊附近，其地貌特点是地势较高且相对高差很大，矿床附近风化作用强烈(困4) 。

(m)
4000

512-1

3∞or [y] 1

型] 2 \510-113

穷乡z!:::::::- 9O'

2500

图 4 各矿床矿体赋存析、高纵剖面示意回

1 一一砂状矿石 I 2 一一块状矿石 I 3 一一矿床编号.

从本区矿床矿石产出的三种情况表明，块状矿石一般是矿床下部矿体的组成单元，砂

状矿石均是矿床上部矿体的组成单元;它们的保存和发育状况，受矿床所处的地j~有;高、切

割深浅和l矿床在地貌上所处的具体位置所决定。铀矿床中两类矿石的分布关系，只能月j砂

状矿石是由块状矿石经改造变化而来的原因*加以解释。

在一些矿山中砂状矿石和1*状矿石的交接过渡部位，常存在有一些品位很高的日矿石，

铀含量可是百分之几。其中常见到块状矿石中的沥青负!l矿·方解石脉被金属硫化物·切背负II
矿"负!l黑细脉切穿，我 fifJ 后者的形成较晚，推测抖矿j贞可能米源于上部的砂状矿石，属于氧

化态的含矿质的济液在下降过程中遇到相对还原的环境后重新形成的低价销Ii氧化物和金属

硫化物，属于铀的次生宫架带的生成物。

2.4 矿石的化学组成对于相应的含矿主岩既具继承性，又存在-定的差异性

本区含矿岩系的各种岩石，多具有很高的钳!含量，一般为00-30) X 10斗。其中硅岩

和炭板岩的每II含量更高，一般可达 (20-50) X10- 6 ，个别达 100X 10- 6 ，同时含矿岩系的

岩石还富含 Cu ， Zn , Ni , V , Mo , P 等元束。铀矿石的化学组成与相应的含矿岩石相比基

本一致，它们之间一般只有含量高低上的差别，而无元京种类上的不同(表 5) 。这表明，矿

石的化学组成对于相应的岩石有明显的继承性，因而可以认为，矿石是岩石所含元素重新

组合的结果。但是矿石中元素的含量和所含的某些伴生元嚣的悄况又表明与相应岩石具有

差异性，而明显地富挠了铀和某些成矿元素。例如， 512- 11 矿床对硅灰过渡岩岩石样品的囚

子分析结果， V 与 AlzOJ ， PzOs 成正相关，表明岩石在沉积成岩过程中铀的初始臼柴可能与

粘土矿物和瞬j员物等的吸附有关。在相应岩石的矿石中，负II与这些元京均无线性相关关系，

而比较明显地与 Sb ， As , Ni , Mo , Zn , Cu 等微量元京正相关，井形成元束共生组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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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这些元素中，有些如 As. Sb. Hg 等在岩石中含量在光谱分析灵敏度以下，而它们在

矿石中含量较高，成为主要的伴生元索，并可能构成独立的矿物(辰砂、呻黝铜矿等)j 有

些元素如 Zn 、 Ni 等，在矿石中高度富挠，含量较相应岩石，高出数十倍至数百倍。这些均

表明成矿作用有别于成岩作用，它是在成岩作用铀形成初步富集的基础上的复杂的使铀进

-步富荣形成工业矿化的地质改造作用。本区矿石中与铀伴生的微量元素主要是亲硫元京，

这些元素的富集与含硫的偏碱性水溶液的活动宙切有关。

表 5 701 矿床主要矿石和含矿主岩类型化学组成简表/%

SiO, AJ,O, Fe,O, FeD C.O MgO r ,os Cu

硅 AE
岩石 91. 57 0.85 0.59 3.44 0.50 0.13 0.15 0.022
矿石 89.46 1.09 0.62 2.91 0.23 0.09 0.75 0.433

灰尘
岩石 9.00 0.45 0.42 O. 19 48.37 0.61 0.10 0.006
矿石 14.00 0.56 0.76 0.25 42.71 0.35 0.15 0.006

