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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通过对典型的大型可地浸砂岩型铀矿 512 矿床及伊犁盆地

进行了深入解剖，总结了其成因模式，通过与国外同类矿床和产铀

盆地进行对比，总结出该类矿床及产铀盆地的基本地质特征，建立

了其成因地化模式、成因地质模式及地质定位模式。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产铀区和矿床成矿机率识别评价专家系统，即产铀区和矿床

主观概率成功树识别评价系统。参照 512 铀矿床及中亚、美国中西

部已知产矿区的大量数据信息，确定了各识别评价判据的统一评分

标准，通过在已知区对各评价判据进行反复试验，确定有关系数，

最终建立了具普遍应用性的产铀区和矿床成矿机率主观概率成功树

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模式。应用该模式，在准噶尔盆地北部和吐

-哈盆地西南缘两个未知区进行了识别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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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l includes following steps: (1)

Systematically studying a known typical in-situ leachable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Deposit No. 512 in Yili basin, analyzing its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establishing its metallogenetic model; (2) Establishing the metallogenetic models of

this type of uranium deposit and uranium-bearing area on the basis of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deposit No. 512 with the same 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the world; (3)

Creating the computerized semi-quantitative comprehensive identification-

evaluation model for the large-sized in-situ leachable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northern Xinjiang; (4) Determining the standards of giving a evaluation-

mark for each controlling factor of in-situ leachable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

and uranium-bearing area; (5) Evaluating uranium potential and prospect of the

unknown objective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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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疆地区为我国现阶段大型可地浸砂岩铀矿床的产出区，同时也是该类型矿床找矿

勘探的重点地区，因此建立一套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区域和矿床计算机半定量综合识别评

价模式系统，对成矿预测、战略选区及盲矿识别评价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项目研究区

重点放在北疆的伊犁、吐-哈和准噶尔三大盆地。

1  区域地质背景

    新疆地处横贯亚洲的乌拉尔-蒙古-鄂霍次克巨型古生代造山带的中段。北疆地区属天

山-兴安褶皱区，其北部为阿尔泰褶皱带，南部为天山褶皱带，北疆三大盆地则挟持于阿

尔泰褶皱系和天山褶皱系之间。据板块理论，晚古生代哈萨克斯坦板块、塔里木板块与

西伯利亚板块相互靠拢拼合，三大板块间的天山-蒙古大地槽褶皱回返，形成规模宏大的

地槽褶皱系，至此北疆地区的大地构造格局基本形成，中新生代盆地的形成与演化受地

槽褶皱系的明显控制。

伊犁盆地、吐-哈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均具有三层结构，即下部盆地基底，中部为暗(灰)
色含煤碎屑岩建造，上部为红(杂)色碎屑岩建造。盆地基底均具“二元”结构，即前寒武

结晶基底和古生代中浅变质基底。古生代主要由浅海相和海相碳酸盐岩、碎屑岩和中基

性-中酸性火山岩、次火山岩组成，并有大量海西期花岗岩出露于盆地周边的蚀源区。伊

犁和吐-哈两盆地的盖层由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第三系组成；准噶尔盆地盖层则由

上二叠统、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第三系组成，地层发育相对齐全，总厚度达 15000
米。上述三盆地中侏罗系、白垩系和老第三系中不同程度地发育泥-砂-泥-煤或泥-砂-泥结

构，具备形成层间氧化带的基本条件。

北疆地区的古气候自中生代以来经历了两次大的气候转折，即中侏罗世末由半温湿-
温湿古气候转变为半温湿-半干旱，至第三纪末期古气候转变为干旱-半干旱。

盆地含矿建造的沉积体系主要为一套冲积扇-河湖体系。

2  典型矿床(512)的矿化特征、成矿环境、成矿时代

2. 1  矿化特征

矿化产出于中下侏罗统水西沟群 (J1-2sh) 暗色含煤陆相碎屑岩建造中，铀矿体空间产

出部位受层间氧化带尖灭线的直接控制。矿体形态以卷状为主，次为板状或似层状，铀

矿物以沥青铀矿为主，次为铀石，含铀矿物主要为含铀钛铁矿和碎屑状钛铁矿；另有部

分铀被有机质和粘土矿物所吸附。

2. 2  层间氧化带蚀变特点及作用

层间氧化带各分带在蚀变类型及强度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别：强氧化带主要为强烈的

