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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及其邻区地浸砂岩型铀矿 
1/200 万成矿预测 

王正邦   秦明宽   赵瑞全   董文明 
李田港   郑大瑜   李 森   林双幸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北京，100029） 

摘 要 
通过引进中亚地区系列编图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在新疆及其邻

区开展了地浸砂岩型铀矿 1:200 万成矿预测。在对前人资料的二次

开发和对工作区及国外邻区现场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

出最后一场大规模造山运动中度构造活化作用控矿的指导理论；建

立了中、新生代沉积盆地表生后生水成成矿体系；揭示了控矿的喜

玛拉雅造山运动的时空演化规律，创立了古构造和古水动力系统重

塑的新技术；阐明了该区与中亚地区成矿条件及远景的主要差异和

该区渗出型油气还原作用对砂岩型铀矿成矿的正反面影响；在编制

系列图件和总结评价准则的基础上圈定了 2 个成矿省、12 个远景区，

为领导和生产部门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编写了方法指南以利

于该技术方法的推广。 

关键词：新疆及其邻区  地浸砂岩型铀矿  系列编图  1/200 万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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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ogenetic Prospecting in 1:2,000,000 Scale for In-situ 
Leachable Sandstone Type Uranrium Deposit 

(In Chinese) 

WANG Zhengbang  QIN Mingkuan  ZHAO Ruiquan  DONG Wenming     
LI Tiangang  ZHENG Dayu  LI Sen  LIN Shuangxing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By introducing the advanced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systematic 

geo-mapping which is popularized in Central-Asian countries, the project is aimed at 
metallogenic prospecting in 1:2,000,000 scale for in-situ leachable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Xinjiang and its adjacent area.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accumulated data and on the field study in both the work area and 
the abroad nearby, the authors propose creatively a new concept that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the area is controlled by the moderate tectonic movements during 
the last large-scale orogenic movement, and set up a new epigenetically 
metallogenic system of Meso-Cenozoic depositional basins. Furthermore, the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ore-controlled Himalaya orogenic movement is 
brought to light, and a new method to reconstruct the palaeo-tectonic and 
palaeo-hydrodynamic systems is created. Accordingly, the main differences in 
meallogenic conditions and prospecting evaluation between the work area and the 
Central-Asian areas are illustrated, and the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influences of 
the reduction by the exudative oil and gas on the sandstone typ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the work area are explained in detail.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compiling the systematic geo-maps and summarizing the assessment criteria, 2 
metallogenic provinces and 12 prospecting areas are predicted. This conclusion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plans to be made by leading groups and 
other branches. Another achievement of the project is that a guidebook of the 
systematic geo-mapping theory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compiled,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spreading of the method. 

Key words: Xinjiang and its adjacent area, In-situ leachable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s,  
Systematic geo-mapping, Meallogenic prospecting in 1:2,000,000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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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包括新疆全区及青、甘、蒙三省（区）部分地区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总面

积约 200 万平方千米，可概括为“三山四盆”，其特点是：高耸宽广的山脉与宽阔的盆地

相间排列，自南而北依次为柴达木盆地、昆仑山系、塔里木盆地、天山山脉、准噶尔盆地

和阿尔泰山脉。工作区远离海洋，干旱少雨，夏季酷热，冬季寒冷，昼夜温差大，为典型

的大陆型气候。 

1  基本地质概况 
    按板块理论，工作区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塔里木-中朝、华南和羌塘-冈底斯等

五大板块，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地质构造演化历程，从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地浸砂岩型铀矿

的角度出发，可将该演化历程化分为三个发展演化期，前中生代基底演化期对形成工作区

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的基底构造格局及广泛分布的富铀地质体（海西期花岗岩和上古生代

火山岩系）具有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工作区中、新代沉积盆地构造特征及铀源条

件。中生代-新生代早期含矿建造形成期的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早期构造旋回是工作区盆、

山构造体系发展阶段，也是工作区中、新代沉积盆地基本格局和盆内含矿建造的形成阶段。

新生代晚期后生改造成矿期以断块升降运动为特征，是工作区地浸砂岩型铀矿主要形成阶

段。 
工作区内几乎所有盆地的基底均由元古界和古生界中浅变质岩及侵入岩等组成。大部

分盆地具有双重基底，即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和古生界褶皱基底，盆地中、新生界直接覆盖

