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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吐哈盆地西南部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的成矿条件和成矿规

律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研究吐哈盆地的地质构造演化特征和盖层

充填沉积特征，划分了盆地的演化阶段和类型，并从盆地的基本构

造、古气候演化、水文地质和铀源四个方面论述了该区层间氧化带

型砂岩铀矿的成矿条件。对吐哈盆地西南部砂岩铀矿的矿物学、岩

石学和地球化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并通过铀－铅同位素和成

矿年代学研究，证实铀成矿具有长期性、阶段性和脉动性特点。对

含矿岩系中的有机质的系统研究表明，有机质属腐殖型有机质，其

成熟度很低，处于热演化作用的褐煤阶段。作者认为，在氧化带有

机质被氧化破坏，形成可溶性的铀腐殖酸络合物淋滤进入地下水，

在过渡带以腐殖酸盐的形式沉淀下来，并造成过渡带矿石中有机碳

含量的增高。最后将吐哈盆地西南部以及伊犁盆地南缘的铀矿与世

界上典型的砂岩型铀矿区的成矿条件进行了对比，并对在吐哈盆地

和天山造山带及其两侧进一步寻找可地浸砂岩型铀矿的前景作了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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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ing and drilling evaluation in recent years show that
there are very large potential resources of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urpan-Hami basi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tonic
evolution and sedimentary cover of the basin, the evolution stages and types of the
basin are divided, and the favorable development stages for the ore-bearing
form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uranium deposits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are
identified. The metallogenic conditions of uranium deposits are deeply discussed
from four aspects: basic tectonics, paleoclimate evolution, hydrogeology and
uranium source of the region. All these have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evaluation of uranium resources in this region.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uranium metallogeny is a process of long-term, multi-stage and
pulsation. The authors try to ascertain the role of organic matter in concentrating
uranium .The organic matter is of humic type in sandstone host-rock in the studied
area, whose original mother material mainly belongs to terrestrial high plant. The
maturity of the organic matter is very low, being in low-grade stage of thermal
evolut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eparation experiments show that uranium
concent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organic matter, and the organic matter in
uranium ore is mainly in the form of humic acid adsorption and humate. For this
reason the tota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is often increased in the geochemical redox
zone in epigenetic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north of
China is of great potential for sandstone-type uraniu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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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哈盆地在地质构造上东西三分，即西部的吐鲁番坳陷、中部的了墩隆起和东部的

哈密坳陷。吐哈盆地西南部是指吐鲁番坳陷中位于火焰山-七克台中央构造带以南，以艾

丁湖斜坡区为主体的广大区域（见图 1）。近几年来的区调和普查工作证实，吐哈盆地西

南部具有良好的砂岩型铀矿成矿前景，目前已控制一定规模的铀资源。

图 1  吐哈盆地西南部地质略图

1——第四系；2—— 葡萄沟组；3——桃树园组；4——鄯善群；5——库木塔格组+苏巴什组；

6——吐谷鲁群；7——红山组；8——下、中侏罗统（南部水西沟群）；9——上古生界；

10——下古生界；11——元古界；12——花岗斑岩；13——花岗岩；14——花岗闪长岩；

15——辉长岩、辉绿岩、辉绿玢岩；16——断裂；17——不整合接触界线；18——含铀煤型铀矿床。

1  吐哈盆地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1. 1  盆地的大地构造背景与基底性质

吐哈盆地位于哈萨克斯坦板块东南端，在准噶尔－吐鲁番微板块之上。它处于哈萨

克斯坦板块与西伯利亚、塔里木两大板块的交汇处。其东北缘的克拉美丽－麦钦乌拉蛇

绿岩带，是哈萨克斯坦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的缝合线，封闭于早石炭世以前；其南部的

南天山－库米什－星星峡蛇绿岩带，是哈萨克斯坦板块与塔里木板块的缝合线，封闭于

早二叠世末，两者交汇于北山地区的小黄山一带（葛肖虹等，1997）；其东部紧邻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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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中新生代以来陆内会聚的挤压中心—北山构造带。吐哈盆地所处的大地构造背景决

