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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寻找与不整合面有关的超大型、大型富铀矿床，探索我国

不整合面型铀矿床的找矿模式，经过大量资料的调研、论证，结合

航磁、航放和重力资料的分析、对比，对康滇地轴南段进行了不整

合面型铀成矿基本条件的物化探研究。在综合航测资料、地面多种

物化探方法探测、各种岩石的物性以及土壤样品中 U，Th，Au，Cu
等多元素分析测试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该区不整合面型铀矿的地

球物理找矿模式，划分出两片铀成矿远景区和一个铀成矿远景地

段。这些结果为今后在该区寻找不整合面型铀矿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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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unconformity-related large and super large uranium-rich

deposits and to explore the prospecting model for the unconformity-related uranium

deposits, the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on the basic metallogenic

conditions of the unconformity-related uranium deposits in the south part of the

Kangdian earth′s axis has been carried out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to

larg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nalysis and contrasts of the

aeromagnetic, aeroradiometric and gravity data. On the basis of synthesizing the

airborne survey information, land-based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the physical nature of many types of rocks and the multi-element analytical and

determining results of the U, Th, Au, Cu in the soil samples, the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models on the unconformity-related uranium deposits in this area has

been put forward, and two uranium metallogenic prospect areas and one uranium

metallogenic prospect belt have been divided. These results have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finding out the unconformity-related uranium deposits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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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60 年代以来，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发现了一大批产于元古代中的铀矿床。

这些矿床 突出的共同地质特征是矿床的产出与不整合面关系密切，因而称其为不整合

面(脉)型铀矿床。它包含了世界上许多超大型的富铀和特富铀矿床，如奥林匹克坝特大型

Cu-U-Au 矿床等。这些铀矿床在世界铀资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而受到各国的极

大重视。同时，由于这些大型、超大型铀矿床的发现，开拓了对前寒武纪地层找铀矿的

视野。

    80 年代后期，核工业地质总局把找矿的中心工作转移到找大而富、经济效益好的铀

矿床上来。康滇地轴地处扬子准地台西缘，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地质构造单元，广泛出露

前寒武纪地层，基底中有相对富铀层(如昆阳群中的碳板岩铀含量达 10×10－6～30×10－6)
和富铀体存在，并有有利铀成矿的岩石组合(高铀碳板岩与碳酸盐岩互层)及构造蚀变带；

中段及南段的晚元古代澄江期经历过铀成矿作用，元古代地层中发育有数个不整合面，

其中，中、上元古代之间不整合面附近有铀矿点和矿化点产出。因此认为，不整合面型

铀矿床可能是康滇地轴前寒武纪找铀的主要目标类型。

    然而，康滇地轴的找铀工作虽已开展了 30 多年，发现了许多矿点、 矿化点及异常

点带，且铀矿化类型繁多，但迄今为止，未发现能圈定足够工业储量的铀矿床，这与之

极不协调，因此需要进行系统研究。

为了使康滇地轴找铀工作有一个新的进展，早日实现突破，找到大型、超大型铀矿

床，选择康滇地轴南段进行不整合面型铀成矿基本条件的物化探研究。通过多年的研究，

在野外测量、取样分析、物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航空资料（航放、航磁）的综合分析，

提出了该区不整合面型铀矿找矿的地球物理模式，划分出两片铀成矿远景区及一个远景

地段，对下一轮在该区寻找不整合面型铀矿及其它矿产（如 Au，Cu 等）提出了几点认

识。

1  工作区地质概况及地球物理场特征

本课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康滇地轴的中、南段。地面工作区有两片：一片是双合村-
长岭岗地区，位于云南省江川县境内；另一片是勤丰营-官山场地区，位于云南省绿丰县

与安宁县的相邻区内。

1. 1  工作区地质概况

1. 1. 1  区域地质特征

    康滇地轴位于扬子准地台西缘，为一长期剥蚀隆起区。其中部为台背斜隆起，大面

积出露地台基底。

    基底主要为晚太古-早元古代结晶基底和中元古代褶皱基底构成。其中结晶基底包括

底部的康定杂岩和上部的结晶片岩系。中元古代褶皱基底包括冒地槽沉积的昆阳群、会

理群和登相营群，为一套浅变质的陆源碎屑岩建造和碳酸盐岩建造。褶皱基底之上为早

震旦世盖层所覆盖，为不整合接触关系。

    元古代地层中发育数个不整合面，中、上元古界之间不整合面附近有铀矿(化)点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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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古界昆阳群因民组角砾岩中有 Cu-U-Au 矿化显示，故地轴中、南段有形成不整合面