在古生界基底之上。 
  各盆地内主要沉积盖层为中、新生界陆相碎屑岩系，仅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的 K2 和 E
为海相沉积层。  

本区自三叠纪开始了陆相盆地的演化时期。侏罗纪为各盆地发展的相对成熟期，表现

为原有三叠纪盆地范围不断扩大，并新生出许多侏罗纪山间盆地。晚侏罗世以后，绝大部

分盆地的沉积范围均明显收缩，受古气候的影响，白垩纪时期，本区主要的沉积盆地进一

步萎缩乃至消失；自早第三纪，受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工作区内各山系及祁连山、东昆

仑山等普遍隆升，原有的山间盆地重新开始接受沉积，并扩大了沉积范围，沉积物厚度巨

大，岩性主要为红色粗碎屑岩系。晚第三纪末期，本区的古地理格局已与现今情况十分接

近，基本上呈现出现今的沉积盆地展布格局及地貌景观。 
工作区沉积盆地内四种铀矿化类型中，以层间氧化带型砂岩型铀矿和含铀煤型分布

为广泛。此外，石油、天然气、煤等能源矿产广泛发育。 

2  小比例尺编图的理论基础及技术方法 
2. 1  小比例尺系列编图和成矿预测的理论基础 
2. 1. 1  沉积盆地表生后生水成矿产成矿系统 

通过对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的表生后生水成成矿作用的综合分析，可划分出三个成矿

系统，即导致形成石油、天然气和煤的深埋作用成矿系统、导致形成多种表生水成金属与

非金属矿产的渗出成矿系统和导致形成表生后生水成铀矿的渗入成矿系统。前者是富含有

机质的沉积层由于深埋作用伴随的有机质热降解作用而产生石油、天然气和煤的成矿系

统；次者是在较大的埋深下形成的富含多种成矿元素的还原性热卤水在沿通道上升过程



 167

中，将围岩还原蚀变而自身逐渐氧化，致使地化平衡破坏而导致矿质沉淀的成矿系统；后

者则是含氧含铀水在渗入过程中将围岩氧化，而自身不断还原，在氧化－还原过渡带地球

化学障部位由于酸化、还原作用而导致矿质沉淀的成矿系统。然后又将渗入成矿系统进一

步划分为三类不同的成矿亚系统，即导致形成含铀煤型矿的潜水氧化带成矿亚系统、导致

形成古河道型砂岩型铀矿的潜水-层间水氧化带成矿亚系统和导致形成层间氧化带型砂岩

型铀矿的层间氧化带成矿亚系统。 
上述三个成矿系统中，渗入成矿系统（成铀系统）与深埋作用成矿系统、渗出成矿系

统存在着内在联系。如深埋作用成矿系统形成的石油、天然气以及渗出成矿系统产生的还

原性流体均可能使成铀系统中的含矿层位产生较强的还原作用，对铀成矿作用产生重要影

响；同时还可将原先不具备成矿远景的红（杂）色层加以改造，成为具备成矿的有利层位，

从而扩大了找矿的目的层范围。因此在进行小比例尺系列编图和成矿预测时，必须对沉积

盆地的成矿系统加以综合考虑。 
2. 1. 2  后一场大规模造山运动中度构造活化对砂岩型铀矿的控制作用 

表生后生砂岩型铀矿床普遍具有矿龄新、多期多阶段成矿的特点，这是因为该类矿床

的形成需要中度构造活化的构造环境，早期形成的铀矿化往往因后期强烈的构造活动而被

破坏，即对构造运动有特殊的“敏感性”。因此，不论是本区，还是中亚、美国中西部地

区，其区内 后一场大规模造山运动中度构造活化作用都从总体上控制着表生后生砂岩型

铀矿床的时空分布，中度构造活化区为砂岩型铀矿产出的有利地区。 
中度构造活化区是指含矿建造表生后生改造期补给-径流-排泄水动力系统的补给区与

排泄区的高差介于 500～2000 m 之间，有利成矿建造在径流区为浅埋缓倾斜坡带的地区。

对新疆及其邻区而言，影响本区的 后一场大规模造山运动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该运动

始于晚第三纪初，从早到晚逐渐增强，具多幕性特点，从而决定了区内表生后生砂岩型铀

矿具有矿龄新和多龄性的特点。受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自南向北的强烈碰撞、俯冲和挤压

