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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北亚地区在盆岭构造体系形成演化过程中，伴随强烈的构造

岩浆活动，壳幔混合流体作用于地壳内部，形成富铀流体，在地壳

浅层圈闭构造中聚集成矿。据此，建立了深浅构造耦合深源浅

源热流体混合的成矿模式。运用深浅构造控制铀矿床成因的地质理

论，将区内铀矿床划分为塌陷盆地型、拆离带型、裂隙型和次火山

岩型，并预测了成矿有利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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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allogenic Model of Volcanic-Hosted Large
Deposit Rich in U in the Northeast Asia

PENG Zhidong
(240 Research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Bureau, CNNC Shenyang, 110032)

ABSTRACT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ridge-basin tectonic system occured in Northeast Asia
area, the U-rich fluid was formed with intense tectonic-magmatic activities and the
fixed fluid of crust-mantle upwelling, shallow structural coupling and deep or
shallow derived heat fluid has been established. Using the geologic theory of deep-
shallow structure, the U-deposits in this area have been devided into collapsed-basin
type, divergent belt type, fissure type and subvolcanics type, the favorable  region
for uranium also has been predicted.

           Key words: Ridge-basin structure system, Mixed fluid, Trap structure, Metallogenic model,
Uranium deposit, Northeaster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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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东北亚地区系指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蒙古乌兰巴托，南自华北平原北界，北抵黑龙

江的广大地域，面积近 3 000 000 km2。区内铀与多金属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已发现大型、

超大型铀矿床 42 个（其中超大型矿床 6 个全在俄罗斯境内），大型、超大型铜、铅锌、

稀土矿床 51 个（其中超大型 8 个）。这与区内中生代火山活动期间的地质构造条件、成

矿地质作用密切相关。地质构造条件主要反映在地壳深部是否存在含矿质成分较高的壳

幔混合流体，地壳浅部是否存在成矿地质构造环境；成矿地质作用即为深部成矿物质活

化、运移和地壳浅部聚矿的地质作用。通过对区内有关铀矿床成矿机理的研究，建立了

铀成矿模式，该模式是成矿条件和成矿作用的综合体现。

1  深源壳幔结构构造与铀活化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期间，由于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俯冲和地球内动力作用的影

响，幔源物质大规模上涌，发生了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以垂直运动

为特征的盆岭构造体系。在盆岭构造形成演化过程中，成矿物质通过气态、汽液混合态

——含矿流体的形式随地幔热柱→地幔亚热柱→幔枝构造向地壳浅部运移。其间，当地

幔热柱抵达软流圈顶界面以亚热柱形式继续上升时，导致下地壳物质发生塑性层流，壳

幔熔融，形成壳幔混合流体，壳源成矿物质产生活化并向幔坳区聚集，增加了混合流体

中成矿物质的含量。受深部热动力作用影响，混合流体继续上升，在中、下地壳及中、

上地壳接触面遇减压环境，形成低速层（岩浆房），混合流体作用于周围岩石，使岩石

中铀产生活化，这样，混合流体中的铀含量再度增高，为成矿奠定了物质基础。当混合

流体路经富铀地质体后，流体中铀含量骤增，为形成富大型矿床提供了充足的铀源。幔

隆向幔坳的过渡带，即莫霍面陡变带为应力集中、层流运动强烈的部位，是壳幔物质混

融交换的主要场所，在其上部易形成低速层，因而决定了多数矿床赋存在莫霍面台阶、

畸变部位的必然性。由此判断，莫霍面陡变带上方的壳内低速层是控制矿床形成的主导

因素。

2  地壳浅层结构构造与铀矿化

    由于深断裂（韧性剪切带）的沟通，富铀流体上升到地表与大气降水混合，在长期

隆起区边缘带、深大断裂交汇处、热隆构造、火山塌（断）陷盆地、火山口、次火山岩

体、层间破碎带、不同岩石接触面等构造部位聚集成矿。因这些部位构造岩浆活动强烈，

地质情况复杂，氧化还原等地球化学障对铀成矿起了重要作用，温度、压力的变化，流

体“热”与地下水“冷”的相互作用，构造系统的封闭与开放之矛盾，造成了铀的沉淀。

表壳岩石圈组成成分、结构构造、运动方式和演化过程不同，造成铀矿化类型、产出形

态、规模、产状及品位上的差异。从地幔上升的热流体化学成分极其复杂。据杜乐天、

王驹（1993）和曹荣龙（1996）对流体的描述，分别为 HACONS（混合流体）和 CHONS
（地幔流体），其中 A 代表碱金属，其余为化学元素符号。据此判断流体总的化学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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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是富含挥发气体、硫、碱金属及其它成矿物质如 Cu，Pb，Zn，Mo，Au，Ag，Th 和

