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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在系统、细致的野外和室内工作的基础上，对相山热液

型铀矿田富矿成矿机制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新进展。论证了相山矿田

富矿形成除了地质有利条件以外在地球化学上的必要匹配条件。揭

示了相山铀矿田成矿过程中粘土矿物存在蒙皂石→伊利石、蒙皂石

混层矿物→伊利石的演化过程。早期的蒙皂石吸附了大量的铀元

素，到铀成矿作用的晚期，由于蒙皂石相变为伊利石，吸附性陡然

降低导致铀元素的解吸，从而为富矿形成提供了丰富的铀源；相山

矿田成矿期磷酸盐的大量、快速沉淀是形成特富铀矿的最重要和最

本质的因素，相山矿田铀成矿热液中 U，P 具有共迁移、共沉淀的

特性，富铀矿形成的主要机理是 U，P 胶体共沉淀。提出了矿田北

部的花岗斑岩是硅钠交代成因的新见解；论证了相山基底是变质很

浅含铀的震旦纪碳硅泥岩系，这是相山矿田形成的大前提之一。



2

Metallogenesis of Rich Uranium Deposi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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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angshan Uranium Orefield located in Jiangxi Province, south of China, is
one of the largest volcanogenic hydrothermal uranium orefields in China. There are
apparent difference in uranium metallogenesis between low-grade deposits and rich
uranium ones (U>0.3%, especially U>1%) in Xiangshan hydrothermal uranium
orefield. The special hydrothermal solution with higher content of P, Ti, K elements
is a geochemical controlling factor for rich uranium mineralization. Fluorine is an
important transporter for uranium migration in hydrothermal system, however, it
plays a limited function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fact, uranium and thorium are
migrated and precipitated through some complicated processes including alkali-
metasomatism, co-migration, colloid co-precipitation with phosphate minerals and
gas reduction etc., which has been proved by field investigation , experiments and a
number of analysis. The deeper the orebodies are located, the higher the grade of ore
is. Th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is as following: (1) the contents of P, Ti, F, K. U and
reducing gases in hydrothermal solution increase along with deepness; (2)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in deep are higher than that on shallower parts. All th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together play active roles in uranium enrichment.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in Xiangshan area have been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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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在我国核工业地质总局系统，铀矿床的所谓“富矿”是指整个矿床的平均品位大于

0.3%。实际上在众多样品中总会出现大量的局部更富的（百分级）矿段。在本项目中所

谓的富矿主要是百分品位的矿石。这方面的问题是过去没来得及专门研究的对象。这类

百分级富矿石乃是富矿段、富矿床的重要部分，它有不同于一般品位矿石的特殊形成条

件和机制。另外，相山矿田有埋藏越深矿越富的趋势，因此专门研究富矿形成机制对今

后该矿田的深部扩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相山铀矿田地质特征

相山矿田位于赣杭构造火山岩成矿带西南端的一个晚侏罗世中酸性火山塌陷盆地

（亦称破火山口）内。相山盆地呈近东西向的椭圆形，面积约 300 km2。其基底为冒地槽

型震旦纪变质岩系（千枚岩、绿泥石石英片岩、泥质、砂质板岩）和一部分安源群（T3

－J1）煤系沉积地层（砂岩、砂砾岩、页岩夹煤层）。破火山口内的火山岩系为晚侏罗世

中酸性火山岩。它可以分为下部火山岩和上部火山岩。下部火山岩相当于上侏罗系打鼓

顶组（J3d），岩性主要为流纹质熔结凝灰岩、紫红色局部夹绿色流纹英安岩；上部火山

岩相当于鹅湖岭组 (J3e) 流纹质弱熔结凝灰岩、流纹质晶屑凝灰岩和大量的碎斑流纹岩。

上、下火山岩之间呈平行不整合接触。沿环状破裂面和在火口塌陷时引张的其他断裂面

分布有次花岗斑岩小岩体。

    在相山矿田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热液活动。第一次为富钠碱性热液活动，形

成了以钠长石化为主要标志的碱交代型铀矿化，该类型矿床主要分布在矿田的东部；第二

次为富氟酸性至弱酸性热液活动，生成了萤石-水云母型铀矿化，主要在矿田西部；第三次

为硅质热液活动，生成了一系列规模不同的硅化带，但基本上没有工业铀矿化伴生。

2  相山矿田热液水云母化及其与铀矿化关系研究

水云母化是相山矿田以及整个赣杭火山岩带热液铀矿化中 发育、 重要、 具特

色的一种热液蚀变，矿田中的水云母化在东部和西部有所不同（如图 1 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相山矿田的成矿热液演化经历了早期的钠交代阶段和后期的萤石-水
云母阶段（有大量 K 的带入，是钾交代）。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蒙皂石逐步向 I/S 混层矿