的影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演化的时空规律是自南向北和自挤压应力的中心线（相当于现

今帕米尔高原一线）分别向东、西逐渐推进演化，其结果是造山运动幅度、构造变形强度、

活化程度总体上为南强北弱，工作区强，向东、向西渐弱。中度构造活化区从早至晚自南

向北推进，使工作区南半部 终发展成为造山区，而北部 终演化为中度构造活化区。因

此区内 后一场大规模造山运动发展演化的过程，尤其是中度构造活化区的时空分布特

点，决定了本区的区域成矿远景。从宏观角度看，工作区北部成矿条件和成矿远景总体上

优于工作区南部。上述理论认识成为本区 1/200 万成矿预测和远景区划的重要理论基础之

一。 
2. 1. 3  表生后生铀矿床的评价准则 

地浸砂岩型铀矿受多种地质条件演化的综合控制。重要的控矿条件有构造条件、古气

候条件、建造岩相条件、岩性条件、水文地质和水文地球化学条件及铀源条件等。尽管它

们对地浸砂岩型铀矿的形成及其特征的控制作用均很重要，而且是综合起作用和缺一不可

的，但是，它们对砂岩型铀矿的控制作用又显示出明显的层次性。 
工作区中、新生代各有利含矿层位发育三种类型的表生后生铀矿床：层间氧化带型、

潜水-层间水氧化带型（古河道型）和潜水氧化带型铀矿床（主要为含铀煤型）。综合国内

外同类矿床和工作区已知铀矿化的特点，本项目建立了这三类矿床的评价准则，并将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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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比例尺系列编图和成矿预测的理论基础。由于层间氧化带型和潜水-层间水氧化带型铀

矿地质工艺性能好，在我国具有更加现实的找矿意义，本文仅就此两类矿床的评价准则加

以阐述。 
   （1）层间氧化带型铀矿评价准则 

a. 构造及铀源准则 
盆地基底多期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化形成富铀基底；有利含矿建造形成于相对稳定的构

造环境；区内 后一场强烈的造山运动，喜玛拉雅造山运动是控制后生改造成矿作用的基

因；地台边缘活化区对成矿 有利，次造山区次之，碰撞造山带总体不利成矿，但其弱活

化部位也可成矿；中、新生代沉积盆地边缘和内部隆起边缘浅埋缓倾斜坡带是控制层间氧

化带型砂岩型铀矿的关键因素，其规模越大、倾角越小越有利。 
b. 古气候和建造准则 
盆地沉积盖层形成期古气候总体由温湿向干旱演化，导致形成自下而上灰色-杂色-红

色岩石建造结构组合，对形成层间氧化带型铀矿有利；盖层下部和中部在温湿和过渡性古

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灰色和杂色建造是有利的含矿建造，盖层上部红色建造形成期的干旱炎

热古气候条件有利于含矿建造的后生改造富集成矿。 
c. 岩性-岩相古地理准则 
大型洪积-冲积平原辫状河-低弯度河相区、大型冲积扇扇中-扇前过渡相区、滨浅海-

水下三角洲相区为有利相区；具有透水层-屏蔽层相间的岩性组合；含矿主岩为含有机质、

黄铁矿、含钒矿物及火山灰团块或夹层的成岩度低、透水性好的砂岩、含砾砂岩或砂砾岩；

含矿层下伏有含油气建造应视为对铀成矿作用有重要影响的条件；含矿建造上覆有稳定的

区域性屏蔽层是重要的区域地质条件。 
d. 古地球动力学、水文地质准则 
含矿建造区域性含水层形成之后，造山运动垂幅达到 500～2000 m 的次造山阶段，才

能在承压盆地内形成渗入型层间水补-径-排水动力系统，是成矿的基本条件；补给区长期

稳定的单向缓慢抬升形成的层间承压水水动力系统比多次变动的层间承压水水动力系统

更为有利；层间承压水的排泄量越大对成矿越有利，因此外流盆地比内流盆地更为有利。

发育在径流区的断裂构造控制的局部排泄源对矿床定位有重要作用； 
e. 水文和放射性水文地球化学准则 
承压盆地内从补给区→径流区→排泄区往往具有区域性 −−− −− ClSOHCO 2