型铀矿床的前景。

    地轴岩浆活动较频繁，构造极其发育，而且十分复杂。主要有南北向、北东向、北

西向和东西向四组构造。其中东西向构造为区内生成时代 早的构造。而南北向构造是

本区的主要骨架构造，极为发育，且具有多期次活动的特点。

1. 1. 2  双合村-长岭岗地区地质概况

    工作区出露地层为中元古界昆阳群美党组(Pt2m)，上元古界下震旦统澄江组(Zac
1～3)及

第三系湖相沉积物等。

    中元古界昆阳群美党组(Pt2m)：为基底岩系，沿长岭岗断裂、双合村断层断续出露在

白马山一带，为紫红色、紫色碳质、泥质板岩。

    上元古界下震旦统澄江组(Zac)：是区内主要地层，呈角度不整合覆盖于基底之上，分

为三个岩性段，为一套紫色、紫红色、灰白色长英质砂岩、砂砾岩。下段(Zac
1)厚 10～30 m，

分布于白马山及长岭岗一带；中段(Zac
2)厚 50～150 m，仅出露于双合村矿点及以西地段，

该层为浅色层，中上部产有铀矿化；上段(Zac
3)大面积出露于工作区，底部产有铀矿化，

厚度不等，一般为 20～100 m。

    第三系(N)：分布范围小，大多数分布于长岭岗以南的前卫盆地边缘。主要为河湖相

沉积物，厚度 0～30 m。

    构造：工作区内主要构造为北西向和近东西向两组。北西向有双合村断层、豹子洞

断层和唐家山断层；近东西向有长岭岗断裂和白马山一带的背斜及双合村矿点逆断层。

1. 1. 3  勤丰营-官山场地区地质概况

    工作区内褶皱基底昆阳群及沉积盖层澄江组大面积出露，除震旦系发育齐全外，整

个古生界缺失，中生界只有上三叠统和下侏罗统出露。新生界分布在低洼的坝区。

   褶皱基底昆阳群：

鹅头厂组(Pt2e)：下段为浅灰色-灰色细砂岩、灰黑色板岩、碳板岩、底部夹白云岩、

灰岩、凝灰岩；上段为灰黑色-绿灰色绢云母板岩、粉砂质板岩、千枚状板岩，厚 1649 m。

绿汁江组(Pt2lz)：主要为灰色、灰白色中厚层状白云岩，泥砂质白云岩夹板岩。

    黑山头组(Pt2hs)：灰色-浅灰色石英岩，变质砂岩、粉砂岩、板岩。

    美党组(Pt2m)：灰绿色板岩夹泥岩、细砂岩、粉砂岩。

    柳坝塘组(Pt2lb)：碳质板岩、灰绿色板岩、粉砂质板岩、砾岩、砂砾岩。

    沉积盖层：

    下震旦统澄江组(Zac)：(见 1. 1. 2 节)。
    上震旦统南沱组(Zbn)：紫红色冰碛泥砾岩、紫红色薄层条纹状页岩夹条纹状灰绿色

页岩。

    上震旦统陡山沱组(Zbd)：灰白色石英砂岩夹白云岩、泥质白云岩、灰岩、紫红色钙

质粉砂岩、页岩。

    上震旦统灯影组(Zbdn)：灰色、灰白色白云岩。

    上三叠统、下侏罗统并层(Ｔ3～Ｊ1)：紫红色、黄色粉砂岩夹页岩、泥岩。

    上第三系(N)：灰、深灰色粘土岩、粉砂岩。

    第四系(Q)：冲积层及湖积层砾石、砂、粘土及泥碳质物。



5

    岩浆岩：不发育，以浅成基性侵入岩为主，个别为超基性岩。

    构造：本区主要以南北向和北东、北北东向构造为主。

1. 2  工作区地球物理场特征

1. 2. 1  双合村-长岭岗地区

    放射性场分布：60 年代以双合村矿点为中心进行的各种放射性测量结果表明，放射

性γ照射量率较高的区段主要对应于白马山一带的背斜轴部的“浅色层”，尤其是构造破

碎带发育部位，以及含碳、泥质及铁锰氧化物的岩石，主要含矿层及异常亦产于其中。   电
性参数：根据我们取岩样(双合村地段)实验室测定结果及云南 209 大队野外露头小四极实