定了中新生代以来演化的挤压性质。

盆地基底的性质与结构将直接控制和影响上覆沉积盖层的展布与岩性岩相变化。吐

哈盆地既有上古生界基底，又存在前寒武系结晶基底，这种双层基底在其北的准噶尔盆

地也同样存在，并且两个盆地具有统一的前寒武纪结晶基底。

1. 2  盆地盖层沉积特征

吐哈盆地沉积有晚古生代和中、新生代陆相地层， 大沉积岩厚度逾 9000 m（吴涛、

赵文智等，1997；中国石油地质志，1995）。侏罗系是盆内发育 全、分布 广的一套

盖层沉积。它东起哈密三道岭，西至布尔加隆起，在盆地周边以及盆地中央火焰山地区

均有出露。其中以博格达南部山前台北凹陷内沉积厚度 大，层系发育 典型。该系主

要为河、湖相碎屑岩和河沼、湖沼相煤系地层，与下伏地层为整合或假整合接触。据岩

性组合与古生物资料，结合相邻盆地对比，自下而上分为：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三工河

组；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三间房组、七克台组及上侏罗统齐古组、喀拉扎组。下侏罗统

的八道湾组、三工河组与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合称为水西沟群，在盆内分布 广。该套地

层既是吐哈盆地煤系及油气田重要的生、储油层，也是在盆地内寻找可地浸砂岩型铀矿

的主要目的层。

1. 3  盆地演化历史及盆地类型与铀成矿阶段

盆地的形成和发展受控于所在区域的大地构造背景，盆地演化不同阶段的盆地原型

会随着邻区构造演化与地球动力学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吴涛，赵文智（1997），葛肖虹

（1995），王昌桂（1998）等对吐哈盆地的研究表明，吐哈盆地是一个多阶段、多类型

盆地叠置形成的多旋回复合盆地。盆地中砂岩型铀矿的形成与盆地的发展演化息息相关，

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可分为铀源基底准备期，含矿建造沉积期和后生改造期（成矿期）

三个阶段。根据盆地的基底性质、周缘各构造单元的演化和盆地沉积充填特征及演化，

同时结合盆地内砂岩型铀矿形成的阶段性，将吐哈盆地的演化分为五个演化段: 即晚石炭

世－早二叠世的前陆盆地－小型被动陆缘阶段；晚二叠世－三叠纪的前陆盆地阶段；早

侏罗世－中侏罗世的再生前陆泛盆地阶段，即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建造形成期；晚侏

罗世－第三纪的压拗式山间盆地发展阶段，即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成矿期；第四纪，

为盆地消亡阶段。

2  吐哈盆地西南部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成矿条件分析

通过对吐哈盆地西南部可地浸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的研究，认为要形成较大规模

的层间氧化带并成矿，如下一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1) 大地构造背景及区域构造特征；

(2) 古气候演化特征；(3) 水文地质条件；(4) 沉积充填特征与沉积环境；(5) 铀源条件。

其他一些因素如沉积岩层的倾角、砂泥比、岩石渗透性等，一般由上面五个因素所决定。

2. 1  盆地基本构造特征与构造单元分区

在构造上吐哈盆地可东西三分，即西部为吐鲁番坳陷，中部为了墩隆起，东部为哈

密坳陷。根据地质构造特征，沉降与沉积历史的差异性，可进一步将吐鲁番坳陷分为北

部凹陷带、南部凹陷带与西部凸起－高隆带三个部分。盆地 大的差异体现在南北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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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南部凹陷带的形成历史偏早，大规模的沉降结束亦早，因而其主发育期的沉积层