F 的混熔体。矿化实际上是在不同地壳演化阶段、不同构造环境下混合流体中成矿物质的

重新组合与再分配，化学成分活泼、饱和程度高的组分首先析出，从而决定了成矿有其

先后顺序。混合流体中亲铁元素（如 C，P，Fe，Co，Ni 和 Mo 等）、亲硫元素（如 Cu，
Pb，Zn，Au 和 Ag 等）所占比例大，必先伴随早期分异出来的中性——中酸性侵入体（如

闪长玢岩、花岗闪长斑岩、石英二长岩、斜长花岗斑岩等）从混合流体中析出。混合流

体中铀的含量比亲铁、亲硫元素含量低得多，只有待金属硫化物析出后，铀才能实现浓

缩。由于 U4+可以呈类质同象形式进入到某些矿物（如锆石）晶格中，而 U6+则不能进入

矿物晶格（刘小宇、陈肇博，1996），只能存在于溶液里，铀是亲氧元素，溶液中氧逸

度高，有利于铀向晚期熔浆和热液中聚集，岩浆在演化过程中析出大量挥发组分作为络

合剂，与铀构成铀酰络离子，主要为硅酸铀酰络离子、硫酸铀酰络离子、铀酰卤化物、

铀酰碳酸盐络合物等，铀酰络合物沿断裂构造向地壳浅部运移，进入圈闭构造或构造扩

容带中，因温度、压力的降低，破坏了热水溶液的各种平衡关系，其中硅酸首先大量析

出，随着 SiO2 的析出，铀酰伴随沉淀于裂隙面上，形成硅质脉型铀矿化。当含铀流体在

减压区与含氧水混合时，由于 UF4 易与 O2-和 Ca2+反应生成沥青铀矿和萤石，因而常见火

山岩型铀矿化与硅化、萤石化关系密切。在近地表铀矿化往往与钾长石——钠长石化（碱

交代）、水云母化（氢交代）、赤铁矿化相伴产出。

     从深部铀活化到地壳浅部铀矿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显示了成矿作用的长期性与

多阶段性。如果深部提供的铀源丰富，地壳浅层又存在圈闭构造的良好环境，则易形成

大矿、富矿。综前所述，深、浅层壳幔结构构造要素耦合是形成富大型矿床的根本原因。

3   铀成矿模式

     运用深源成矿理论，依据东北亚地区区域地质背景、大地构造演化、壳幔结构构造

特征，结合俄罗斯斯特列措夫、蒙古多尔诺特，我国红山子、青龙、沽源等铀矿床的成

矿条件和成矿作用，建立了东北亚地区“深浅构造耦合—深源浅源热流体混合的成矿模

式”，深浅构造耦合成矿模式（如图 1 所示）；并根据所处构造部位的不同，将区内铀

矿床成因进一步划分为塌陷盆地型、拆离带型、裂隙型和次火山岩型。

3. 1  塌陷盆地型铀矿床

     以俄罗斯斯特列措夫铀矿田为例，该矿田包括 19 个矿床，总储量达 0.3 Mt，其中 2
个为产于基底花岗岩和变质岩中的超大型矿床，17 个产在盖层火山岩中，成矿时代为中

生代晚期。区域构造位置处在乌鲁留圭花岗岩穹隆构造之上的火山塌陷盆地内，盆地具 2
个构造层，下部构造层由元古代、古生代沉积变质岩系和吕梁期、加里东期、华力西期

花岗岩、火山岩组成；上部构造层由中生代火山岩和沉积岩组成。含矿岩石既有基底花

岗岩、白云岩化大理岩，也有盖层火山岩系中的粗安岩、霏细岩、砂砾岩、玄武岩等，

这反映出铀成矿对岩性无明显选择性。矿化主要受 NE 向断裂构造控制，构造结部位矿化

最好。矿体形态有陡脉状、网脉状、似层状。热液蚀变作用强烈，矿前期主要是硅钾交

代，成矿期发育水云母化、蒙脱石化、绿泥石化等。形成这样大而富的矿床，必须有充

足的铀源，单凭地壳浅部铀源条件是不够的，因而判定铀主要来自深源，即在壳幔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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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产生壳幔混合流体时，铀含量就比较高；在形成不同层次岩浆房的过程中又不断萃取