物演化，即蒙皂石矿物结构层中部分被伊利石层所代替，而且随着矿体的逐渐变富，混

层矿物结构层中伊利石层显著增加，直至演变为伊利石。早期蚀变岩石中高 S％的粘土矿

物会吸附较多的铀，形成铀的初步富集，后期的富钾热液的作用使得早期 I/S 混层矿物中

蒙皂石逐步转化为伊利石，从而使原来吸附的铀被释放出来，进一步形成富铀矿体。这

样，从整个成矿过程看，早期蚀变岩石中高 S％的粘土矿物就为后期形成富大铀矿起了富

集铀的作用。这种富集作用尽管不能直接形成富铀矿床，但对于富矿形成却是至关重要

的前提。这一点还可以从所有火山岩型铀矿床必须具备水云母化前期蚀变的普遍规律中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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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相山矿田东部碱交代型和西部萤石水云母型铀矿床水云母特征比较

           I/S——粘土中伊利石结构层与蒙皂石结构层二者层数比；(a)——蚀变岩石；(o)——矿石;

628，617，613，6122——矿床代号。

3  相山矿田气体地球化学研究

本课题对还原性气体在铀成矿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3. 1  现场还原性气体实测

在野外对相山矿田两个大型矿床 6122 矿床和 611 矿床之露天采场及附近进行了地表

土壤中气体地球化学异常实地测量。结果表明：在相山矿田 6122 和 611 矿床上部表层土

壤中均测到明显的还原性气体异常，而在非矿区则没有测到这种异常。

3. 2  典型矿床原岩、蚀变岩石、矿石中还原性气体测量

室内对相山矿田典型矿床三种岩性：原岩、蚀变岩石、矿石中气体成分作了成分分

析，以揭示还原性气体在三类岩石中的赋存特性（结果见图 2，3）。

  从图中发现一个明显规律：即就同一矿床而言，岩石中主要还原性气体总量在矿石

中含量 高，其次为强蚀变岩石，再次为弱蚀变岩石， 低为正常围岩；就不同矿床而

言，萤石—水云母型富铀矿床矿石中还原性气体总量高于铀品位较低的碱交代型矿床中

矿石中还原性气体含量。这一规律说明：随着铀元素的逐渐富集，成矿热液体系中还原

性气场是逐渐增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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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典型矿床中原岩、蚀变岩石和矿石中还原性气体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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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28 矿床矿石

4.617矿床碎斑流纹岩矿石

5. 6122矿床矿石

            图 3  典型矿床矿石中还原性气体分布曲线

3. 3  相山矿田典型铀矿床流体包裹体中气体成分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和证实还原性气体的存在，对相山矿田矿石中流体包裹体进行了研究。

分析数据表明：流体包裹体中气体成分以 CO2 为主，但还原性气体的存在也是一个不容

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还原性气体包括 H2S，CH4，CO，C2H2，C2H4，C2H6，C3H8，

C4H6，C6H6等，与岩石中气体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通过上面的研究工作，得到如下新认识：①相山富铀矿床存在一个较强的还原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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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②相山矿田的形成过程中热液经历了多阶段的演化，在铀元素逐渐富集成富大铀矿

床过程中，还原性气场是逐渐增强的。③还原性气场的强弱是表征富铀矿体存在的一个

重要参数。在今后寻找富铀矿床时，应充分考虑到还原性气体地球化学测量的重要性。

4  相山矿田成矿期磷、铀胶体沉淀是形成富铀矿体的 重要和

本质的因素

4. 1  富铀矿床矿物学研究

    对相山矿田特富矿石的一系列分析测试，揭示了富矿石中铀矿物周围存在大量磷灰

石。

4. 2  典型矿床蚀变岩石及矿石化学成分分析

 典型矿床蚀变岩石及矿石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表明：① 所有百分品位的富矿样品中