43 水质类型

分带；含 O2 水—含 H2S 水水化分带；低矿化度的淡水到高矿化度卤水分带；水中 U 的质

量浓度 n×10−6→n×10−5→n×10−7 g/L 放射性水化分带，上述分带性越明显，规模越大 越

有利。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则定位于上述各种分带的变异部位。 
f. 岩性-地球化学准则 
根据含矿主岩含有机质及铁矿物的特征及岩石原生颜色划分若干地球化学类型，并根

据其对铀成矿的有利程度，由高到低排列顺序为灰色含植物碎屑型→灰黑色含煤型→蓝

灰、绿灰色含绿泥石、菱铁矿型→杂色灰红交替型→浅灰色碳酸盐型→淡绿灰色含海绿石

型→淡白色无铁型，而红色含高价铁型对成矿不利；矿化富集在层间氧化带的尖灭端综合

地球化学障部位，剖面上矿体多呈卷状或透镜状，平面上沿岩层走向呈蛇曲带状或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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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经济地质准则 
矿床规模、矿体形态与空间展布、矿石品位、含矿层岩石渗透因子、伴生元素可利用

性、矿石含钙量等均是重要的经济技术评价要素；矿体埋深＜700 m，并分布于地下潜水

面以下时有利于地浸开采；矿区交通、供水情况也是重要的评价要素。 
   （2）潜水-层间水氧化带型（古河道型）铀矿评价准则 

a. 构造及铀源准则 
盆地基底多期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化形成富铀基底；有利含矿建造形成于相对稳定的构

造环境；区内 后一场强烈的造山运动，即喜玛拉雅造山运动是控制后生改造成矿作用的

基因；基底式古河道型铀矿主要产在地台边缘或地盾的构造活化区沉积盆地边缘浅埋缓倾

斜坡带上；建造间古河道型铀矿主要产在地台边缘或内部隆起边缘构造活化区沉积盆地浅

埋缓倾斜坡带上；在造山带弱活化部位山间盆地边缘也可形成古河道型铀矿，受古河道规

模小，坡降大的影响，矿化规模相对受到限制。 
b. 古气候和建造准则 
含矿建造形成于各种古气候条件；后生改造成矿期各种古气候条件均可，但以干旱气

候条件更为有利；含矿建造在主成矿期之后再次抬升氧化再造成矿期，则要求干旱古气候

条件。 
c. 岩性-岩相古地理准则 
洪积-冲积平原相区古河谷发育区的主干河道上游、支流、边滩及河道突然变宽的部位

有利成矿；含矿主岩为透水性好、富含有机质、黄铁矿的粗碎屑河道相沉积，其上覆有泥

岩屏蔽层，下伏有富铀基底的古风化壳或泥岩屏蔽层共同组成有利的岩性组合。 
d. 古地球动力学、水文地质准则 
成矿作用发生在古河道沉积形成后沿古河道呈线状分布的潜水-层间水水动力系统

中；矿龄与主岩年龄时差相对层间氧化带型铀矿要小；在透水性河道沉积层的上覆屏蔽层

出现之前为潜水氧化水动力系统，上覆屏蔽层出现之后为层间氧化水动力系统；该成矿系

统深度一般在 350 m 之上，属地下水缓慢交替带（n·m/d）。 
e. 水文和放射性水文地球化学准则 
古河道为地下水运移和排泄的通道，控制着含 O2 含铀水的活动，水文和放射性水文

地球化学分带总体沿古河道由浅部向深部分带，同时沿横切面从河道向两侧分带。 
f. 岩性-地球化学准则 
富含有机质、黄铁矿，成岩度低，透水性好的河道相黑灰色砂岩、砂砾岩有利成矿；

矿化富集在潜水-层间水氧化带尖灭端部位，上覆区域性泥岩屏蔽层出现之后，靠近矿体的

黄色氧化岩石发生二次还原，褪色为白色，可视为重要的找矿标志之一；矿体在剖面上常

呈板状、透镜状和卷状，平面上呈条带状沿古河道展布。 
g. 经济地质准则 
矿床规模、矿体形态与分布、矿石品位、含矿层岩石渗透因子、伴生元素综合利用情

况及含还原剂、含钙量等均是重要的经济技术评价要素；矿体埋深一般小于 350 m，并在

地下潜水面以下时有利于地浸开采；矿区交通和供水情况也是重要的评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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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系列编图和成矿预测的技术路线、技术方法 
小比例尺成矿预测研究的任务是初步评价研究区的含铀性，划分出潜在铀成矿省、铀