褐铁矿化和赤铁矿化以及粘土化，石英颗粒明显溶蚀，有机质被完全分解；弱氧化带主

要为褐铁矿化和弱赤铁矿化，过渡带则主要为黄铁矿化、弱褐铁矿化以及绿泥石化，石

英颗粒具明显的次生加大边。

后生改造蚀变可划分为四种类型：(1) 后生黄铁矿化；(2) 成岩期黄铁矿、磁铁矿等

遭受褐铁矿化、赤铁矿化；(3) 钛铁矿白钛石化、锐钛矿化；(4) 粘土化。经 X 射线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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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本矿床含矿主岩粘土矿物主要为高岭石和伊利石，次为蒙皂石和绿泥石。后

生蚀变过程中，粘土化主要由长石颗粒高岭石化所致，而粘土矿物之间亦发生相互转化，

过渡带内高岭石的绿泥石化对环境的酸度增高有一定贡献。粘土总量与蒙皂石含量变化

趋势对成矿的 Eh，pH 值改变具指示作用；当砂岩内粘土矿物含量中等时，其对 U 的富

集是有利的。

总之，后生蚀变本身受环境 Eh，pH 参数的控制，但反过来又影响着这些成矿的物化

参数，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铁矿物、钛铁矿物等的后生蚀变，也就没有层间氧化带的发

育。因此，后生蚀变对 U 等元素的活化迁移和沉淀富集均具有重要意义。

2. 3  矿床水动力系统、水化学环境及盆地古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内具完善的地下水补-径-徘水动力系统。含矿含水层地下水补给主要有三种形