测结果，澄江组石英砂岩和砾岩(硅化、灰紫色)电阻率(ρ) 高 (标本ρ＞10000 Ωm，露

头ρ＞5000 Ωm)；澄江组砂岩(紫红色、含砾岩屑、灰紫色、含铁)、灰白色页岩、美党组

(Pt2m)泥质板岩电阻率(ρ) 次之(标本ρ 值为 1000～6000 Ωm，露头 1000＜ρ＜4000Ωm，

其它岩性ρ 均小于 1000 Ωm。极化率(η) Zac
2、Zac

3 部分紫色砂岩、中细粒砂岩 高，η＞
5%，其它砂岩、砾岩、板岩η为 1%～5%，碳质板岩η＜1%。电测结果构造破碎带由于水

文地质等情况不同，通常呈现高阻或低阻联剖高点。昆阳群美党组含碳量长岭岗地区比

双合村地区要高得多，说明长岭岗基底岩石含碳量高。

区内各岩性的磁性差异不明显，除部分 Zac
2、Zac

3砂岩、Zac
2砾岩、碳质板岩磁化率(κ)

高于 200×10－6 SI 外，其它岩石的磁化率一般小于 200×10－6 SI。
Zac

1 砾岩、碳质板岩、Zac
2 含铁细砂岩比重(σ)均大于 2.8 g/cm3，部分 Zac

2、Zac
3 砂岩

σ＜2.5 g/cm3，其余大多数岩石σ为 2.5～2.8 g/cm3。

1. 2. 2  勤丰营-官山场地区

    放射性场：该区平均铀含量为 3.88×10－6，钍含量为 18.31×10－6，钾含量为 2.78%，

Th/U 比为 4.72，说明该区古铀源特征是富钍，地质体(地层、岩性)向外提供大量铀源，

反映该区初始时期为高铀区。中元古界昆阳群铀、钍、钾含量均相对较高，下震旦统澄

江组次之，而基性、超基性岩 低。铀、钍偏高值分布相似，主要集中分布于测区中部，

钾偏高值主要分布于测区北部、东部。

    根据岩石标本测定结果，区内上震旦统(Zb)灰白色石英砂岩、柳坝塘组(Pt2lb)角砾岩、

部分 Pt2m深灰色板岩、火山碎屑岩电阻率在约 10000 Ωm 以上， 高的可达 30000 Ωm；

火山碎屑岩、火山角砾岩、板岩一般为 1000～4000 Ωm，其余的(如澄江组砂岩、泥质板

岩)均小于 1000 Ωm。火山碎屑岩、火山角砾岩极化率较高，η 一般为 5%～9%，除极少

数澄江组砂岩、Pt2m 板岩、Pt2lb 碳质板岩、角砾岩η＜2%以外，绝大多数岩石的η为 2%～

5%。

    磁化率(κ)除火山碎屑岩大于 400×10－6 SI 外，其余岩石均低于 300×10－6 SI。
    火山碎屑岩、板岩(或碳质板岩)比重较大，σ一般大于 2.8 g/cm3，上震旦统灰白色石

英砂岩、Pt2lb 角砾岩中等，σ约 2.7 g/cm3，其它砂岩、泥质板岩、火山角砾岩σ均小于

2.6 g/cm3。

2  野外工作方法及测量结果

2. 1  双合村-长岭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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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合村-长岭岗地区的工作包括在双合村矿点及其外围、长岭岗地段的测量。该地区

云南 209 大队等单位曾做过不少地面工作，但未完全查明不整合面的深部延伸及分布情

况。为了进一步探索该地区不整合面和铀矿化特征及深部控矿构造，在该区进行了激电

测深、大地电磁测深、电导率、中梯、磁法(ΔT)、Rn 法测量，并取岩石、土样分别进行

各种物性(ρ，η，κ，σ)测定及多元素化学分析，如 U，Th，K，Cu 和 Au 等。

2. 1. 1  双合村矿点

    (1) Ⅰ～Ⅰ′剖面

    双频激电多源测深：使用近年发展的一种新的测深电极排列，即多源排列，对Ⅰ～

Ⅰ′剖面进行测深。这种多源排列，工作简单、速度快、分辨率高。仪器为 S―2 型双频

激电仪。工作中，一组移动供电极距分别为 50、100、300、500 m，另一供电极置于无穷

远处，测量点距 50 m，测量参数为视电阻率(ρＳ)和视频散率(FS)，其结果绘制成 ρＳ，FS

拟断面图。

    中间梯度测量：分别采用 300、900 m 供电极距做中间梯度测量，获得了两种供电极

距的ρＳ和 FS剖面结果。

    Rn 法测量：使用 FD―3017 型测氡仪在地表浅孔内抽气测量 Rn，在双合村断层(FS)
北侧及 F7 上方均反映出氡异常，F7 上方的氡异常与电法测量反映的高阻、高极化异常相