P2O5 高出蚀变岩石一个数量级以上，含量一般在 5%左右, 高含量在 16%以上，相应地

CaO 含量也较高，这与镜下铀矿物周围存在大量磷灰石的观察结果相符。② P2O5 含量与

铀品位大体呈现正相关关系。③ 富矿石中 K2O%一般高出 Na2O%数倍，这与本区属于钾

交代铀矿化和改造早期钠交代蚀变有关。在 K 交代中 Na 被交代而减少。个别样品中钾、

钠含量接近或钠稍高，这与钠交代有较多残余有关。

4. 3  相山矿田富大铀矿体中磷灰石的矿物学特征

相山矿田富大铀矿体中发现有较大量的磷酸盐类矿物存在，而且与铀矿物紧密共生。

其中 常见和 主要的是氟碳磷灰石，此外有锶磷灰石以及钍和铀的磷酸盐。

磷位于元素周期表第三周期第五族，常见的磷矿物—氟碳磷灰石，矿物化学式为

Ca10-a-bNaaMgb(PO4)6-x(CO3)x-y-zX(CO3·F)y(SO4)zF2 (Jarvis et al., 1994)。本矿田典型矿床中

磷灰石测定也属这样一种类型(张学权等，1980)。磷是个亲铁元素，并有明显的亲氧趋向。

此外磷是挥发性元素，在地质演化过程中，磷易参与到挥发组份中，磷是地幔流体的重

要成分之一和地幔流体特色标志元素 (杜乐天, 1996)。关于磷和铀较相近的地球化学特

征，我们在室内进行的溶解、人工合成磷灰石（含氟）等实验及野外观察都表明 P 与 U
存在共迁移，共沉淀的特性。

20 世纪 90 年代多个学者对磷灰石沉淀研究证实 (Van Cappellen, 1991; Jarvis et al.,
1994; Krajewski et al., 1994)：孔隙水中溶解的磷酸盐在强烈过饱和的情况下，磷灰石的沉

淀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 (几小时到几天)。磷灰石沉淀的同时，需要消耗大量的 CO −2
3 和

F-，而上述两种络阴离子是内生热液条件下铀元素迁移的主要迁移介质。这样就使得磷灰

石沉淀的同时，短时间内沉淀了大量的铀矿物。

因此，相山矿田成矿期磷酸盐的大量、快速沉淀是形成富铀矿体的 重要和 本质

的因素，特富铀矿形成的主要机理是磷、铀胶体共沉淀。

5  与相山矿田成矿有关的地幔流体研究

5. 1  地幔橄榄岩研究

选择了赣杭火山构造带中的浙江衢县西垄及 199 矿床附近的浦江两处地幔岩捕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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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此二处的样品都是石榴石相二辉橄榄岩，呈碎块包于碱性玄武岩中。研究证实，

地幔流体中除气体成分外一定富碱（A）。这一结论的重要性在于由此可以把发生于地壳

中的热液碱交代作用和地幔流体 HACONS 的深部根源加以上下联系。

另外，地幔岩捕虏体的包裹体中的气体几乎有一半是还原气体，并在石榴石中又一

次发现自然 Fe，这都反映地幔流体是强还原性的。气体地球化学研究的众多结果表明，

相山矿田中的热液的还原性和地下深部的地幔流体的还原性上下是一致的。

因此，相山矿田以及整个赣杭构造火山岩带（裂谷）的成矿热液是来自沿裂谷上隆

的底辟软流体中的 HACONS 的认识是可以初步成立的。

5. 2  相山矿田典型铀矿床稀有气体同位素特征

氦的同位素比值 3He/4He 是判别地球上氦的三种来源 (大气成因、壳源成因、幔源成

因) 的主要标志。选取相山矿田 617 矿床的三种典型岩石样品：原岩、蚀变岩、矿石，分

析了其中稀有气体氦、氩的同位素含量，3He/4He 值投点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相山矿田典型铀矿床 3He/4He—40Ar/36Ar 投点图

矿石投点应位于地幔区。由于其 U，Th 含量高，放射性衰变会导致 4He 增加，

从而使 3He/4He 值变小，使得矿石投点落在地壳区。

     另外，蚀变岩和矿石中 4He/40Ar 为 2 左右，与上地幔的 4He/40Ar 相同；样品 B-3-2
的 40Ar/36Ar 为 1234.55，接近于上地幔 40Ar/36Ar 值。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研究结果，初步证实相山矿田成矿过程中确有地幔流体的加入。

6   成矿实验

6. 1  热液铀成矿条件下三种岩性赋矿潜力的模拟实验

    实验是在热液钠交代条件下（t=300 ℃），采用 0.5 mol/L NaHCO3 溶液与基底岩石

黑云母石英片岩、含矿主岩碎斑流纹岩、流纹英安岩进行反应。结果表明，这三种岩石

中，铀的溶解伴随压力（PH2O）的增加而增加，反应液中 U 浓度及 U/Th 比值增加，其中

  40Ar/36Ar

  
  