成矿省和铀矿省（如可能则划分出构造成矿带），剔除显然没有远景的地段。应当使用的

方法组合则取决于被预测矿床的类型和区域地质结构的特征。 
本项目采用的技术路线、技术方法是：通过引进中亚地区地浸砂岩型铀矿小比例尺成

矿预测的先进方法，以国内、外先进的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为指导，首先开展工作区 1/200
万（重点地段 1/50 万）系列辅助图件的编制，在此基础上从各辅助性图件中提取有用的成

矿信息，编制成矿信息综合图，然后开展成矿区划，编制地浸砂岩型铀矿成矿规律及成矿

预测图， 后划分成矿远景区，并对工作区成矿远景和潜力作出科学评价（图 1）。 

3  系列编图及成矿预测的主要成果、认识 
3. 1  地层剖面的系统划分 

根据对各沉积盆地中、新生代地层组成及岩性特征的分析，可将地层剖面划分为两大

系统：中生界至下第三系地层系统和上第三系地层系统。前者为研究区的主要含矿层位及

潜在成矿远景层位。后者则以红色磨拉石建造或类磨拉石建造为主。但其内亦含有少量灰

色透水层，这些灰色层大部分为油气次生还原的产物，但亦不排除原生沉积产物的可能性。 
按岩性特征的不同又可分为三大类：黑色岩系、暗色岩系和杂色岩系。黑色岩系主要

指煤系地层，J1-2 属此类。暗色岩系亦称灰色岩系，富含有机质，一般不含煤，或仅含煤

线与夹层。杂色岩系则由黄色、灰白色、白色、褐色、灰绿色、绿色等岩性互层构成，J3～

E 属此类型。但同一有利层位在不同盆地的岩性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中、下侏罗统水

西沟群在伊犁盆地主要表现为黑色岩系的特征，而在准噶尔盆地则以灰色岩系为主。 
各盆地不同有利层位其岩性组成特点是不尽相同的，侏罗系泥岩隔水层与砂岩、砂砾

岩透水层以暗灰色为主，而 K1，E，N 层位泥岩隔水层则多为杂色、棕红色等，但砂岩、

砂砾岩等透水层则以浅灰、灰白或兰灰色为主。 
3. 2  有利成矿远景层位的岩相-岩性地球化学特征 

全区有利层位主要为侏罗系、白垩系和第三系，沉积相总体上属陆相洪冲积-河流-湖
泊沉积体系。早侏罗世时，全区均为陆相洪冲积-河流-湖泊含煤沉积体系，沉积范围广泛；

中侏罗世时，全区中侏罗世的沉积环境、范围与早侏罗世相比，无明显变化，在各主要盆

地仍主要为一套煤系地层；晚侏罗世时，伴随着构造运动的发生，全区古地理面貌较早、

中侏罗世有较大变化，大部分盆地的沉积范围均明显缩小，沉积物类型主要为一套陆相杂

色-红色碎屑岩建造；白垩纪时，全区仍处于内陆河湖相沉积环境，各沉积盆地的古地理面

貌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早第三纪时，全区古地理面貌发生了较大改变，准噶尔盆地与北

部的布尔津盆地形成统一的“泛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大范围接受沉积，塔里木盆地

也已初步形成统一的陆内凹陷盆地，敦煌盆地和酒泉盆地已形成统一的沉积盆地，呈近东

西向条带状展布；中新世时，除北山地区处于剥蚀状态外，工作区其余绝大部分盆地均接

受了一套河湖相沉积；上新世时，工作区所有中、新生代盆地均为陆相沉积，该阶段绝大

部分盆地均接受了一套以红色为主的碎屑岩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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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200 万系列编图和成矿预测的技术原理图 