吻合。

    (2)  ΔT 测量

    为了探测双合村断层的深部分布及延伸，在矿点及其东侧断层隐伏地段垂直双合村

断层走向分别布置了 3 条磁测剖面，即Ⅰ(Ⅱ～Ⅱ′)、Ⅱ( Ⅰ～Ⅰ′)、Ⅲ线。在已知断层

上方ΔT 反映出低值异常，此外在其两侧还分别反映出 4 个明显异常。

2. 1. 2  双合村矿点外围

    沿北东方向由江城至星云村做了一条长 8 km 的磁测剖面，测量点距 100 m。同时，

在双合村矿点及其外围：双合村矿点-长岭岗、双合村矿点-M 矿点-N 矿点、长岭岗-光山

村做了 3 条大地电磁测深剖面，测点 30 个。另外，在双合村矿点及长岭岗进行了水中电

导率测量。

2. 1. 3  长岭岗

    (1)  Ⅲ线

    双频激电多源测深：一组移动供电极距分别为 50、100、200、300、500、700、900 m，

点距 25 m，每一测点上仍测量视电阻率(ρＳ)和视频散率(FS) 2 个参数， 终结果绘制ρＳ，

FS拟断面图，在拟断面图里反映出一清晰的ρＳ异常和与其对应的 FS异常。

    Rn 法测量：测量仪器和方法与上述相同。剖面测量结果在 F3 断裂破碎带上方反映出

一明显异常和一次级异常。

    (2)  ΔT 测量

垂直长岭岗断层及不整合面做了 3 条磁测剖面，点距均为 25 m，剖面长度不等，总

长度为 1450 m。在出露地表不整合面附近反映了较弱的磁异常，长岭岗断层和破碎带上

均反映出宽缓的低值异常。同时，该剖面内还反映出几个大小不同的异常。

2. 2  勤丰营-官山场地区

2. 2. 1  凤凰山、连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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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山、连山坡两地各做了一条磁测剖面，长度分别为 2.6 km 和 4 km，点距一般为