式：基岩裂隙水、第四系潜水和地表径流。含矿建造上不整合面和矿区东西两条大沟为

层间水补给的重要通道；在水力坡度的作用下，沿地层倾向形成径流；矿区以北约 2 km
左右的东西向隐伏断裂为局部排泄源，区域性排泄源为更北的金泉断裂。

层间氧化带各亚带水化学及环境参数具一定分带性，如从弱氧化带→过渡带→准还

原带，其地下水水质类型为 HCO3·SO4→SO4·HCO3→SO4·Cl 型水，盆地古水文演化

可分为三期：盆地抬升剥蚀水文地质期 (J3～K)，具渗出型特征；盆地萎缩水文地质期

(K2～E)，具渗出-渗入过渡类型特征；盆地改造水文地质期 (N～Q)，盆地已完全具备渗

入型自流水盆地的特点，并形成完整的补-径-排水动力系统。

2. 4  矿床地球化学

在 R 型聚类分析中，只有 SiO2和 U 聚为一类 (r = 0.38)，表明 U 的沉淀富集与 SiO2

的行为有一定关系。受层间氧化带 pH 变化影响，石英在强氧化带强烈溶蚀，在过渡带次

生加大，此组合也表明了 U 易于在中性-弱酸性条件下沉淀富集。

成矿元素 U 和微量伴生元素等的特征组合为 U-Re-Mo-S-Corg.-V。

2. 5  成矿的物理化学条件

层间氧化带地下水 pH，Eh 具明显的变化规律，从强氧化带到过渡带上述两参数值

逐渐降低，从过渡带至还原带 Eh 值继续下降，而 pH 值则逐渐上升。△Eh 在过渡带最

高，强氧化带最低，准还原带和还原带高于强氧化带。上述参数的变化规律说明，表生

条件下 U 易于在弱碱性氧化条件下活化迁移，而在中性-弱酸性还原条件下沉淀富集。

2. 6  有机质与铀成矿

    本矿床含丰富的有机质，其主要类型为炭化植物碎屑、碎片、动物残体等，其次为

气态烃和微生物。过渡带内为固体有机质、气态烃 (C1-5) 和微生物最发育的地段。

原生砂岩中的有机质在含氧水及喜氧细菌的作用下转化为有机酸，使部分成矿元素

U 和伴生元素 V，Se，Mo，Re 等以有机酸或络合物的形式进行迁移。有机质和微生物对

U6+的还原沉淀主要通过产生 H2S，CH4 等还原性气体来实现，还原性气体使有机质周围

形成了还原环境，从而促使水溶液中的六价铀还原并直接沉淀于植物胞腔中。此外，有

机质的丝炭化组分亦能吸附一定的铀。

2. 7  成矿期段的同位素年代学

    据大量样品 U-Pb 同位素全岩年龄测定的频率统计，本矿床成矿具多期多阶段性。主

要成矿时代为 12～3 Ma，2～0.7 Ma 为极重要的再造富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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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犁盆地砂岩铀矿的成因模式

    综合归纳 512，511 铀矿床地质、地球化学、水文地质、成矿年龄等控矿因素和证据，

建立了伊犁盆地南缘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床的成因模式。该类型矿床的形成是长期地

质演化的结果，共分为四大期，其中第三期又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基底演化期：为中新生代铀成矿准备一定的富铀层体。基底的含铀性也决定了盆地

盖层的含铀性。

含矿建造形成矿前准备期：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三方面：①准备容矿空间，形成泥-砂-
泥结构；②准备充足的还原剂；③准备一定的吸附剂。

第三期早期弱成矿阶段：该阶段古气候已由温湿古气候转为干旱-半干旱古气候。层

间氧化带开始发育，至晚期层间氧化带较以前有较大的发展。盆地水动力系统由渗出型

逐渐转化为渗入型。在过渡带形成一些初始矿体。

第三期晚期主成矿阶段：矿化时代为 2～12 Ma，相当于上新世。该期具完整的补-径
-排水动力条件，古气候为干旱-半干旱。卷状矿体主矿体即形成于此期。

多期次脉动式稳定整体抬升表生后成再造富集期：受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影响，

伊犁盆地南缘经历了多期次脉动式整体抬升，已形成的矿体多次向下迁移，并不断加厚

加富。矿体多期次迁移富集在地貌上的直观表现为多级阶地的存在。另一有力证据为 Pb
同位素异常。

4  表生后生渗入型层间氧化带砂岩铀矿床计算机半定量专家系统

识别评价模式

评价选区的正确与否对提高找矿效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往往由于评价选区的

失误，会导致极大的经济损失，丢失宝贵的时间、延长了找矿周期。而这种失误多因评

价选区工作尚停留在定性阶段所致。可地浸砂岩铀矿多为盲矿，评价选区的准确与否就

显得更加重要，因此该项工作从定性向定量化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它同时也是一件

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分析若干相互制约的各个环节，在深入研究典型矿床成

因的基础上，筛选出主要控矿定位因素，以确定可用于评价选区的评价判据，并分析其

内在本质，用正确的逻辑思路，建立成矿机率计算机半定量专家系统识别评价模式。

4. 1  模式建立和使用的工作步骤

    (1) 建立典型矿床的成因模式和成矿模式。

    (2) 在总结控矿因素的基础上，筛选可供建立成矿机率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模式使

用的评价准则和判据。

    (3) 根据主观概率成功树专家系统建立区域产铀单元 (盆区、盆地、盆段) 和矿床矿

体的盲矿成矿机率识别评价模式框图。

    (4) 选择已知盆区、盆地、盆段和已知矿床中矿好、矿差和无矿的区段 (或剖面) 作
为标准样板，通过对取得的各种判据的数据资料的综合分析，再参考国内外同类型已知

矿区的资料，合理制定各评价判据的评分标准。

    (5) 运用评分标准在标准样板区段或剖面进行反复试验，并参照国内外同类矿床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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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以确定各评价判据在模式中的权重和各运算系数，最后建立主观概率成功树计算

机半定量专家系统识别评价模式。

(6) 运用该模式对未知区进行识别评价，以圈定找矿靶区，提出找矿工作建议，并

在指导找矿工作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该模式。

4. 2  层间氧化带砂岩铀矿的典型地质特征和成矿模式

在对典型的 512 铀矿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中亚和美国中西部两大砂岩型铀矿矿