位偏下，以二叠系、三叠系为主，甚至包括上石炭统。在侏罗纪以后，南部凹陷带已基

本结束了盆地发展，成为北部沉降区的一个斜坡。南部凹陷带的这种构造演化背景对侏

罗系中形成渗入型的补给、径流和排泄的水动力系统是十分有利的。北部凹陷带形成早，

但发育结束晚，集中充填了从上石炭统至第四系的完整层系， 大沉积厚度逾 9000 m，

其中侏罗系的埋深一般在 1000 m 以上，是盆地内沉积层系发育 全，厚度叠置 大的沉

降带。从构造的形成、样式与分布来看，吐鲁番坳陷具有南早北晚、南简北繁与南少北

多的特点。南部凹陷带内主要发育基底卷入型构造，北部凹陷带内主要发育盖层滑脱型

构造，它们是自燕山运动中期以来挤压作用南弱北强的反映。北部凹陷带的盖层构造具

有破坏岩层延续性，使岩层陡倾斜，继而破坏地下水渗入系统的作用，在层间氧化带型

砂岩铀矿的成矿中往往被看作是不利因素。南、北凹陷带在构造特征上的这些差异是导

致两区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成矿条件不同的重要原因。

2. 2  盆地古气候演化特征

依据地层的孢粉组合，沉积物的颜色标志，岩性、煤层的发育特征，古微体植物群

与动物群进行了盆地古气候的恢复，识别出中侏罗世西山窑末期是吐哈盆地古气候变化

的一个重要转折期。三叠纪中晚期，古气候由炎热干旱转向温凉潮湿，陆生植物茂盛，

有利于含矿建造的形成。但由于中、上三叠统现今的埋深大，且在黄山街－郝家沟期还

发育一套深－半深湖相为主的细碎屑沉积组合，因而它不是可地浸砂岩铀矿的有利找矿

层位。早侏罗世－中侏罗世早期，盆地气候较晚三叠世更加潮湿、温暖，为暖温带潮湿

性气候。此期河、湖、沼泽纵横分布，尤其是由于沼泽地的扩大，缺氧环境出现，为早、

中侏罗世形成巨厚的煤系地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期间由于古气候条件适宜，加之三

叠纪的剥蚀夷平作用，在早、中侏罗世时的构造挤压后松驰拉张环境中沉积了一套“泛

盆式”沉积，其中河流相、三角洲相砂体十分发育，是吐哈盆地砂岩型铀矿含矿建造的

佳形成时期。中侏罗世西山窑期之后，盆地古气候逐渐变得炎热干旱，水体收缩，植

物衰落，以红色碎屑岩和磨拉石沉积为主。从中侏罗世晚期到第三纪，炎热干旱的古气

候为含氧含铀地下水沿透水砂岩层下渗形成层间氧化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是盆地内层

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有利的成矿期。

2. 3  盆地西南部水文地质特征及其演化

吐鲁番坳陷南、北凹陷带在水文地质条件方面存在许多差别。吐鲁番坳陷南部斜坡

区侏罗系含水岩组具有发育大规模层间氧化带的有利条件；北部凹陷带侏罗系含水岩组

中地下水运动处于阻滞状态，水岩作用十分缓慢。由北缘博格达山区补给的渗入淋滤水

多以潜水和浅部地层中的承压水形式从侏罗系以上的透水层中流至排泄区，地表径流比

较发育。但由于地层坡降大，水流速度快，而且侏罗系上覆多为红色建造，其中还原性

物质少，地下水中的铀难以固定下来，直接汇入到排泄区。由于北部凹陷带沉积盖层中

断裂发育，造成地下水系统相互分割或复杂化，也不利于层间氧化带的发育。南部凹陷

带中、下侏罗统埋藏浅；地层倾斜坡度小（倾角一般小于 15°）；地下水的补给、径流

和排泄系统发育完善，其补给区大部分淋滤水都渗入到侏罗系中；地下水交替程度高，

水岩作用活跃；故含铀含氧水承压渗入形成层间氧化带，在氧化带前锋发生铀的沉淀成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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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铀源条件分析

通过对盆地南缘蚀源区铀源条件的分析，确认由上古生界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及海

西期花岗质岩石组成的盆地南部蚀源区基底岩石，具有良好的铀源条件，同时也具有促

使铀活化迁移的地质构造背景。根据对层间氧化岩石与未蚀变岩石中铀含量的对比分析，

提出盆地十红滩地区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化的铀源主要来自蚀源区岩石，而含矿的主

砂岩层不是后生成矿中铀的主要提供者。

3 吐哈盆地西南部含矿岩系地层时代与层序地层特征

3. 1  吐哈盆地西南部中、新生代地层沉积充填特征

吐哈盆地西南部（以艾丁湖斜坡区为主体）在地质构造演化与沉积特征上与盆地北

部（如台北凹陷）存在较大差异。盆地西南部结束大规模沉降的时间略早，侏罗纪后已

基本结束盆地发展成为北部主体沉降区的一个斜坡。南部斜坡区发育中、新生界沉积盖

层，各层系之间沉积间断频繁。由于觉罗塔格山中新生代整体逐步抬升，侏罗纪沉积水

盆往北退缩，盆地南缘缺失侏罗系上统和白垩系，随后被第三系所超覆。

3. 2  含矿岩系孢粉组合特征与地层时代

为了查明盆地西南部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含矿岩系所属地层的时代，对其所含孢

粉化石进行了鉴定与研究，并确定为双束松粉属 Pinuspollenites－云杉粉属 Piceaepollenites
－冠翼粉属 Callialasporites 组合，其对应层位为下侏罗统八道湾组，反映温湿气候。确