1．工作区盆

地地质图 
盆地边界；蚀源区富铀体分布（区内主

要为不同期的花岗岩体） 

9．水文地质图 
及放射性水文地

质图 

2. 工 作 区

铀矿分布图 
工作区各种类型和规模的铀矿分布

3. 工 作 区

航放等值线
航放高场区分布 

4．油气田、气田、

煤矿及其它水成

矿产分布图 

油气田、气田、煤矿及其它表生水成矿

产分布 

5．断裂构造及基底

等深线图：Q等厚度

图；主要含矿层顶

(底)板等深线图；主

要含矿层等厚度图 

主干断裂构造分布； 
基底8000 m，6000 m，2000 m等深线；

Q500 m等厚线； 
各主要含矿层顶（底）板500 m等深线

6．盆地盖层各

层位岩相、岩性

-地化图 

各主要含矿层有利岩性（透水性和含还

原剂）分布区界线；层间氧化带前锋线 

7．断裂构造及盆

地现代水动力系

统卫片解译图 

补充解译的主要断裂构造； 
现代水动力补给区-径流区-排泄区（区域

性和局部性）分布及地下水迁移方向 

8．盆地渗出型油气

还原水形成及迁移

水动力系统图 

 
渗出型油气还原水形成区及迁移方向

盆地水动力类型；渗入型含氧水动力系统（排泄区

和迁移方向）；含氧水和含H2S水分区界线；水质类

型分带；淡水（TDS<1 g/L）分布区；水中铀异常

 
 
 
 
工作区中、新

生代沉积盆地

地浸砂岩型铀

矿成矿主要地

学信息综合图

 
 
 
 
工作区地浸砂岩

型铀矿成矿规律

及成矿预测图 

10. 古构造

和古水动力

系统概略图 

造山带和次造山带边界；渗入水补给区和排泄区；

渗入型潜水和层间水主要流向；层间氧化带发育

区及其尖灭线；碳氢化物生成区、聚集区和破坏

区；渗出水主要流向 

Ⅰ . 编制各

辅助性专门

系列图 

Ⅱ . 从各辅助性专门系列

图中提取成矿主要地学信

息 

Ⅲ . 编制成矿

主要地学信息

综合图 

Ⅳ. 进行成矿远景区

划，编制成矿规律及

成矿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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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机炭和 Fe2+，Fe3+含量等地球化学指标的不同，工作区内中、新生代地层可划

分为四种类型：黑色层、灰色层、杂色层和红色层。目前已知含矿含水层的原生地球化学

类型有黑色层（如伊犁盆地南缘和吐－哈盆地西南缘水西沟群含矿含水层）、灰色层（北

准顶山地区河道相）和杂色层（巴什布拉克矿床）。中、新生代各有利含矿含水层主要赋

存于冲积扇体系、河流体系、三角洲体系中。其中，早、中侏罗世地层的岩性地球化学类

型以灰色层和黑色层为主，而在 J3，K，E 中，在河道相和三角洲相中以灰色层为主，其

余以杂色层为主；N1，N2中除三角洲体系为灰色层外，其余以杂色层为主，部分为红色层。 
3. 3  盆地构造演化对后生铀成矿作用的影响 

本区的大型盆地多属前陆盆地，盆地演化经历了断陷、拗陷和收缩隆起三个主要阶段。

其中在断陷－拗陷阶段可形成砂岩型铀矿有利的岩性和地球化学组合，并可产生潜水氧化

带型铀矿化，形成油气藏和产生地下水渗出活动及其伴随的矿化和蚀变，对某些岩层产生

还原蚀变或潜育化作用；在隆起收缩阶段形成红色磨拉石建造，同时产生渗入型地下水活

动，在有利的岩性和地化条件下形成层间氧化带型铀矿。但油气藏可能遭到局部破坏，逸

出油气，形成地沥青。 
  总的说来，在本区北部的次造山区内，有利于渗入型地下水沿透水性岩石活动，形成

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南部地区处在造山区范围之内，渗入地下水补-径-排系统的发育受到

限制或破坏，后生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相对较差。 
3. 4  区域含水岩组及水动力系统对铀成矿的影响 

区内沉积盆地存在 4 个有利于铀成矿的含水岩组，中、下侏罗统含水岩组和下白垩统

含水岩组更有利于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化的发育，而下第三系含水岩组和上第三系含水岩组

的分布范围广阔，埋深较浅，有利于潜水-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化的发育。中、下侏罗统含水