集区典型矿床的对比，归纳出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的基本地质特征。并建立了该类矿

床的成因地化模式、成因地质模式和地质定位模式。三个模式的创新之处是：①明确提

出层间氧化带的尖灭端存在一综合地球化学障，即酸化-还原-吸附地球化学障，它是导致

成矿溶液中铀沉淀富集成矿的基因；②该类矿床的形成是长期多阶段地质、构造演化的

结果。但不同阶段对铀矿床的最终形成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③将控制该类型矿床形成

的若干地质因素划分为若干层次，不同层次的因素适用于该类型矿床找矿勘探的不同阶

段。

4. 3  后生渗入型层间氧化带砂岩铀矿成矿机率识别评价准则和判据

在地质成矿模式的基础上，筛选出可供识别评价模式利用的识别评价准则和判据，

它们是：古气候准则和判据、大地构造、水文地质和水文地球化学、铀源、岩相古地理、

地层岩性以及活化判据、富集判据、保矿判据、卷状盲矿信息显示等。

4. 4  主观概率成功树专家系统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模式的建立

前述诸识别评价准则和判据，在进行成矿远景识别评价时均具有重要作用，越靠前

者，其区域性控制作用越突出，而越靠后者，其局部性、战术性控制作用越重要，它们

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局部性战术性的因素，往往又是以区域性战

略性因素为基础和前提，并由其决定的。一般来说，在找矿工作进入一个具体矿区的揭

露勘探阶段时，要识别评价某一具体地段有无矿或矿好矿差时，这些区域性战略性的准

则 (判据) 本身已经成为总前提条件，而不具有具体的识别评价的实用意义，只能通过由

它们所决定和派生的更细的局部性战术性准则 (判据) 来进行识别评价。依照找矿评价选

区工作的不同阶段的从早到晚，也就是依据其识别评价对象的不同级别的由大到小建立

识别评价模式时，建立了表生后生渗入型层间氧化带砂岩铀矿产铀单元成矿机率 (主观概

率成功树法专家系统) 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模式。为了便于找矿生产部门的应用，将该

模式划分为两个具体应用模式，即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区域成矿远景计算机半定量识

别评价模式 (见图 1) 和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卷状盲矿成矿机率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

模式（见图 2）。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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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区域成矿远景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模式

（主观概率成功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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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卷状盲矿成矿机率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模式

（主观概率成功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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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模式的特点是按照识别评价对象的级别大小划分为四级，将这四级识别评价模

式的四组识别评价准则依次排列，并用顺序与门加以联结，从而组成整个链式识别评价

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依次逐个对各级识别评价对象进行识别评价，每一个识别评价对

象的评价是以上一级评价对象评价之后而得出的评价结果为前提和基础的。而后一模式，

即砂岩铀矿卷状盲矿的识别评价模式则是将铀源、活化、富集和保矿四组评价准则作为

同级并列的准则用与门相联结，而得出卷状盲矿体成矿机率，虽然，这四组准则在成矿

过程中也应有一个先后的逻辑制约关系，也应用顺序与门相联结，但实践中，这四组准

则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前者对后者的绝对的肯定或否定作用，而往往相互之间还存在一

种互补作用，因此，不同于前一个链式模式中上一级评价对象对下一级评价对象的包容

和绝对的制约作用。在取得卷状盲矿成矿条件有利度之后，我们把运用物化探综合手段

所取得的深部卷状盲矿信息显示有利度用“与门”与之相连接，从而构成了卷状盲矿体

见矿机率的识别评价模式，这样，就把物化探方法取得的卷状盲矿的有关信息也引进砂

岩铀矿卷状盲矿体识别评价模式中来，从而也大大提高了砂岩铀矿盲矿的识别评价水平

和可信度。

4. 5        主观概率成功树方法原理及实施原则概述

    主观概率成功树方法是计算机半定量评价的理论基础，它属于一种可靠性理论，是

数学中的一个分支。该理论中的“故障树”的反面是“成功树”后者可用于预测远景区。

该二者的关系是，把原来在“故障树”中的“与门”关系改为“或门”关系，原来“或

门”关系改为“与门”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底事件”是位于成功树的底端，“顶事

件”是成功树中的最终结果。主观概率成功树是考虑了各种“底事件”(也称基本事件)