定盆地西南部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含矿岩系只属侏罗系水西沟群（J1-2）的下部地层，

该地区水西沟群中、上部的三工河组（J1s）与西山窑组地层（J2x）缺失。

3. 3  含矿岩系层序地层学研究

层序地层学（sequence stratigraphy）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一门研究如何

划分、对比和分析沉积地层的新学科。根据地震、测井、岩心和露头资料，应用层序地

层学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更科学、更精确地进行地层的划分、对比、古地理恢复以及沉积

地层中有关矿产资源的预测。

应用层序地层学原理和方法，根据钻孔岩心和测井资料，以及露头观测剖面，对含

矿岩系进行了划分与对比，对其沉积环境进行了解释。层序地层学研究的核心是建立盆

地的等时地层格架，更精确、更科学地进行地层的划分、对比、古地理恢复以及沉积地

层中有关矿产资源的预测。将沉积地层划分为层序、准层序和体系域，这是建立沉积盆

地等时地层格架的基础。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含矿岩系属下侏罗统八道湾组，从含矿岩

系的层序发育特征看，其顶部均有不同程度的缺失，表明含矿岩系形成的地质时间不长，

其内部相对整一，没有沉积间断和侵蚀，所以将含矿岩系整体划分为一个三级层序，其

层序上、下界面在钻孔岩心与露头剖面上均十分清楚，为区域性的构造不整合面。本区

钻探揭露的主要是该层序中的水进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主要含矿层位均在高水位体

系域。依据研究区的钻孔岩心和测井资料，在含矿岩系层序的高水位体系域中进行了准

层序的划分与对比，共划分出 6 个准层序，并分析了各准层序的沉积特征和三维空间的

变化特点。在层序、准层序划分基础上，对本区砂岩型铀矿含矿岩系的准层序级别进行

了对比，建立了盆地西南部侏罗系含矿岩系的等时地层格架，确定了含矿岩系不同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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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氧化带和铀矿体的空间分布与几何形态，为铀资源的准确评价和预测打下了基础。