25 m，个别地段为 50 m，两条剖面都横穿不整合面。在剖面图上不整合面上方均有异常

显示，磁异常强度中等。

2. 2. 2  官山场

    选取由大格丫口至官山场剖面进行磁测，剖面长 2.35 km，点距 25 m，并在重点地段

取土壤样做化学分析。该剖面在不整合面上方反映出一清晰的磁异常。

3  资料分析和解释推断

3. 1  地面综合资料的分析和解释

3. 1. 1  双合村-长岭岗地区

    从ΔT 平剖图可以看出，在双合村矿点及其外围的磁测结果对深部断裂构造的反映是

有效的。在双合村断层西段由于埋深浅，在断层上方ΔT 异常较明显，宽约 40～70 m。

断层由西向东埋深逐渐增大，ΔT 异常随之减弱，在Ⅲ线(东)附近显示出较弱的ΔT 异常。

Ⅱ线(西)南段出现的 2 个明显陡立异常分别反映了浅部两条次级破碎带。Ⅰ，Ⅲ线北段异

常，推断为另一隐伏断裂的反映。

    Ⅰ线两种电极距中梯测量的ρＳ，FS 结果均清晰地反映了 F7，F8 断层和 Zac
1 与 Zac

2 的

接触界面，在其上方或附近也获得了较明显的 Rn 异常。ρＳ，FS 在拟断面图内的形态明

显反映出地层的分布，除近地表层外，由上至下可分辨出三层。第一、二、三层都向南

西方向倾斜，上部一、二层倾角较大，第三层倾角较前两者小。推测第二、三层之间的

界面为不整合面。这一结果与 209 大队电测深推断结果相吻合。

    江城-星云村的磁测结果反映了该剖面内不同岩性和层位，在 19～37 号点之间为跳跃

尖峰异常，异常幅值较其两侧平稳异常要高，可能为隐伏中基性岩的反映，两侧幅值相

当且较平稳的异常为深部基底的反映。

   长岭岗的ΔT 测量对长岭岗断裂反映不太明显，在其上方只呈现出较弱的低值异常，

这可能与断裂破碎充水有关。出露地表的不整合面上方ΔT 异常较弱，深部不整合面几乎

无显示，这是因该区不整合面与其上下层磁性差异小造成的。但Ⅱ，Ⅲ线在长岭岗断裂

南部分别反映出的另外 2 个明显异常及 1 个次级异常，推断为深部断裂构造的反映，Ⅰ

线在已知 F3 破碎带上呈现出一低缓异常，2 号点上方较其明显的低缓异常推测为破碎带

的反映。

长岭岗Ⅲ线多源激电测深结果即ρＳ，FS拟断面图对断裂构造、地层反映明显，由ρＳ，

FS 断面图可见，在 22 号点附近有一条向南西方向倾斜的异常带由近地表层延伸到深部，

这一位置正好对应于地质剖面中的 F3 断裂破碎带，在其上方 Rn 也反映出较明显的异常，

异常值高达 31.8 Bq/L；南段 8 号点附近存在一条近于垂直的低阻、低极化的异常带，但

规模小，未延伸到 底层；在对应位置ΔT，Rn 也获得了明显的异常，因此，推测该异

常带为上覆砂岩层中一隐伏破碎带的反映，当时建议 209 大队对此异常进行验证，钻探

结果表明在 200 多米见到了 F3 断裂破碎带的延伸部分和不整合面，还见到了表外矿化。

同时，拟断面图还反映出地层的分布。由上至下存在着三层：上层为低阻、低极化率，

垂向厚度小；中间层的电阻率、极化率都高于上层，由于两侧受断裂构造的影响，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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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点附近形成一鞍部； 下层电阻率、极化率高于上覆一、二层，从断面图内异常的分

布及由上至下ρＳ，FS 的变化可见，这与双合村矿点的激电测深结果相似，但异常的分布

较双合村矿点更明显，更突出反映出构造及地层界面。从ρＳ拟断面图还可看出，在二、

三层接触面下方出现三个单个异常，说明该处的岩石有些破碎。据此，推测二、三层界

面为不整合面。这一推断与该剖面钻孔揭露的情况吻合。这证明了据ρＳ，FS 推断的结果

是正确的。

3 条大地电磁测深剖面基本上控制了双合村-长岭岗-光山村-N 矿点倒山角形地区深部

断裂和基底的起伏，其结果与 209 大队的电测深结果解释的基底起伏和断裂构造的分布

相吻合。该区由于受切入基底的几条深大断裂的影响，在一些地段出现明显的隆起和凹

陷，可从其中一条双合村矿点-长岭岗剖面拟断面图及解释结果看出。中间推测的 4 条断

裂切穿基底和盖层，规模较大，在 5、8 号点附近的低阻区推测有岩体侵入，在 3、10 号

点附近ρa 等值线的转折部位推测为不整合接触面，它们都可能是铀成矿有利地段。   在
双合村矿点和长岭岗只做了部分见矿孔涌水和泉水电导率测量，但从获得的结果来看，

一般泉水电导率小于 100 Ω/m，构造上方泉水和矿化孔涌水电导率值在 300 Ω/m 以上，

这说明构造、矿化地段与一般地区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电导率测量在该区亦可作为一