及向上至“顶事件”中各种中间过渡事件发生的权重，而权重需要根据地质专家长年工

作经验来确定。

    在考虑了各种基本事件、中间过渡事件的权重后，就可由底端逐一进行计算，计算

时，一般可编写计算机程序来完成。最终得到顶事件发生的概率，即表示工作区成矿的

机率。

4. 6  评价判据的评分标准的确立

通过在已知地区，选择矿好、矿差和无矿的已知地段作为识别评价工作的标准样板，

进行系统野外观察，取样和进行各种项目的室内分析测试工作，将所获野外和室内的大

量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参考国内外其它已知矿区的有关数据信息和经验，最后确定各

识别评价判据的评分标准。本研究最终确定了两识别评价模式中 17 种共计 59 条判据的

评分标准，其中每一条判据均划分为五个档次，并配有详细说明（见表 1，表 2）。

4. 7        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模式的主要特点

    广泛的适用性        由于所建模式汲取了国外评价中判据选择过细过繁的缺陷，而尽量

筛选那些对研究程度尚处在初期阶段的区段，以地表和浅部可以取得信息的那些关键判

据为主体，而建立起本模式，因此，本模式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

    较强的可操作性  在各评价判据的打分标准建立时，既给出地表和浅部样品较易取

得的分析数据标准范围，又保留了某些根据野外肉眼观察即可确定的评分标准，这样使



10

              表 1  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区域产铀单元成矿机率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 (主观概率成功树法)判据评分标准一览表

识别评价判据 5 (0.95) 4 (0.75) 3 (0.5) 2 (0.25) 1 (0.05)

古气候 建造期古气候 温湿～半干旱 温湿～半温湿 温湿 温湿～干旱 特干旱

判据 后生改造期古气候 特干旱 干旱 干旱～半干旱 半温湿 温湿

大地构造判据
地台边缘中新生代次造山

活化区

地槽褶皱带次造山带大型中

间地块

地槽褶皱带次造山带 地台中心隆起区边缘或造山

带大型山间拗陷

造山带或

地台中心未活化区

盆地构造类型 台缘中新生代次造山带陆缘

盆地

地槽褶皱带次造山带中间地

块大型上叠山间盆地

地槽褶皱带次造山带上叠山

间盆地

地台中心活化台向斜盆地或

造山带大型山间拗陷盆地

造山带小型山间盆地或地

台中心未活化台向斜盆地

上覆建造 陆相红色类磨拉石建造 陆相红色磨拉石建造 陆相红色磨拉石建造 陆相杂色建造 陆相暗色建造

含矿建造 准地台型冲积相或海陆交互 准槽型冲积相杂色建造 陆相暗色含煤碎屑岩建造 陆相红色磨拉石盖层建造

下伏建造 含油气建造 含油气建造 含油气建造

地台型

沉积

建造

陆相红色

磨拉石建造

地 台 型
沉积建造

盆地建造

类型

基底建造 演化成熟度很高，富铀层体

剥露极广

演化成熟度高，富铀层体广

泛剥露

演化成熟度高，富铀层体剥

露中等

演化成熟度不高，富铀层体

剥露不广

演化成熟度低，极少富铀

层体剥露

富铀层体剥露程度 很广泛 广泛 中等 局部 不发育

富铀层体初始铀含量 (×10-6) >50 50～40 40～30 30～10 <10
外

源
富铀层体供铀能力/% <-80 -80～-60 -60～-40 -40～-20 >-20

有利主岩岩性 长石砂岩、富火山灰长石杂

砂岩、富火山灰岩屑长石砂

长石杂砂岩

岩屑长石砂岩

长石岩屑砂岩

岩屑长石杂砂岩

次长石砂岩，次长石杂砂

岩，岩屑砂岩，

石英杂砂岩，石英砂岩，

次岩屑砂岩，次岩屑杂砂

毗邻蚀

源区及

有利含矿

建造铀

源条件
内

源 有利主岩供铀能力 很强 强 中 弱 很弱

斜坡带倾角 <5° 5°～10° 10°～15° 15°～25° >25°

走向长度 >350 km 300～100 km 100～50 km 50～20 km <20 km

后生改

造成矿

期期构造

斜坡带

斜坡带

规模
倾向宽度 100～300 km 50～100 km 10～50 km 10～5 km <5 km 或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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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识别评价判据 5 (0.95) 4 (0.75) 3 (0.5) 2 (0.25) 1 (0.05)