盆地西南部十红滩地区侏罗系含矿岩系在总体上属河控的三角洲平原亚相，其中分

流河道和沼泽沉积构成了三角洲平原亚相的主体。在含矿岩系准层序划分的基础上，分

别统计了十红滩地区具代表性的 16 个钻孔各准层序地层单元中不同岩性层的厚度，按砾

岩、粗砂岩、砂岩（包括中砂岩、细砂岩和粉砂岩）、泥岩、煤层五个级次分别统计在

每一个准层序中的厚度，并计算出砂级岩石总厚、砾岩加粗砂岩的厚度和砂泥比。依据

各准层序不同岩性层的厚度和砂泥比值的统计数据，结合准层序地层垂向变化特征，划

分出以下准层序沉积微相类型：分流河道微相、沼泽及泥炭沼泽微相、天然堤微相和决

口扇微相。

3. 4  层序地层学研究成果在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中的应用

在划分准层序沉积微相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各钻孔中潜水氧化带、层间氧化带、工

业矿层、矿化异常的分布特点，指出盆地西南部层间氧化带型砂岩工业铀矿化主要赋存

于三角洲平原亚相的分流河道微相中。这与分流河道沉积中砂体发育，透水性好，且与

河道间泥质沉积形成的良好隔水层有关。三角洲平原亚相中的一系列分流河道可以随时

间的发展而左右摆动，在平面上呈现不规则连接，形成不规则的席状砂体。席状砂体的

规模一般相当大，它有利于形成大规模层间氧化带。

根据含矿岩系层序地层学的研究成果，以准层序为基本单元，分别做出了各准层序

等厚度图、砂体等厚图、粗砂岩＋砾岩等厚图及沉积微相分布图，从而确定了分流河道

的分布形态，为准确预测区域上层间氧化带与铀矿体的位置提供了依据。十红滩地区侏

罗系含矿岩系的沉积物源主要来自盆地东部，古水流方向由东向西。

吐哈盆地与伊犁盆地的侏罗系含矿岩系中煤层与后生砂岩铀矿床均具有密切的空间

关系，煤层也是进行地层对比的良好标志层。煤层本身一般结构很致密，在三角洲平原

相内分布稳定，是非常好的隔挡层，上、下两煤组间的以粗砂和砾岩为主的高渗透层是

层间渗入水的良好通道，吐哈盆地西南部和伊犁盆地南缘侏罗系含矿岩系中工业铀矿体

的位置均定位在此高渗透层中。

4 吐哈盆地西南部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特征

4. 1  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地质特征

4. 1. 1  盆地西南部铀矿化概况

吐哈盆地已知铀矿床（点）多分布于盆地西南部，按含矿主岩可分为两大类，即含

铀煤型和砂岩型。含铀煤型矿体呈似层状、透镜体状，产状与含煤地层一致。吐哈盆地

西南部含铀煤型铀矿床、矿点及矿化点众多，主要的有阿拉沟矿床、苏巴什矿点、底哈

尔矿点、艾丁矿化点等。该类型矿床（点）数量较多，但规模较小，经济价值不大。砂

岩型铀矿是指赋存于砂岩、含砾砂岩、砂砾岩中的铀矿化，代表性的有十红滩铀矿点、

白石滩铀矿点。

层间氧化带在吐哈盆地西南部侏罗系八道湾组内广泛发育。本区工业型砂岩铀矿化

与层间氧化带的发育关系密切，铀矿体上下往往为泥岩、粉砂质泥岩层圈闭，呈卷状、

似层状，赋存于层间氧化带蚀变砂岩体的前缘氧化—还原过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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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  层间氧化带发育特征

吐哈盆地西南部层间氧化带主要发育于三角洲平原亚相中的分流河道砂体中。总的

说来，吐哈盆地西南部层间氧化带具有厚度大、层数多、埋藏较浅的特点。层间氧化带

的形态与前锋的位置受局部构造特征、岩石渗透性、地层产状等因素的控制。十红滩地

区层间氧化带的前锋形态呈不规则的蛇曲状，在剖面上层间氧化带呈叠瓦状分布。本区

控矿的层间氧化作用具有明显的分带性。按岩石的颜色（主要是由于其中铁的地球化学

特征引起，可由肉眼观察岩石的颜色来确定）、矿物成分、化学成分、物理-化学条件等

的不同，分为强氧化带、弱氧化带、氧化还原过渡带和还原带。

4. 1. 3  矿体特征及矿石的物质成分乌铀的存在形式

吐哈盆地十红滩地区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的工业矿体主要位于含矿岩系的辫状河

道沉积中，且常在上下两个主煤层之间。铀矿体形态多样，主要呈卷状和板状。

铀矿石主要为灰色、深灰色、灰黑色砂岩和砂砾岩，矿石中含有大量碳质碎屑和浸

染状黄铁矿，胶结疏松，透水性好。铀矿石的岩石类型为长石砂岩或岩屑砂岩，主要脉

石矿物为石英和长石，含少量的云母、绿泥石、方解石、金红石、锆石等。岩石矿物碎

屑分选中等、磨圆较差，多呈棱角状、次棱角状。矿石中的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其

次为少量褐铁矿、黄铜矿、钛铁矿等。矿石中的铀主要以铀矿物和分散吸附状态存在。

铀矿物主要为沥青铀矿，它分布于砂质颗粒胶结物和长英质矿物的裂隙中，呈脉状、

条带状和粒状；沥青铀矿含有较多的 Si，Ca，P，Fe 等杂质元素。分散吸附状态是本区

矿石中铀存在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形式。矿石中的主要吸附剂为有机质，此外还有云母、

褐铁矿、粘土矿物等。铀一般吸附在矿物晶体的表面、解理面和晶缝裂隙中。铀与吸附

剂的结合不牢固，一般易被弱酸及弱碱浸出，因而有利于地浸。

4. 2  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后生蚀变分带中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对后生蚀变分带中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的研究，表明 U，Mo，Se，Re 等变价元素在氧

化还原过渡带有明显富集。U 与 Re 在后生成矿过程中具有十分相似的地球化学性质。而

V，Sc 与 U，Mo，Se，Re（主要来自蚀源区岩石）不同，它们直接来源于含矿主岩本身。

因而氧化带岩石中 V 和 Sc 淋失，其含量低于还原带未蚀变岩石，同时往往又在铀矿石中

富集。

4. 3  后生蚀变分带中 pH，，，，∆∆∆∆Eh 值变化特征

通过对后生蚀变分带中 pH，ΔEh 变化特征的分析，提出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床的