岩组在吐哈、伊犁、库米什等山间盆地具有良好的铀成矿条件，其次是准噶尔、柴达木等

盆地边缘。白垩系含水岩组的成矿条件在北山盆地群较好，其次是准噶尔，塔里木等盆地

边缘。下第三系含水岩组的成矿条件在准噶尔盆地、和丰－布尔津盆地较好，其次是吐哈

盆地。上第三系含水岩组成矿相对有利区主要在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局部与次生还

原带有关。 
从构造和补-径-排条件分析，天山褶皱带及其以北的盆地多处在中度构造活化区内，

至少盆地一侧的含水层具有良好的补-径-排条件，有利于层间氧化带型铀矿的发育。天山

褶皱带以南的盆地多处在造山区内，盆地四周均为隔水的逆断层或逆－平移断层，盆内含

水岩组除上第三系外均深埋地下，盆地盖层大部分（柴达木盆地）和局部（塔里木盆地）

发生褶皱和断褶，因此含水层的补-径-排条件总体上差，但由于盆地巨大，局部地段也有

较好的补-径-排条件。 
3. 5  提出了适合本区的指导理论观点 
  在引进中亚地区次造山带控矿理论指导本区的成矿预测工作过程中，结合本区实际，

提出了 后一场大规模造山运动中度构造活化作用控制砂岩型铀矿的指导理论观点。其内

容包括：（1）区内 后一场大规模造山运动，即喜玛拉雅造山运动是控制砂岩型铀矿形

成和时空分布的基因；（2）中度构造活化作用有利砂岩型铀矿形成及控制其时空分布。

中度构造活化区应区分两种类型：即地台边缘活化区（如中亚中部和北部）和次造山区（如

中亚南部）。本区北部的中度构造活化区与中亚地区的南区地质构造背景较为相近，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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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和北区的地质构造差异较大，故以寻找局部性层间氧化带型砂岩型铀矿为目标，不具

备形成区域性层间氧化带型砂岩型铀矿的条件；（3）本区南部为碰撞造山带，属于总体

对砂岩型铀矿形成不利的构造背景，但对它不应笼统加以否定，由于其各部位构造强度存

在不均一性，在其构造活化和变形强度相对较弱的区段存在着寻找早期形成而晚期未被破

坏掉的残存型矿化和新生型矿化的可能性。伊犁盆地一系列大型砂岩型铀矿的存在就是有

力的佐证。 
3. 6  工作区与中亚北部地区成矿地质背景的主要差异 

通过本区与中亚北部区域构造背景和成矿条件的对比研究，认识到二者在砂岩型铀矿

成矿条件和成矿远景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亚中、北部近天山巨成矿省在挽近期( 3
3E ～

Q)15～30 Ma 的后生改造成矿期，是处在年青地台边缘活化区，渗入型含氧含铀地下水由

东面的富铀的天山造山区和次造山区（补给区），经巨大宽展而倾角平缓（＜1°）的年

轻地台边缘活化部分（径流区），一直方向不变地流向西面咸海（区域性排泄区），组成

长期稳定、规模巨大的、单向的渗入型层间水动力系统，从而形成规模巨大的（沿倾向宽

达 200 km，走向长达 1000 km 以上）区域性层间氧化带型砂岩型铀矿矿集区。而本工作区

则发育夹持在褶皱隆起带之间的山间盆地，多与规模巨大的区域性排泄区相隔绝（伊犁盆

地除外），渗入型地下水由盆边流入盆地内部的规模较局限的排泄区，径流区的规模也远

小于中亚中、北部，更甚之，这些盆地的补-径-排水动力系统的格局，甚至地下水的流向

在盆地演化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这种控矿的地下水动力系统在后生改造成矿期

的不稳定性和缺少规模巨大的浅埋缓倾斜坡带等因素，就导致本区砂岩型铀矿的成矿条件

和成矿远景较中亚北部逊色，主要找矿目标是局部性层间氧化带型砂岩型铀矿。 
3. 7  喜玛拉雅造山运动期古构造、古水动力系统格局 

对统一控制本区与中亚地区砂岩型铀矿成矿和时空分布的喜玛拉雅造山运动自南向

北，自工作区西部分别向西向东逐渐推进发展演化的方向性和规律性，以及工作区构造活

化、构造变形强度在工作区南强北弱的总体变化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新构造运动 新