过g右
AE 石 78.38 1.20 1.48 1.86 5.38 1.48 0.24 0.012
矿石 78.87 5.00 4.66 I. 51 1.68 0.74 0.73 0.146

Zn Ni V,Os Mo Hg C有 U

硅 43
岩石 0.035 0.032 0.093 0.020 0.002 0.84 0.01
矿石 0.094 0.093 0.085 0.074 0.002 0.484 0.717

灰右
岩石 0.022 0.006 0.032 0.008 0.58 0.005
矿石 0.559 0.033 0.044 0.009 0.81 0.269

过渡岩
岩石 0.057 0.026 0.095 0.025 0.002 1.072 0.010
矿石 0.144 O. 194 0.242 0.166 0.007 2.896 0.279

寝 6 5 I2ZK-I06硅质灰岩矿石铀与微量元素相关系数简表

As

0.42

U

I

n =)7 ro.os=0.45

;本区块状矿石和l砂状矿石在化学组成上也有很大差别，与块状矿石相比，砂状矿石在

11\'量组分上表现为CaO 和1 F巳0 的流失和减少，而Si02 、 Al20 J 和1 Fc20 J 相对增加;在做盘

组分方面，砂状矿石表现为在地表易被固定的元京如l 巳u 、 V 等的相对架中，而易挫搬运的

元素如 Zn 、 Ni 、 As 等则流失。

3 铀矿成因

3.1 成矿铀源

含矿岩系内硅岩、硅灰岩适镜体中的各种岩石负II 含量偏高，矿石中与钳i伴生的主要金

属元京在岩石中也可以见到，它们的区别仅是含量多寡的不同，由此可以认为制和主要成

矿物质可能取惊就地。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互毓亮、张待时等在本区进行贺11-铅同位来体

系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本区硅灰岩适镜体两侧的粉砂岩、书}砂质板岩，其206Pb 含

量为 24.8%-32.9%. 告II铅同位京体系大致处于平衡状态，铅同位京组成代表了含矿地层

成岩告!卜铅演化的正常序列。含矿岩系中的硅岩、灰岩和硅灰过渡性岩石具有很高的异常铅，

~]/06Pb值大多在 40%以上。如按中志回统作为成岩时负11 1J~的时间推算，则有些样品表现

了告II不足，表明其中的负II 已被迁移;而另一些样品又表现了铀的大量叠1m .承受了成岩后

r11周困迁移来的大量也II而形成矿化。所以，含矿硅灰岩透镜体内的岩石既是作为本区成矿

句II源的岩石，也是阳:存其迁移铀的岩石。而实际的主要供告II者应主要是该夹道镜体中钢II 和l

主要伴生金属元素含量最高的硅岩及炭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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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含矿岩系主要岩石的铀的浸出试验结果(表7)也表明，本区各种岩石不仅富铀，而

且这些铀主要是"活性铀"，易于被与矿区地下水相似的溶液浸出而迁移，可以为后生成矿

提供铀源。

表 7 701 地区岩石溃泡试验结果表

标本号 岩石名称 原始铀含量/'/0 十天后浸出事/%
-十天后浸出率 =十天后没出率

% %
76-220 含炭含硅灰岩 21 X 10-' 4.40 6.85 9.60

76-221 含炭硅42 13X 10-' 0.44 3.40 4.90

76-222 含炭灰岩 8XI0-' 12.50 12.50 21.00

76-223 含炭硅岩 ~ 10- ‘ 0.66 0.70 1.57

76-224 炭板岩 、 ;. .: 10-' 2.40 5.96 10.30

76-225 巨品灰岩 X 10-' 24.00 31.10 38.30

76-226 白云岩 85 X 10- ‘ 19.80 25.50 37.30

浸出条件:粉部控皮<0.2 mm 原始液 pH6.5 (相当于当地现代地下水pH 值)固液比 1 I 5 常温常压

本区成矿钳!源和其官矿质来惊，除来自硅岩层和硅灰岩透镜体本身外，是否还有其它

来源的可能性，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矿石中的与铀密切共生的元京还有 As. Sb.