后生蚀变分带中，由氧化带前部到过渡带 pH 降低，原因主要与层间氧化过程中二价铁矿

物的氧化及微生物的活动有关。层间氧化过程中 pH 降低的幅度同时取决于砂岩中含碱金

属及碱土金属矿物的含量（特别是钙、镁碳酸盐的含量），因为这些矿物起着中和的作

用。砂岩中如果钙、镁碳酸盐及含碱金属及碱土金属的铝硅酸盐的含量较高，而二价铁

硫化物的含量又较少时，则在层间氧化带前锋部位地下水 pH 降低的效应实际上已不存

在。

4. 4  粘土矿物特征及其与铀成矿关系

在后生蚀变各带岩石的粘土矿物组成中，一般高岭石和蒙皂石的含量较高，二者含

量之和均大于 70％。绿泥石与伊利石的含量较低，且变化幅度也较小。后生蚀变各带样

品的 X 射线衍射分析中均没有发现伊利石/蒙皂石、绿泥石/蒙皂石等混层矿物，这与含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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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系中砂岩未经历深部埋藏作用有关。这一特点与吐哈盆地南部在侏罗纪时没有出现持

续的大幅度的构造沉降，而侏罗纪后已基本上结束盆地发展而成为北部主体沉降带的一

个斜坡，使得下侏罗统含矿岩系未被深埋的这一地质构造背景是一致的。在后生层间氧

化各带的粘土矿物组成中，蒙皂石与高岭石含量的变化均较大，其中氧化带以蒙皂石为

主，过渡带以高岭石为主，伊利石与绿泥石所占比例小，且由氧化带到过渡带它们的含

量变化也很小（小于 5％）。由于蒙皂石吸附铀的能力远大于高岭石，由氧化带到过渡带

粘土矿物的总量也明显减少，故就粘土矿物吸附铀的能力来看，氧化带岩石要远大于过

渡带矿石。总之，在过渡带铀的沉淀过程中粘土矿物的吸附作用并不起明显作用。

4. 5  铀成矿年龄

对采自十红滩地区的 14 件富铀矿石样品进行了铀-铅同位素测定和成矿年代学研究，

确定了吐哈盆地砂岩型铀矿的成矿年龄。应用 U-Pb 等时线法对样品的同位素数据进行了

处理，得到 104 Ma（早白垩世晚期）、24 Ma（渐新世末期）和 7 Ma（中新世晚期）三

组铀成矿年龄。它们代表了吐哈盆地西南部十红滩地区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化的三个

成矿时期，表明铀的成矿具有长期性、阶段性和脉动成矿的特点。24 Ma 为该区层间氧化

带型砂岩铀矿化的主成矿年龄。

5  有机质与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化

铀在表生作用中，其地球化学行为与有机物质有着密切关系。在后生砂岩型铀矿床

的含矿岩系中，常见炭化植物残骸，它们多沿沉积层理分布，以丝炭化和亮煤化碎屑，

分散状有机物质或沥青析出物的形式产出。伊犁盆地某矿床和吐哈盆地十红滩铀矿点的

有机碳分析都表明，以过渡带矿石中的有机质含量 高，明显高于氧化带岩石和还原带

未蚀变岩石。

    本文中采用有机岩石学与有机地球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吐哈盆地十红滩地区含矿

岩系中的有机质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有机质在后生砂岩型铀矿成矿过程中的作用进行

探讨。

5. 1  有机显微组分特征

有机显微组分含量的统计与类型指数的计算表明，含矿岩系的有机质类型属于腐殖

型（III 型），其中腐殖 III1 型和腐殖 III2 型在层位上交替出现，反映了与积水深度有关的

沉积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对钻孔剖面样品进行了镜质体反射率测定，其样品控制厚度约 150
m，此区间镜质体反射率变化由 0.31％至 0.47％，没有发现反射率随深度的变化趋势。样

品平均反射率为 0.37％，尚不足成熟下限，也未达到生油门限，表明有机质的演化处于

未成熟阶段，只相当于煤化作用早期的暗褐煤阶段。研究区含矿岩系中有机质的成熟度

低，一是因沉积物埋藏浅，上覆地层薄；二是从中生代以来的区域地温梯度低。根据

Lustigova（1962）总结的煤化作用阶段与埋深、温度的关系，表明该区含矿岩系埋深不

超过 1 km，经历的 高温度不超过 40 ℃。

5. 2  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通过有机碳分析，氯仿沥青“A”及族组分分析，饱和烃气相色谱分析，甲烷和干酪