有利建造沉积体系有利相区

活化台缘次造山带陆缘盆地冲积平

原辫状河-低弯度河相区，或海陆

过渡相区及三角洲相区，活化台缘

大型崩解地块大型内陆盆地冲积平

原辫状河-低弯度河相区，或大型

冲积扇扇中-扇前相区

地槽褶皱带次造山带山间盆

地纵向主干河流与支流交汇

部位冲积相区，或山前大型

冲积扇相区

地槽褶皱带次造山带山间盆

地盆缘冲积扇或扇群相区，

台缘弱活化区古河道相区

地台中心隆起边缘古河道相

区

不具有利相条件

区域水文 补-径-排水动力系统 准地台型大型完善平缓补-径-排系

统

准槽型大型平缓补--径-排系

统

准槽型补-径-排系统 水动力系统不完善或规模小 不具良好的水动力系统

和放射性 水文地球化学分带性 HCO3
--SO4

2--Cl-区域水化分带完善 HCO3
--SO4

2--Cl-水化分带较

完善

HCO3
--SO4

2--Cl-水化分带明

显，规模小

局部性水化分带 不具水化分带

水文地质 水中铀含量分带性 10-6—10-5 (10-4)—10-7 区域分带明

显

10-6—10-5(10-4)—10-7分带明

显

分带明显，规模小 分带性差 无分带性

条    件 补给区水的 pH >8.5 8.5～8.0 8.0～7.5 7.5～7.0 <7.0

新构造运动特征 V 升<V 矿，发育多级阶地 (5) V 升<V 矿，发育多级阶地(3～4) V 升<V 矿，阶地发育中等(2) 脉动抬升不发育，无多级阶地 V 升>V 矿，深切峡谷地貌

泥-砂-泥结构 很稳定 稳定 较稳定 不稳定 极不稳定

砂体规模及稳定性 厚度适中 (25～10 m)，延伸很稳

定

厚度适中 (10～5 m)，延伸

稳定

厚度偏薄偏小 (3～5 m)，延

伸不稳定

厚度过大 (>25 m) 厚度过小 (<3 m)

地层结构

及稳定性

屏蔽层性质及稳定性 暗灰色，厚度适中，延伸很稳定 暗灰色，厚度适中，延伸稳

定

灰色，厚度变化大，延伸较

稳定

杂色，厚度变化大，延伸不

稳定

红色，延伸极不稳定

透水层聚矿剂特征 有机碳含量适中，有利矿物组合含

量高

有机碳含量适中，有利矿物

组合含量较高

有机碳含量过高，有利矿物

组合含量中等

聚矿剂含量过低 少含或不含聚矿剂有利主岩(透水

层) 聚矿能力

透水层渗透系数(m/d) 7～2 2～1 1～0.5 0.5～0.1 或 7～10 <0.1 或 >10

层间氧化带发育强度 广泛强烈发育 广泛发育 比较发育 比较发育，但规模小 不发育

层间氧化带走向长度 >150 km 150～80 km 80～30 km 30～5 km <5 km

层间氧化带

发育特征

层间氧化带倾向宽度 >50 km 50～20 km 20～5 km 5～1 km <1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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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卷状盲矿成矿机率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主观概率成功树法)判据评分标准一览表

识别评价判据 5 (0.95) 4 (0.75) 3 (0.5) 2 (0.25) 1 (0.05)