Hg 等，它们在岩石巾的含量甚微，而在矿石中的含量却很高.:1 1二形成独立矿物，如512 矿

床可见到宽达十几厘米的辰砂脉，其它各矿床均可见到时黝铜矿等矿物。它们能否说明，除

由含矿岩系本身提供成矿物质外，还有少数成矿物质，来自深部和其它地层，此问题有待

进一步研究查明。

3·2 铀成矿的温度和深度

砂状矿石按其表生和次生矿物组成，以及疏松多孔状的结构、构造特征，表明无疑是

在地表和近地表条件下形成的。块状矿石的矿物具有复杂的共生组合，与i历w知lHtJI~生 (I(j

有些矿物女III百砂、 lilll黝铜矿等通常只有在热j夜矿床中见到，以及它所具有致密坚硬的物理

性质和1脉状、块状的结刷、构造特征，因此其形成条件应与砂状矿石迥然不同。从由不同

成矿阶段脉体中分选出来的矿物包裹体的测温数据着(表的，推测块状矿石的形成温度大

致在 100-200'C (以均一法为fiE).属中低温成矿。

表 8 脉体矿物包体现11 i!!结果

矿区 测试矿彷 产 状 与矿化关系
削也结果/"C

均~法 爆破法

石英 右英-硫化物脉 矿前 190 282-315

七 方解石 方解石·硫化物脉 矿11([ 未伽lJJt 348-368
O
一 方解石 1r解石·沥青铀矿-硫化物脉 矿WI 二相包体，包体小，难测定 212-332
矿

区 方解石 方解石·沥青铀矿-硫化物脉 矿期 二相包体，包体小，难测定 270-310

方解石 只'Ilh 洞状的方解石脉 矿后 125 270-310

五 石英 石英-硫化物脉 矿前 147-210

一- 方解石 方解石-沥青铀矿·硫化物脉 矿期 130
矿

区 辰砂 辰砂-fi自酸盐脉 矿后 150

本区铀矿体周围困岩蚀变虽常见到，但不强烈，一般仅见微弱硅化和碳酸盐化等;块

状矿石构造以角砾状和细脉状、网脉状为主，也常见胶状结构等，但交代作用表现微弱;但II

的矿化局限在一定的标高范围之内，这些特征表明，矿床形成的深度不大，是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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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铀成矿时代

在本区长期的研究工作，已经积累了较多的成矿年龄数据(表9) 0 仅根据切青铅矿u

Pb 法测得的数据可以初步确定=以方解石-切青铀矿脉为有关的矿化，成矿年龄大致为130

-45 Ma; 以沥青铀矿·金属硫化物脉有关的矿化，成矿年龄为25-14 Ma 或者更晚，砂状

矿石的形成时间与后者大致相当。

表 9 il五青铀矿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化学分析<Yo)铅同位素组成/ <Yo) 2年06M龄/a2值38
矿区 样品号 洒青铀矿产状

U Th Ph '0‘Ph "'Ph '''Ph "'Ph

D-222 il5青帕矿·方解石脉 42.26 0.0043 0.7221 。 92.34 5.692 1.695 II 7.3

76-620 洒青铀矿·方解石脉 68.81 。 0.8282 0.0531 90.721 6.578 2.648 81

- 76-649-1 沥青铀矿·方解石脉 70.90 。 。.8969 。 90.472 6.742 2.785 85

矿区
76-649-2 滔青铀矿·方解石脉 57.3U 。 O. 6696 0.089 89.12 7.256 3.534 77

76-688 回青铀矿·方解右脉 5日.02 。 0.5664 0.078 90.46 6.539 3.01 65

五 R-524 商青帕矿·硫化物脉 4} .92 。 0.1885 0.390 73. 04 10.67 15.90 22

-- R-904 商青铀矿·硫化物脉 26.08 9 0.7俨 28 0.357 74.95 10.62 \4 .07 14
矿
区 R-903 洒青铀矿·方解右脉 12.IS : 。 0.1182 0.388 74.25 10.16 15.21 48.5