根碳同位素分析，干酪根元素分析及三维荧光分析等有机地球化学方法，确定了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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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矿岩系中的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型和有机质成熟度。含矿岩系中的有机质属于腐殖

型，原始母质主体部分为陆源输入；它们是在淡水湖沼环境弱氧化-弱还原条件下沉淀的；

后期地层抬升剥蚀导致的次生氧化作用使部分地化指标发生变化；在细菌微生物作用下，

矿石中的大分子有机质已发生强烈降解和改造，而呈现出“腐泥型”小分子有机化合物

特征，上述铀矿石中有机质的重要特征，有可能成为寻找砂岩型铀矿的有机地球化学标

志。

5. 3  有机质与铀矿化关系探讨

有机质在土壤、沉积物以及天然水中通常是以某些化合物的复杂混合物形式存在。

在表生环境中绝大多数的有机质是由腐殖质构成的。非腐殖质物质在表生介质中很容易

被微生物降解。腐殖酸是腐殖质的主要组分，是一种复杂的无定形的高分子化合物的混

合物，富含在土壤、泥炭和褐煤中，色黑褐呈酸性。对土壤、泥炭及炭质页岩中腐殖质

的组分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证实，腐殖酸同铀的关系 为密切（张祖还等，1984）。在

地下水沿透水砂岩层渗滤过程中，由于有氧的持续供应，加之有一定密度的细菌活动，

未成熟的有机质可以形成大量的腐殖酸。

铀与有机碳的相关分析表明，含矿岩系中铀含量与有机质丰度具有明显正相关性，

铀的成矿富集与有机物的存在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铀与有机碳的分离实验证实，矿石

中的铀不是以稳定相态的形式与有机质结合的，它主要以腐殖酸吸附或腐殖酸盐形式存

在。在含矿岩系的有机岩石学与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基础上，得出在氧化带由于有机质被

氧化破坏，形成可溶性的铀腐殖酸络合物被淋滤进入地下水，在过渡带以铀腐殖酸盐和

沥青铀矿的形式沉淀下来，并造成过渡带矿石中有机碳含量的增高。这一结论合理地解

释了砂岩铀矿过渡带矿石中有机碳含量增高的现象，对传统的层间氧化带（卷）型砂岩

铀矿的成矿机理和模式作了重要的修正。

6 吐哈盆地西南部与世界上典型砂岩型铀矿区成矿条件对比

美国中西部和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是目前世界上后生砂岩型铀矿床分

布 集中，储量 大的地区。了解这些地区砂岩型铀矿床的成矿条件和成矿规律，并与

我国该类型铀矿床和产出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对于正确评估我国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砂岩

型铀矿的资源前景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对比多着眼于同一成因类型的铀矿床，故笔者将

主要强调它们的差异性，并力图指出控制后生砂岩型铀矿床产出的关键地质因素。

6. 1  吐哈盆地西南部与美国中西部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的对比

美国中西部砂岩型铀矿床与我国吐哈盆地西南部和伊犁盆地南缘砂岩型铀矿床在构

造背景，尤其是促使成矿的新生代构造运动的强度和铀源条件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吐哈盆

地、伊犁盆地后生砂岩型铀矿床规模与之差异的 主要原因。其他一些因素，如含矿主

岩的沉积环境、渗透性、有机质含量、砂体规模、岩性等方面的差异，居于从属、次要

的地位，是由盆地的地质构造背景所决定的。

在吐哈盆地和伊犁盆地地区，新生代由于印度板块向北的快速挤压，使得天山造山

带的构造活动非常强烈，它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挤压缩短。与怀俄明盆地拉腊米运动的作

用相比较，天山新生代的构造运动在伊犁、吐哈等山间盆地的表现要强烈，造成地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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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强烈的褶皱、断裂和推覆。而拉腊米运动在怀俄明盆地仅形成一些缓丘状的隆起和山