外 蚀源区富铀层体剥露面积 剥露非常广泛 广泛剥露 中等剥露 剥露局部 剥露极少

铀 蚀源区主要富铀层体初始铀含量(×10-6) >50 50～40 40～30 30～10 <10

源 源 蚀源区主要富铀层体供铀能力/% <-80% -80%～-60% -60%～-40% -40%～-20% >-20%

判

据 内 有利主岩岩石类型

长石砂岩,富火山灰岩屑长石砂

岩，富火山灰岩屑长石砂岩

长石杂砂岩

岩屑长石砂岩

长石岩屑砂岩

岩屑长石杂砂岩

次长石砂岩，次长石杂砂岩，

岩屑砂岩，岩屑杂砂岩，长

石岩屑杂砂岩

石英杂砂岩，石英砂

岩，次岩屑砂岩，次岩

屑杂砂岩

有利主岩 鬼影矿体岩石铀含量(×10-6) >40 40～20 20～10 10～ 5 < 5

源 U-Pb 同位素法 Ui>10×10-6 4×10-6<Ui<10×10-6 2×10-6<Ui<4×10-6 0.45×10-6<Ui<2×10-6 Ui<0.45×10-6

供铀能力 岩石供铀能力 Fu< -80% -80%<Fu<-60% -60%<Fu<-40% -40%<Fu<-20% Fu >-20%

条 有利含矿岩层的倾角(θ) 0°<θ<5° 5°～10° 10°～15° 15°～25° >25°

活 有利含矿主岩的渗透系数(m/d) 2～7 1～2 0.5～1 0.5～0.1 或 7～10 <0.1 或 >10

件 补给区-径流区过渡地带地下水的 pH >8.5 8.5～8.0 8.0～7.5 7.5～7.0 <7.0

化 活 层间氧化带 岩石氧化蚀变强度 很强 强 中等 弱 很弱或无

化 发育强度 倾向发 原岩为浅灰 >80 km 80～50 km 50～30 km 30～10 km <10 km

判 强 育宽度 原岩为暗灰 >10 km 10～5 km 5～3 km 3～1 km <1 km

度 反映层间氧化带铀活 U / Th <0.25 0.25～0.40 0.40～0.60 0.60～0.70 >0.70

据 化程度的物化探参数 U6+/U4+ >2.48 2.48～2.46 2.46～2.44 2.44～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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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识别评价判据 5 (0.95) 4 (0.75) 3 (0.5) 2 (0.25) 1 (0.05)