立毓亮等在本区4 个铀矿床作了206Pb/20BPb_2J8U j20BPb 的 A-Q 等时线处理，经最小二

乘法计算后，分别在得了本区各矿床的若干组年龄值2

510- I 矿床: 410 , 132 , 66 , 30 Ma

512- 11 矿床: 228 , 104 , 28Ma

701 矿床; 134 , 93 , 61, 18 Ma

403 矿床; 196 , 53 , 23 Ma

上述结果表明了本区铀成矿的议期性和 l多期性，而且每个矿床并不经历同等时间和同

等期次的成矿作用。这种差异与各矿床地质构造条件的不同和地壳运动的不均一性有关，它

们息造成本区各矿床矿化具有不同规模和 1不同特征的一种可能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把本区铀矿床的成矿作用概括为三个主要的富架时期:

(})沉积成岩时期 (450-265 Ma) ，铀形成初步富集(地层预宫if.IJ) ，但不具工业利用

价值;

(2) 热水溶液成矿时期(1 60-45 Ma) ，其中可分为若干成矿阶段，形成铀矿化的主体;

(3) 淋油改造时期 (25 Ma 至近代) ，铀矿化的氧化和淋滤改造以及局部的民生富架。

3.4 铀成矿模式

J. H. Tatsch 应用数学公式来表示脉型铀矿床的成因概念。他把热液作用、风化作用

和其它地质作用作为三个基本因子，用统计因子百分数的方法来概括矿床的面貌和形成特

征。结果反映出世界上各地区的主要脉型铀矿床都不是单独的一种因子作用的结果。对西

秦岭南亚带的碳硅泥岩型铀矿床的研究表明，它的成矿也和世界上的大多数脉型矿床一样，

也是多数地质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在沉积成岩时期已有铀的初步富集;热水溶液作用时

期形成了由块状矿石组成的矿床;其后，矿床发生氧化和民生富m，形成砂状矿石，部分

地或全部地改现了矿床的面貌。因而，四秦岭南亚带的硅质泥岩型铀矿床，是以热水溶液



成矿为主导的复成因矿床。矿床形成的三阶段概念模式可示于图 5.

沉积J就岩作用，其中有火山. 多次构造作用，伴随有多 氧化、剥蚀及淋滤作用

物作用参与〈震旦-志留纽】
次t如水活动(燕山晚纲、喜

(喜山期至近代〉山湖〉

铀的原始富集，并为以后 铀的主要富集，形成原生 矿体被氧化改造，局部次

提供铀源 矿体
生富集

图 5 西秦岭南亚带西段铀矿床形成概念模式图

4 找矿方向

根据本区地质、地貌条件，以热水溶液为主导的三阶段成矿模式为指导，我们试提出

在本区进行深入找矿的方向如下 g

(1)在硅岩和硅灰岩适镜体的有利沉积相带找矿。自依背斜南翼硅灰岩不发育，找矿应

集中放在背斜北翼 z

(2) 铀矿化的好坏与硅岩的厚度和硅灰岩透镜体的规模、分异程度有关。本区西部的硅

岩厚度大，硅灰岩透镜体是有较大规模且分异好，因而是有较好的成矿远景:

(3) 矿体遭受氧化改造的情况对找矿有重要意义。在本区地形标高大而高差相对较小

的地段，矿体保存条件好，是寻找复合型矿体的有利地段。

根据以上提出的找矿方向，本区 701 矿床以西，尤其是 512 矿床以西的地段，地质条

件对成矿极为有利，且地势高，相对高差不大，是寻找复合矿体和氧化改造矿体的有利地

段;本区 701 矿床以东地段地形切割较深，但仍发育有较大规模的硅灰岩透镜体，应以寻

找块状矿石的原生矿体为主。本区 104 矿床以东有含矿地层公布的地区，由于含矿的硅灰

岩适镜体不发育，且地形标高小，切割极为强烈，形成工业铀矿床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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