间盆地，而盆地内的地层产状十分平缓，断裂构造也不发育。第三纪发生的强烈构造运

动会破坏岩层的连续性，产生陡倾斜，这些不利于形成完善的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

系统，对铀成矿应是不利的因素。使得天山造山带内的山间盆地（吐哈盆地、伊犁盆地

等）产出的砂岩铀矿只能发育在盆地新生代构造运动相对较弱，地层产状较平缓的南缘

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盆地砂岩型铀矿产出的潜力和规模。

与中亚及我国已知砂岩型铀矿床的成矿条件相比较，铀源条件好是美国中西部砂岩

型铀矿床的另一突出的特征，这也是怀俄明盆地区能在一些面积不大的山间盆地（如谢

利盆地、温德河盆地、泡德河盆地等）内形成众多规模大且品位富的卷型铀矿床的重要

原因。怀俄明盆地的卷型铀矿床都产于蚀源区有异常铀含量的岩石附近，它们通常是花

岗岩或凝灰岩。

6. 2  吐哈盆地西南部与中亚地区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的对比

中亚地区的砂岩型铀矿床在成因机制上属层间渗入作用成矿，是典型的层间氧化带

型砂岩铀矿床，它们与我国伊犁盆地、吐哈盆地的砂岩型铀矿床和美国中西部的卷型砂

岩铀矿床在成因、后生蚀变以及矿化特征等方面都有许多共性。通过对比，认为它们在

大地构造背景、岩相古地理条件与成矿作用的持续性等三方面是造成与我国伊犁盆地、

吐哈盆地已探明铀资源量上差异较大的关键因素。中亚地区砂岩型铀成矿省在成矿期位

于天山造山带和土伦台坪之间的过渡部位，即处于构造活动强烈的造山带和稳定的地台

区之间，构造活动适度。在地台期沉积的规模巨大、产状平缓的晚白垩世－老第三纪含

矿建造与成矿期中等强度的次造山作用为形成中亚巨型层间氧化带奠定了基础，而同处

于天山造山带内的伊犁盆地与吐哈盆地则为褶皱带中的山间盆地，后生层间渗入成矿作

用只能位于构造活动相对较弱、地层产状较平缓的局部区域（如吐哈盆地和伊犁盆地南

缘斜坡带），这就限制了盆地铀资源的潜力。在吐哈盆地和伊犁盆地的南缘斜坡带上发

育冲积扇－辫状河－三角洲－湖底扇－湖相泥岩的充填型式，与中亚白垩纪－老第三纪

稳定的地台型沉积相比，其沉积相变化快，砂体规模相对较小，侧向延伸连续性与中亚

大范围的稳定台型沉积相比要差，因而山间盆地不利于类似中亚的大规模的区域性层间

氧化带的发育。对比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在我国寻找具备大型后生砂岩型铀矿床成矿

条件的新地区和地段，为发现规模更大、品位更富的后生砂岩型铀矿床服务。

7 对在吐哈盆地和天山造山带及其两侧进一步寻找可地浸砂岩型

铀矿前景的展望

本文对在吐哈盆地和天山造山带及其两侧的沉积盆地中进一步寻找可地浸砂岩型铀

矿床的前景作一简要分析和展望。除了盆地西南部外，位于哈密坳陷南部的沙尔湖－大

南湖地区也具有较好的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值得进一步工作。吐哈盆地在进一步找矿

工作中，除了注意侏罗系煤系建造外，还应充分考虑其它层位赋矿的可能性，特别是在

第三系中寻找与油气次生还原有关的后生砂岩型铀矿床。除吐哈盆地、伊犁盆地外，中

国境内天山造山带中尚有库米什盆地、大小尤尔都斯盆地等，这些盆地与伊犁盆地、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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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盆地在成矿条件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侏罗系砂体发育等，笔者认为这些盆地一些地段

也有很好的铀成矿前景，如库米什盆地南部。除了天山造山带中众多的山间盆地外，天

山造山带两侧的塔里木、准噶尔等大型克拉通内坳陷盆地的后生砂岩型铀成矿前景更值

得研究。在找矿过程中，要总结和创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砂岩型铀矿形成与分布规律的理

论和找矿方法。 后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前苏联与美国对砂岩型铀矿投入的工作量和研

究程度来看，还是从我国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多样化的地质条件实际出发，都显示出我国

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具有巨大的找矿潜力，找矿前景光明。

在野外工作和收集资料过程中，感谢牟长林研究员、李占双高级工程师、王剑锋高

级工程师、高立宝高级工程师、权建平工程师、李占游高级工程师、贾恒高级工程师、

林双幸研究员、王保群研究员、谭鸿赞高级工程师、丁忙生高级工程师等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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