种普查找矿手段。

3. 1. 2  勤丰营-官山场地区

    这一地区的 3 条磁测剖面结果对不同岩性、构造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构造破碎

带上方异常明显，幅值中等。凤凰山剖面在断层上方有异常显示，而连山坡反映不明显，

这说明在这两个地段的断层性质是有区别的；不整合面有反映，但在这两个地段异常幅

度不大，可能与不整合面的规模小有关，从异常形态及大小推测不整合面下无古风化壳

的存在，即使有其厚度小到不足以产生明显的异常。在凤凰山、连山坡一带ΔT 对地层及

不同岩性的反映明显，T3～J1，Zbd，Pt2m 上方的异常在一定范围内跳跃，而 Zac 上方异常

相对平稳，其中在流纹岩、火山角砾岩出露的地段，异常幅值更大。从连山坡剖面还可

看出，在连山坡一带出现起伏较大的尖峰异常，这些异常可能是深部火山碎屑岩引起，

因该地区的岩石磁化率测量结果表明，火山碎屑岩磁性 强。

    官山场磁测在不整合面上方获得了较明显的异常。据 209 大队工程揭露，这一不整

合面下存在一古风化壳，基底发育小裂隙和断层，风化壳主要由板岩风化后的碎块及高

岭石组成。在其上方γ 能谱测量铀强度一般为 15×10－6～30×10－6， 高为 148.7×10－6，

具有铀富集的前景。ΔT 异常主要是古风化壳、不整合面、断层三者复合的综合反映，这

说明在一定规模的不整合面上的磁测是有效的，同时，也可看出这一地区 Pt2m 上方的跳

跃异常，其大小和分布形态与凤凰山、连山坡是一致的，因此，可根据磁场反映的这一

特征用磁测圈定该区 Pt2m地层。

    由以上结果分析，勤丰营-官山场地区，火山岩磁性较强，能产生较强的ΔT 异常，

易于识别，Pt2m 与 Zac 层磁性差异大，可通过ΔT 异常的大小将它们区别开来。这一地区

的磁测结果明显好于双合村-长岭岗地区，因此，在勤丰营-官山场一带开展磁测工作，快

速地圈定断裂构造及规模较大的不整合面，划分岩体界线都可取得一定效果。

3. 2  航测资料分析

    铀含量偏高场(5×10－6～10×10－6)、高场(＞10×10－6)主要集中在：北部的白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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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武定-东村一带；中部的富民-安宁-柏村一带；南部的通海-开远、峨山、石屏等地，

在这些地区分布面积较大，每一个地区内又由多组等轴状、条带状异常组成，其中线性

异常推测为构造的反映，面积较大的似等轴状、带状异常反映了铀含量较高的酸性、碱

性侵入岩、火山岩及有关地层的分布，其它地区单个异常零星分布，这主要是一些含铀

小断裂构造、侵入岩脉和小岩体的反映。区内大部分地区铀含量中等，其值为 3×10－6～

5×10－6，与地质图对比，该铀含量值各地层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可认为该值是各沉

积盖层及基底的背景值。昆明附近及以南的水域地区铀含量值在 3×10－6以下。

    航磁异常主要分布在东部，集中在东村-富民、呈贡-晋宁、江川东部、清泉-普雄一

带，其它地区均为大面积低缓异常，少数地区呈现出单个异常。这些异常大多数正负值

相伴，交替出现，跳跃剧烈，这说明了该区曾经历过多次构造运动，火山活动频繁，致

使各种岩石及地层磁性不均匀，差异较大。线性、条带状异常反映了构造的分布，其它

异常与出露的中、基性岩和上覆澄江组中火山岩有关。东部异常群总体上为近南北走向，

具有条带状特征，据“青藏高原东部航磁特征及其构造成矿带的关系”，认为“这条升

高磁场带反映了一条巨大的基性岩浆及火山活动带”，因此，推测深部有较大的断裂构

造通过。

    重力布格异常在永仁-元谋、牟定-禄丰、武定-东川、安宁-晋宁、新平-元江 5 个地区

为正异常，异常值一般为 5～10 毫伽∗，其中永仁-元谋为近等轴状异常，其它地区均为

－5～－10 毫伽负异常。异常多呈线性、长轴状形式分布，由北至南，可将异常分为三片：

元谋、武定以北为北东、近东西向的正异常；中南部以近南北方向的罗茨-勤丰-易门-甸
中一线为界，其东部为北东、近东西向正、负相伴异常；西部主要为北西走向的正异常。

异常的这种分布形态展示了深部结晶基底岩石的分布和岩性的变化，以及基底的起伏情

况，同时，反映出深部断裂构造的分布。

    利用重力布格异常计算了莫霍面深度，从莫霍面等深线的分布可以看出该区莫霍面

的起伏总体上的变化趋势为：由南至北逐渐加深，在楚雄-易门-玉溪一带出现转折过渡带，

平面上形如“Z”型，在其南段莫霍面的起伏为东凹西隆；由此往北，以元谋一带为界，

东西两侧向下凹陷。

    为了了解地面工作区深部磁性界面的起伏情况，以及航空磁场、放射性场在剖面上

的分布特征，配合地面测量，分别选择勤丰营、双合村两地以近东西方向各横切 10 条剖

面，剖面号分别为 200～245(由南至北)和 110～190，线距 1 km，用航磁ΔT 结果计算了

居里面深度，绘制了磁性界面等深线图，两个地区各自绘出了一条居里面深度剖面，由

此可见，江川地区居里面起伏为东凹西隆，勤丰营地区则相反。另外，还从中各抽出 2
条剖面分别绘出了航测 U，Th，ΔT 曲线进行对比。从剖面图中可清楚地看出，东部磁

异常非常明显，幅值较大，中部出现较小的单个异常。与磁异常相对应的地方铀也呈现

出较高的异常，特别是东部更为显著。

   对比航放、航磁结果，可以看出铀偏高场、高场往往与磁异常伴生，尤其是呈条带状、

线性或串珠状异常比较明显，这些异常大多数与构造及岩体接触带的分布有关。通过航

磁、航放、重力资料的对比、异常的分布及推断解释，推测区内几组主要构造为：南北

                                                       
∗  1 伽＝10－2 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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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东向、北西向断裂构造，它们的分布及其相互交织，构成了本区构造格架。其次