 3
H

e/
4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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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流纹英安岩的 U 浓度 高，并呈明显的线性增长。可见，矿田西部深部流纹英安岩形

成富矿的潜力很大。

6. 2  在含磷溶液中蚀变主岩的铀、钍、钼溶解性状的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①富矿石中 U 易溶于 NaH2PO4溶液，而一般矿石中，此规律不明显。

②Th 的溶解，在一般矿石和富矿石中 Th 浓度均低，仅在 H3PO4和 Na3PO4溶液中稍有偏

高。③Mo 的溶解是伴随铀浓度增高而增高的。

热力学计算也证实铀在含磷热液中的主要迁移形式应为 [UO2(HPO4)2]2-，其次是

[UO2(H2PO4)3]- 。
6. 3  甲烷、氢气等气体还原实验系列

    实验表明：氢气比甲烷还原铀的能力要强。

6. 4  富铀磷灰石的合成实验及讨论

    在实验室自行设计并实施合成了氟磷灰石和萤石。从实验产物的 X 衍射、探针照片

上看，磷灰石、萤石已具备结晶相，实际上在产品过滤时和探针分析观察中发现不少结

晶差或近乎呈胶体矿物相，含铀很高，从而证实了铀磷具有共沉淀过程的事实。

7  矿田北部花岗斑岩小岩体的交代成因

在相山矿田北部广泛分布有花岗斑岩小岩体（年龄 128～160 Ma）。它们是矿田北部

十几个矿床的重要赋矿围岩。化学分析、电子探针测定及包裹体测量发现花岗斑岩很少

具备岩浆岩结晶的结构特征，交代现象非常突出，详述如下：

    (1) 首先从野外产状上看，花岗斑岩（γπ）形态极为复杂多变且有选择性地交代 J3
1d

（紫红色凝灰质粉砂岩），占据的主要是 J3
1d 空间。

    (2) 从取回来的手标本上观察，在 γπ 与 J3
1d 之间发现不存在什么截然界线。

(3) 从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出，由标本 J―1 到 J―6 是一个“无斑→隐斑→雏斑→大

斑”的连续演化。

(4) 样品的化学分析结果表明，由紫红色粉砂岩到花岗斑岩是一种硅钠交代。

(5) 从 J―1 到 J―6 还进行了矿物的电子探针微区成分详测，结果表明：a. 花岗斑岩

（J―5，J―6）中的矿物种类和紫红色凝灰质粉砂岩中的一样，有很多含水矿物（云母，

特别是绿泥石）和钠长石，这些都不是岩浆矿物，而是热液蚀变矿物。b. 钾长石与钠长

石都很纯，K―Na 类质同像固溶量极小，反映形成的温度均很低，不是岩浆矿物特征。

(6) 对 J―1 到 J―6 还做了稀土分量测定，可以看出花岗斑岩和紫红色粉砂岩在稀土

成分上基本是一致的，是继承的。

(7) 包裹体测定，在花岗斑岩中熔融包裹体并不多，多者也不到 10%，90%仍是气液

包裹体。这表明花岗斑岩并非是从岩浆中结晶出来而主要是高温热液的反应产物。

(8) 相山花岗斑岩中的副矿物（锆石等）含量非常之低，也不像岩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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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山富矿石泥脉过滤的富集机制