围岩中的铀，使过渡岩浆房的铀含量增高；在岩浆分异作用阶段铀又进一步富集，为成

矿提供了丰富的铀源。

    成矿机理：火山活动末期，由于岩浆房萎缩及构造块断作用造成塌陷，在塌陷盆地

中的断裂带、构造结、裂隙密集带、层间破碎带、火山口、次火山岩体等有利的构造环

境中，含铀流体内的铀大量析出，形成了富大型矿床。

3. 2  拆离带型铀矿床

研究区内前人未提及此类矿床，但在扎兰屯热隆构造与火山断陷盆地的结合部位，

发现了 2 条拆离带型的铀矿化，图 2 为扎兰屯热隆构造平剖面图。矿化赋存于拆离带上

盘次级陡倾断裂带中，平均品位在 0.03%以上，最高达 0.116%，含矿岩石为上侏罗统吉

祥峰组晶屑凝灰岩，热液蚀变具硅化、钠长石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赤铁矿化、褐

铁矿化和碳酸盐化。蚀变带有一定规模，断续长 4 km，宽 10～20 m。经坑道揭露，往深

部蚀变带变宽，蚀变增强，矿化变好。

成矿机理：基底花岗岩和变质核杂岩呈穹状隆起，在 NE 向走滑拉伸应力作用下，穹

隆构造边部产生滑脱，于拆离带上盘充填了火山喷发产物；火山活动末期，含矿流体沿

拆离带上升，在拆离带上盘陡倾断裂带中，铀产生沉淀，形成了矿化。

    从成矿地质构造条件分析，青龙两矿床应属于拆离带型铀矿床。

3. 3  裂隙型铀矿床

     地壳表壳层中断裂构造发育，断裂两侧的裂隙互相交错，构成裂隙群（带）。特别

是酸性、中酸性、中性火山岩脆性大，最易产生裂隙，构成铀沉淀的良好场所，该类型

矿床数量多，受裂隙控制的富矿体在火山岩型矿床中普遍可见。

3. 4  次火山岩型铀矿床

    国内外火山岩型铀矿床都涉及到次火山岩体与铀矿化关系相当密切，分析其原因：1）
次火山岩体形成于大规模火山活动之后，与铀成矿的演化阶段相一致；2）形成次火山岩

的流体本身铀含量高；3）次火山岩与地表没有贯通，成岩成矿作用时间长，形成次火山

岩体的流体必对围岩产生长期熔化作用，萃取围岩中的铀，成为富铀地质体，在成矿期

热改造作用下，为成矿贡献出丰富的铀源；4）次火山岩体在形成与冷凝过程中，因体积

变化，造成围岩产生角砾岩带和裂隙带，次火山岩体的下部又易形成隐爆角砾岩构造，

便于铀的沉淀；5）次火山岩体与围岩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有利于

成矿作用的进行。如沽源矿床、红山子矿床，铀矿化产于流纹斑岩和粗面斑岩中。

4  铀成矿远景预测

    依据上述成矿模式，预测成矿有利区段如下：额尔古纳造山带上的金河地区，大兴

安岭造山带上的扎兰屯、乌兰哈达和林西地区。上述地区都存在热隆构造和控矿深大断

裂，构造岩浆活动强烈，地表圈闭构造发育，并已发现许多大型（部分为超大型）铜、

铅锌银矿床，局部地段地表铀矿化情况相当好，扎兰屯哈拉苏某矿点、乌兰哈达亚玛吐

某矿点，如能进行深部揭露，开展深部地质条件研究，顺藤摸瓜，很有希望找到富大型

铀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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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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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库力组火山岩; 2. 吉祥峰组火山岩; 3. 南平组与太平川组火山岩、正常碎屑岩; 4. 二迭系; 5. 石炭系

—二叠系（未分）; 6. 石炭系; 7. 下元古界; 8. 燕山晚期花岗岩类; 9. 燕山晚期正长斑岩; 10. 燕山晚期花

岗闪长岩; 11. 燕山期花岗岩; 12. 华力西晚期花岗岩; 13. 华力西期斑状花岗岩; 14. 华力西期浅色花岗岩;

15. 花岗斑岩; 16. 断裂构造; 17. 拆离构造; 18. 热隆构造; 19. 环状构造; 20. 铀矿化.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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