还有近东西向断裂构造。区内已发现的铀矿(化)点分布在铀等值线 3×10－6～4×10－6 之

间，其附近常伴有一大于 5×10－6 异常，也就是说，在空间上铀矿(化)点产于偏高场(＞5
×10－6)的边缘；在相对应的航测ΔT及Δg布异常图上铀矿(化)点分布在零值线上或其附近

宽缓的低弱异常内。该区铀矿(化)点的分布特征与地球物理场的关系，与近年吴慧山同志

对低场综合参数(氡、磁、电等)的研究结果，即多数隐伏铀矿床往往处于低场或与低场接

壤的高场边缘，有相同之处。

3. 3  样品分析测试结果

    在双合村-长岭岗、勤丰营-官山场地区的各个地层、岩性段内取样 118 个，其中土样

76 个，岩样 42 个，分别测定了岩石的磁化率、视电阻率、极化率、比重(结果见前述)，
并分析了土样中 U，Th，K2O，Au，Cu 含量；从这 3 个地区抽出 7 个具有代表性的土样，

它们分别取自不整合面、断层、砂岩、砾岩、火山岩及砾岩-板岩接触带上，用光谱半定

量分析了 Ba，Be，Mg，Mn，Pb，Sn，Fe，Ga，Cr，Ni，Ti，V，Yb，Cu，Zr，Zn，Sr
等 17 个元素。分析上述元素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地面测量结果进行解释推断，发现铀含量

增高的岩石和层位。此外，在找铀的同时，顺便调查 K，Au，Cu 等元素的分布及含量，

从而兼顾发现有关矿床。

3. 3. 1  铀含量

    从分析结果可清楚地看出，勤丰营地区的火山岩，特别是火山角砾岩、火山碎屑岩

铀含量 高，其值一般大于 10×10－6，少数样品高达 n×10－5；其次是板岩、不整合面、

砂岩和侏罗统粉砂岩，铀含量为 3×10－6～5×10－6，但极少数板岩和砂岩变化较大，其

铀含量高达 n×10－5；依次为砾岩，约 3×10－6；岩屑砂岩、石英砂岩、破碎砂岩 低，

一般为 1×10－6～2×10－6。

3. 3. 2  金及其它元素含量

    金含量除了火山角砾岩、火山碎屑岩大于 50×10－9 以外，其它岩石和地层均小于该

值，一般为 10×10－9～20×10－9。铜含量不整合面为 40×10－6～60×10－6；板岩大于 50
×10－6，个别高达约 190×10－6；其它岩石、构造常见值为 10×10－6～30×10－6。K2O 值

均小于 4%；Ba 等 17 个元素含量都较低，未见明显异常显示。

    从上述结果来看，板岩、不整合面铀、铜含量较高，火山碎屑岩、火山角砾岩铀、

金含量 高。因此，在寻找不整合面型铀矿的同时，有可能发现 U-Cu-Au 型综合矿床。

因此应加强上述火山岩的研究，在火山岩分布区还可兼顾找单一型铜、金矿床。

4  找矿模式及铀成矿远景区(段)的划分

    通过对康滇地轴南段区域航测资料和地面 2 个地区 8 个地段铀成矿有利区及有关不

整合面的地球物理调查结果综合分析，发现康滇地轴南段不整合面的成矿条件和地球物

理场特征虽与澳、加不整合面型有所区别，但仍可通过不同的地球物理场特征，寻找和

识别有利的不整合面成矿环境和赋矿部位。在航磁、航放、重力资料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地面测量、物性研究及深部莫霍面、居里面的计算结果，提出了该区不整合面的地

球物理找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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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航测资料进行选区，在航磁、重力异常零值线的复合部位，航放偏高场分布区

边缘及附近的低缓异常区内，有深大断裂通过的地区为普查铀矿的有利地区。在这类地

区应用高精度磁测在地面快速确定构造和不整合面的位置，在具有一定厚度的古风化壳

和蚀变及构造切穿的不整合面的上方，以及不整合面附近岩石破碎的地段，ΔT 往往反映

出一定大小的低弱异常或负异常；再通过电法测深(或大地电磁测深)探测不整合面的深部

延伸、规模、蚀变程度及不整合面上、下岩层含碳量高低情况，因为通过ρＳ，FS 拟断面

图内的异常梯度带能较好的反映出不整合面的位置、倾斜方向、厚度，还可通过ρＳ，FS

异常的分布及大小确定不整合面及其周围的蚀变强弱和基底岩石的含碳量，并结合简便

地面放射性测量。只有当构造通过不整合面并切入基底，其下存在有一定规模的古风化

壳或其周围蚀变较强，地面放射性异常增高的地段，才有可能是寻找不整合面型铀矿的

有利部位。

    综合地面测量结果，可以认为，勤丰营地区好于双合村地区，因在勤丰营地区地面

测量结果及物性、分析测试结果都比双合村地区明显，尤其是在不整合面上方。而且各

种岩性具有一定的物性差异，用地面物化探方法易于识别和划分不同岩性、构造和不整

合面。构造和不整合面能反映出较清晰的异常，说明它们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与两侧岩