相山矿田中的富矿石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尽是“泥巴矿”。矿石极为松散。这与花

岗岩型铀矿脉的结构截然两样。

相山铀矿石中各类脉石矿物的含铀性或脉中各矿物间含铀性的配分和花岗岩型铀矿

大不相同。后者的脉石矿物结晶很好，很透明，杂质很少，自纯作用高，其中吸附 U 少

得多。这是一种液脉而不是泥脉。而相山矿田的矿体、矿石在脉中全是泥沙混杂，矿物

颗粒极细（几十微米甚至是几微米大小），几乎全是泥状。不存在大的脉空腔使晶体生

长。致使所有的脉中沉淀物（不论是矿石矿物还是脉石矿物）都是混杂物，极不纯，结

晶都极差，含有很多杂质。矿石薄片镜下观察无例外地都是极细模糊混杂。

矿石矿物中所含的杂质成分都很多，差别只是成分含量变动幅度。这反映矿田西部

各矿床的矿石是一种特殊的泥脉混杂。其中的泥主要是三大类矿物：粘土矿物水云母（或

更确切地说是 I/S 间层矿物）、胶磷矿、胶状黑紫色萤石（晶粒大小均零点几毫米）。由

此三类微粒矿物集合成混杂的泥糊，好像“树脂柱”过滤含 U 和 Th 的热液，U 和 Th 被

高效截留富集成矿，泥脉过滤是相山富矿形成的又一重要机制。

在相山各矿床中之所以产生泥脉可能有以下原因：

(1) 首先是火山岩本身就是颗粒极细的隐晶质，霏细结构。

(2) 火山口塌陷造成了火山口基底的阶梯状断裂和火山岩盖层的错断、挠曲，使这些

地区岩石更易于蚀变和破碎；

(3) 相山的矿体、矿石如此之强烈泥化再一个重要原因是“Na 化”和“K 化”早晚

两大期热液蚀变的叠加，岩石结构已彻底破坏。

(4) F-极易和 Si4+ 化合成高挥发性的 SiF4(气体)，对石英及硅酸盐腐蚀性极大。岩石

一旦强萤石化后几乎再无强度可言。

    (5) 前人研究表明，岩石蚀变后有效孔隙度大幅度增加，岩石力学强度有很大程度降

低（张学权等，1980）。

9   相山铀矿田的基底岩系是含铀的碳硅泥岩系

相山火山洼地的基底过去一直描述为黑云母片岩。本次研究证明相山铀矿田的基底

岩系是含铀的碳硅泥岩系，证据如下：

(1) 岩体外接触带片岩中发育接触变质的绢云母细鳞片（多达 40%），充分反映了地

层的泥质。同时又看到有大量白色粗晶石英顺层在虚脱部位充填，呈顺层细脉（宽 1 mm）

或凸镜体（宽 20 cm）不规则体。反映这仍然是硅质地层。

(2) 当地十字石带正好有基底的巨大东西向剪切带通过。

(3) 江西省地质局 1:20 万区测资料指出，相山外围地层由许多石英石墨片岩、凸镜

状及层状大理岩组成（既有石英的硅，又有片岩的泥，石墨的炭和大理岩的碳酸盐岩，

合在一起正好是碳硅泥岩系），夹有 1～4 层沉积变质铁矿（矿层厚 1～10 m），还夹有

2～5 层磷块岩以及富 Fe，Mn，P 的石英岩、片岩，并含分散状黄铁矿。在该地区东 25 km
处发现含磷层中有 U 异常。上述种种都是含铀碳硅泥岩系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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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相山矿田深部火山洼地基底是含铀的碳硅泥岩系是重要的，因为世界上许多大

型热液铀矿田例如加拿大阿萨巴斯卡盆地、澳北等不整合脉型、俄罗斯红石矿田、乌克

兰地盾元古代钠交代矿床等等，都有碳硅泥岩系基底（杜乐天，1996）。

10  结  论

    (1) 相山热液铀矿中的富矿（U＞0.3%，特别是高达 n%品位者）形成条件是不同于

一般品位矿石的。热液中特别富 P，富 Ti，富 K 是重要因素。F-是 U 的重要载体，在形

成富矿石中起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因素。U，Th 是在钾交代作用中迁移和被 P（胶磷

矿）、Ti（钛铀矿、含 Ti 铀石）及 K（伊利水云母化集合体）胶体共沉淀而固定富集。P-U
共迁移共富集以及 H2，CO，CH4 等还原气体的气还原机制被种种微观测定、野外测量和

成矿实验初步加以证实。钾交代通过提高 I/S 比值（K+带入）使蒙皂石吸附的铀释放，磷

灰石的重结晶自纯作用以及泥脉对 U 的高效过滤都有利于 U 的富矿石形成。

    (2) 相山矿田的矿体向深部有品位变富的趋势是被以下因素控制的：a. 越深，P，Ti，
F，K，U 在热液中的浓度越大；b. 越深，热液的还原性越强；c. 越深，热液的温压越大，

其变化也越显著，蚀变越强，越有利于泥脉过滤。

    (3) 相山矿田今后仍有重要的发展远景。主要方向是探深。现在各矿床除邹家山、居

隆庵二矿床以外，揭露深度都太浅（一般工程只到海拔-300 m 以上）。在矿田西部的其

它矿床和北部各矿床的-300～-600 m 是主攻深度。对于老矿山，探矿深度及开采深度在

经济条件上的要求应不同于新区，特别是矿体越向深部越富，矿量越大，矿体开采和水

冶效益仍然是可观的。

    矿体越深越富是地质队伍早已知道的规律。现在从富矿成矿的科学研究上又提供一

些支撑依据，更有助于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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