有利容矿主 有利容矿主砂体的厚度/m 30～10 10～5 40～30 或 5～3 >40 <3

富 砂体规模及 有利容矿主砂体走向长度/km >50 50～30 30～20 20～10 <10

岩石结构特征 有利容矿主砂体倾向宽度/km >100 100～50 50～10 10～5 <5

集 岩石结构特征及稳定性 中细粒砂岩，稳定 中粗粒砂岩，细粒砂岩，

稳定

粗砂岩，含砾砂岩，

较稳定

砂砾岩，粉砂质细砂岩，

不稳定

粉砂岩

上下屏蔽层 屏蔽层性质 暗灰色泥岩，岩性稳定 暗灰色泥岩，岩性稳定 灰-暗灰色泥岩

夹粉砂岩

杂色泥岩或棕黄色泥

岩夹粉砂岩

红色泥岩或

灰色粉砂岩

判 的特征 屏蔽层厚度及稳定性 厚度适中，延伸很稳定 厚度适中，延伸稳定 厚度适中，延伸中等 厚度变化大，延伸不稳定 厚度变化大，延伸极不

稳定

含矿主岩原 有机炭含量/% 0.02～0.05 0.05～0.15 0.15～0.5 或 0.015～0.02 >0.5 或<0.015 极低或不含

据 岩中聚矿剂 硫化物硫含量(×10-6) >500 500～50 50～25 25～15 <15

含量及特征 含 Fe、Ti、V 副矿物

的组合特征

It(V)-Mt-Py 组合稳定

且含量高

It(V)-Mt-Py 组合稳定

含量较高

It-Mt-Py 组合稳定 It-Mt-Py 组合不太稳定 无有利副矿物组合

保矿 新构造运动脉动式抬升

及侵蚀阶地发育情况

V 升<V 矿，发育

多级阶地(4)
V 升<V 矿，发育

多级阶地(3)
V 升<V 矿，阶地

发育中等(2)
脉动抬升不发育，

无多级阶地

V 升<V 矿，深切

峡谷地貌

判据 横张或张扭性断裂控制的水系的改造作用 横张水系不发育 横张水系切割不深 横张水系有一定切深 横张水系切深较大 横张水系形成深切峡

卷状 鬼影矿体特征(氧化带中放射性 Pb 异常) >150×10-6 (150～100)×10-6 (100～50)×10-6 (50～30)×10-6 <30×10-6

盲矿 氡法异常显示 峰型优，峰值很高 峰型好，峰值高 峰型良，峰值较高 峰型不好，峰值不高 无异常显示

信息 电、磁法异常显示 峰型优，峰值很高 峰型好，峰值高 峰型良，峰值较高 峰型不好，峰值不高 无异常显示

显示 218Po 异常显示 峰型优，峰值很高>300 峰型好，峰值 300～170 峰型良，峰值较高>170 峰型不好，峰值不高 无异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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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野外地质人员采集少量必要的地表和浅部的数据，并经过短期的培训实践即可很快掌握该

方法，故本模式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

    层次性   两个模式可适合于区调普查的各阶段，从选区、选盆到选段的定位评价到揭露

勘探阶段的盲矿评价识别，均可采用。这就有利于野外找矿工作人员在不同工作阶段均可应

用，从而提高了该模式应用的广泛性。

模式仍属半定量的范畴，由于该模式对诸判据的打分标准确定时，尽量在可能的条件下

利用大量的分析测试数据的综合资料，从而给出了较为确切的数值标准，因此，使该评价模

式向定量化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但评分标准仍是一个数值区间，况且，一些参数在评价对

象(未知区)尚处在找矿和研究的初期阶段，精度可能也没有必要达到完全定量的水平，而是，

根据国内外大量已知矿床的经验对某些判据按其优劣程度划分 5 个等级，因此该识别评价模

式只具有半定量的性质。

5  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模式在已知区的检验和未知区的应用

5. 1  在已知区的检验

    首先选定其中的三条具代表性的典型剖面(矿化最好的 0 线、矿化较差的 70 号线和无矿

的 69 线)，应用卷状盲矿成矿机率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模式，进行了评价运算，三条勘探

线成矿机率的最终计算得分分别为：0.752，0.425 和 0.276，结果与实际矿化的好坏和有无相

吻合，证明该识别评价模式各识别评价判据的评分标准及判据的权重系数的给定是恰当可行

的。

应用区域成矿远景计算机半定量识别评价模式对伊犁盆地南缘进行了计算机半定量识别

评价，其区域产铀单元成矿机率为 0.639。表明伊犁盆地南缘与中亚、美国西部产铀区相比较，

具中等产出矿床的能力。其结果是可信的。

5. 2  在未知区的应用

北准顶山地区，目前正处于 1/20 万带钻区调阶段，其探索目的层位为下第三系乌伦古河

组。而吐-哈盆地西南缘目前亦处于普查阶段，其矿床储量前景不明。但上述两地均已施工少

量钻孔或剖面线，可获取评价模式中所需地质信息。本项目采用卷状盲矿成矿机率计算机半

定量识别评价模式和区域成矿远景计算机识别评价模式分别对北准顶山地区 0 号线主干剖面

和吐-哈西南缘进行了半定量计算，其结果为北准顶山地区 0 号线主干剖面卷状盲矿成矿有利

度为 0.680，优于 512 矿床最好的 0 号线 (其成矿有利度为 0.467)；吐-哈西南缘产铀盆段远景

带成矿机率为 0.569，略低于伊犁盆地西南缘。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北准顶山地区 0 号线勘

探的成矿远景将很可能超过伊犁盆地 512 矿区的 0 号线；而吐-哈西南缘的成铀能力与伊犁盆

地南缘不相上下。这一结果也增强了我们在上述两地区投入大工作量的信心，对两地区今后

工作部署具有指导意义，因此，该成果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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