石(地层)存在着明显的物性差异。部分地段经工程揭露在澄江组与美党组不整合接触面下

见到古风化壳，且具有一定厚度，基底发育有小裂隙和断层也证实了这一推断结果。另

外，该区地面能谱测量结果在不整合面上、板岩、火山碎屑岩、火山角砾岩中及取样测

试结果都反映出高的铀含量，这充分说明勤丰营地区有较丰富的铀源，不整合面更具有

铀成矿条件。从航测结果也可看出，该区位于航磁、重力异常零值线的复合部位；在居

里面剖面深度图内，位于靠近凹陷一端的转折部位；推断多组断裂构造通过此区，区内

航放异常大多数为低缓异常，其中分布有数个单个偏高场，周围为高场，这些特征与区

内已发现的铀矿(化)点的分布特征极为相似。因此，作者认为勤丰营应作为寻找不整合面

型铀矿的有利地段。

    根据对地面测量结果的研究和对航测资料的综合分析，结合深部莫霍面、居里面的

起伏变化，推测罗茨-东村、易门-峨山为康滇地轴南段两片铀成矿远景区。因为这两片地

区都位于莫霍面及居里面的转折部位，Δg布、航测ΔT 异常零值线的复合区内，说明这

两片地区赋存有深大断裂，另外，这两片地区为推断的南北、北东、北西三组断裂构造

的交汇区，区内呈现出大片的航放偏高场，具有寻找不整合面型铀矿的潜景。

5  认识与建议

    (1)  推断罗茨-东村、易门-峨山两片地区为康滇地轴南段不整合面型铀矿成矿远景

区，勤丰营为铀成矿远景地段。从地球物理场的特征及深部莫霍面、居里面的分布推断，

上述地区(段)具有良好的铀成矿地质环境，是铀成矿的有利地区，可以考虑作为下一轮在

该区寻找不整合面型铀矿的重点进一步开展普查找矿和研究工作。

    (2)  在本区内下震旦统澄江组与昆阳群美党组不整合接触面附近具有一定程度的蚀

变，或一定厚度的古风化壳，基底岩石含碳量较高，断裂构造通过不整合面并切入基底，

并有地面放射性升高场的地区，对寻找不整合面型铀矿有利。在这种地区，利用地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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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探方法有利于探测一定深度的不整合面和构造。同时，应用深部探测方法加强深部不

整合面的研究，以便寻找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不整合面型富铀矿床。

    (3)  指出深大断裂构造对寻找富、大矿床的重要性。因为澳、加不整合面型富、大

铀矿床及世界上已发现的大型铀矿床往往与深大断裂构造有关。本区断裂构造发育，在

多组构造的交汇处，以及断裂构造与不整合面的复合部位，是寻找富、大不整合面型铀

矿床的有利地段。尤其是该区东部南北向大断裂与北东向断裂的交汇部位，中部莫霍面

的转折部位，如武定-勤丰、安宁-晋宁、牟定-楚雄、易门-玉溪等地区。

    (4)  东部、中部火山碎屑岩、火山角砾岩铀含量较高，具有较丰富的铀源，应加强

这类地区不整合面型铀矿的探测。

    (5)  在找铀矿的同时，应注意金、铜矿的找矿。从样品测试结果可见，区内火山岩

及板岩中金、铜含量远远高于正常值，在这类地区可能具有寻找 U-Cu-Au 型综合矿床或

单一型的金、铜矿床的前景。

    (6)  从该区不整合面反映的地球物理场特征不难看出，该区不整合面与澳、加不整

合面的铀成矿条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建议在今后的找矿中，不能完全套用澳、加不整

合面型的找矿模式，应针对本区不整合面的地质环境和地球物理场特征开展找矿工作。

先后参加这项课题野外工作的还有田文浩、李永华、吕维新、王鼎云、邹昭友、叶

成进、刘凤祥、赵善华、李玉华等同志；三年的野外工作得到了西南地质局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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