研究成果为基础，综合考虑工作区沉积盆地年轻地层（N～Q）的厚度、区域油气田分布

规律、新生代地层的岩相古地理特征、现代水动力系统及沉积盆地现今构造格局、已知铀

矿化时空分布、区域性地质剖面等，编制了本区后生改造成矿期 4 个演化阶段

（ ,N,N,N 1
2

2
1

1
1 Q1）的古构造和古水动力重塑图，细致圈定了每个阶段的造山区和中度构

造活化区的范围，确定了各阶段渗出水和渗入水的流向和补-径-排水动力系统，标出了盆

地各成矿系统与砂岩型铀矿有关的产物分布区，其中，在每个阶段的中度构造活化区的浅

埋缓倾斜坡带发育的层间氧化带及其前锋线尤为重要。为本区的成矿远景区划和成矿远景

区的优选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些图件尚具概略性质，但对指导成矿预测和远景区优选具有

重要意义，为今后开展区域成矿预测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技术途径。 
3. 8  渗出油气还原作用对砂岩型铀矿成矿的影响 

由于工作区相对中亚地区（特别是中亚的北部）而言，造山运动幅度较大，盆地普遍

拗陷较深，都具备形成油气的条件，因此，渗出成矿系统普遍存在渗出型油气对岩层的还

原作用，此种作用对砂岩型铀矿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工作区砂岩型铀矿成矿背景的

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与中亚的一个重要区别，成为本区成矿预测和远景预测的一个重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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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因素。中亚地区中部和北部（南部的中卡兹库姆成矿省除外）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由

于处在年青地台边缘活化区，造山运动幅度较小，拗陷深度较浅，均不具备形成油气的条

件，故在砂岩型铀矿成矿过程中均无渗出型油气还原作用的介入。渗出型油气还原水对工

作区砂岩型铀矿的影响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其正面影响是可通过其还原作用将不具还原

能力的红色碎屑岩转化为具有还原能力的灰色岩石，为后来的渗入型含氧含铀水成矿作用

创造有利条件， 典型的实例就是巴什布拉克矿床；而其负面影响是阻碍氧化带沿还原容

量较高的黑色或灰色还原性岩石向深部的发展，还可将已形成的矿体掩盖起来，致使在找

矿中漏掉矿体或增加其发现的难度。 
3. 9  成矿远景区划和成矿预测 

在建立系列编图的技术思路、工作程序和技术要求的基础上，编制了工作区 1/200 万

和重点工作区（准噶尔盆地北部和吐哈盆地）1/50 万系列辅助专门图件共 29 幅，成矿预

测图 4 幅。 
通过对本区各主要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地质条件分析，并充分结合其它地质资料，共

划分出四个不同层次的预测单元，由大到小和由高层次到低层次分别为构造-砂岩型铀矿成

矿带、成矿省、成矿亚省和成矿远景区（含找矿探索区）。本区共划分出 2 个构造-砂岩型

铀矿成矿带、2 个成矿省、4 个成矿亚省和 12 片三个级别的成矿远景区及五片找矿探索区。 
以哈萨克斯坦和塔里木两大板块缝合线的博罗克努--阿其克库都克超壳深大断裂带为

界，将工作区划分为南、北两个构造-砂岩型铀矿成矿带，即对成矿总体不利的南面碰撞造

山带砂岩型铀矿成矿带和对成矿有利的北面中度构造活化带砂岩型铀矿成矿带。 
在北面的砂岩型铀矿成矿带内圈定了准噶尔-北山成矿省，并进一步划分为北准-三塘

湖盆地成矿亚省和吐哈-北山盆地群成矿亚省；在南面的碰撞造山带砂岩型铀矿成矿带内圈

定了天山-塔北成矿省，并进一步划分为伊犁-库米什盆地成矿亚省和塔北成矿亚省。 
3. 10  编写了砂岩型铀矿小比例尺系列编图与成矿预测方法指南 

在引进中亚地区砂岩型铀矿小比例尺成矿预测先进理论、技术方法和丰富经验的过

程中，结合本工作区的具体实际，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区实际，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浸

砂岩型铀矿小比例尺成矿预测的指导理论和技术方法体系，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培养了

一支队伍。为便于使该技术方法在我国进一步推广应用，对本项目采用的指导理论和技

术方法全面系统地加以总结，特选择本区研究程度 高，具有较高代表性的准噶尔盆地

为样板，编写了地浸砂岩型铀矿小比例尺系列编图与成矿预测的方法指南，从而填补了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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