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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原地破碎浸铀的矿床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

质条件和工艺矿物学特征，认为原地破碎浸铀技术的顺利实施决定

于不同的地质因素。以前铀矿床的勘探和地质条件的评价是基于传

统的开采方法来评定的。为了采用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来开采矿床，

有必要对以前勘探的矿床进行开采前的重新评价，或在新勘探这类

矿床时按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所需的地质条件来评价。介绍了莫西

涅茨.B.H 所提出的对采用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开采的矿床进行可

行性评估的方法，并认为该评估方法对我国铀矿床开采前地质条件

的评估具有指导性意义。另外以某铀矿床为例，采用莫西涅茨.B.H
法进行了原地破碎浸铀的可行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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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e geological condition,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ondition and technological mineralogical character of in-situ 
fragmentation leaching uranium are analyzed, an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situ fragmentation leaching uranium technology is decided by 
different geological factor. Previously prospecting and geological condition 
evaluation of uranium ore is based on traditional mining method. If in-situ 
fragmentation leaching uranium method is adopted, one must re-evaluate previously 
prospected deposits before they are mined, or one must evaluate new prospecting 
deposits according to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in-situ fragmentation leaching 
uranium method. The feasibility evaluation method of uranium deposit by in-situ 
fragmentation leaching uranium put forward by В. N. Мосiniеts is introducd, and it 
is considered that В. N. Мосiniеts method has guidable significance for geological 
condition evaluation before uranium deposits are mined. A feasibility study is done 
by applying В. N. Мосiniеts' method to a uranium deposit. 
 
Key words: In-situ fragmentation leaching uranium, Geological condition, Feasible evaluation, 

Technological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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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原地破碎浸出采铀技术是融合了地质学、采矿、化学、湿法冶金、环境工程等于一体

的综合性采矿技术，是各学科交叉和渗透发展的结晶。原地破碎浸铀是在矿体自然埋藏条

件下进行原地爆破落矿筑堆；对矿堆进行布液浸出，有选择性地从矿石中浸出铀金属，再

通过集液措施将浸出的含金属液收集起来，输送到金属回收厂进行处理，从而达到开采铀

矿床的目的[1]。它适应面广，一些不能用原地浸出（地浸）开采的矿床都可以用原地破碎

浸出采矿法加以开采。我国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铀矿床主要有四种类型，即花岗岩型、火

山岩型、砂岩型、碳硅泥岩型，其中部分砂岩型铀矿床适合于原地浸出开采（地浸），而

花岗岩型、火山岩型、碳硅泥岩型铀矿床由于矿体形态和产状复杂、岩石坚硬、矿石渗透

性差、矿石成分相对复杂，且矿石和围岩的水文地质条件复杂，通常采用原地破碎浸出采

铀的开采方法开采。我国先后在五座铀矿进行了工业试验与生产，如核工业第六研究所在

浙江某矿进行了 3000 t 级的采场堆浸现场试验，浸出率达 82.2%，20 世纪 80 年代湖南某

矿开展了原地破碎浸出采铀工业试验，利用井下含有细菌的废水淋浸，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2]。20 世纪 90 年代核工业第六研究所又先后在陕西某铀矿进行原地破碎采铀的工业试

验，浸出率达 89%[3]。原中南工学院在广东某铀矿进行了深孔原地破碎浸铀工业试验，浸

出率达 82%左右。江西某铀矿原地爆破浸铀的试验[4, 5]也获得成功；同时开展了对江西另

一铀矿床溶浸地质条件评价和工艺试验研究[6～9]。该铀矿床规模大，品位低，采用传统水

冶工艺开采，生产成本高，被认为是“呆矿”，铀源资源长期得不到开发利用。实验表明，

采用原地破碎浸出采铀是可行的。以上实践证明原地破碎浸出采铀在我国是可行的，特别

适用于花岗岩型、火山岩型及碳硅泥岩型等铀矿床的开采[10]。但以前铀矿床的勘探和地质

条件的评价是基于传统的开采方法来评定的，为了采用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来开采矿床，

有必要对以前勘探的矿床进行开采前的重新评价，同时在新勘探这类矿床时，我们也可以

按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所需的地质条件来评价，因此正确评价适合于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

的矿床，在当前尤其重要。 
 
1  原地破碎浸铀的地质条件 
 

原地破碎浸出地质条件主要分为：（1）铀矿床地质条件；（2）水文地质条件；（3）
工程地质条件；（4）矿石的工艺矿物学特点。 
1. 1 矿床地质条件 

矿床能否适应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开采，与矿床的地质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密切相

关，主要包括：矿体形态、产状和规模，矿石与围岩的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矿石品位、

金属储量，铀金属在矿石内的分布特征，矿石中碳酸盐的含量，矿床的经济地理位置等。

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是目前基于地质学、化学、湿法冶金、采矿学科的综合性采矿方法，

是在常规铀采矿的基础上运用浸矿技术实现的，因此对矿床的矿石组成和围岩组分有相当

严格的要求，同时还对矿体形态产状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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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的形态是决定爆破设计、采场参数、布液方式的主要因素之一，爆破设计必须适

合矿体形态及减小环境污染的要求，爆破孔排列的形式及孔距的大小、药包的设置必须使

整个矿体均匀破碎。另外在矿体形态较规则（规则脉状），分支、复合较少，厚度较大，

且矿体空间分布较密集的情况下，可使用较规则的网度，孔距可适当放大。因此形态规则

与否，直接影响爆破方案的选择。同样矿体的形态影响到采场参数的选择和布液方式。 
矿体的产状、厚度对爆破筑堆的形式和布液方式有较大影响，倾角大于 60°的急倾斜

的矿体，爆破后可形成较大高度的矿堆，对浸出最有利[10]；倾角为 30°～60°的矿体，若

辅以注液措施，仍有利浸出；而倾角小于 30°的缓倾斜矿体，若矿厚度大，也有利于浸出
[11]。张得宽等[12]研究表明，矿石堆的淋润率随矿体倾角的变大、矿体厚度的加大而增高，

而随采矿中段高度的增高而降低。当矿石堆的倾角为 90°时，其淋润率才能达到 100%。

但根据实验资料，当中段高度在 30～50 m，矿石堆倾角为 80°～75°时，亦可以达到完

全淋润的效果。而一般小厚度的矿石堆倾角小于 75°时，欲取得较高的淋润率，则需导流

设施。 
矿体的埋藏深度较浅（矿体接近地表或出露地表）既可考虑钻孔爆破法，也可考虑峒

室爆破爆破法。一般而言，矿体埋藏深度浅较埋藏深有利。若在坑道内使用钻孔爆破，厚

度较大的铀矿体（矿体厚度为 10～20 m），每吨破碎矿石的采准工程费用将大大降低。 
矿石的矿物成分也是影响铀浸出的重要因素之一，用酸法浸出铀，按浸出程度，矿物

一般可分为三类： 
   （1）易于浸出的矿物，如碳酸盐、铁和锰的氧化物与氢氧化物，六价的铀矿物和其他

金属矿物。 
   （2）浸出效果较差的矿物，如水云母、长石和硫化物。 
   （3）浸出效果极差的矿物，即实际不能溶解的矿物，如石英、玉髓、蛋白石、角闪石

和辉石等。 
溶浸剂的消耗量主要取决于第一类矿物，其次是第二类矿物，第三类矿物实际不影响

硫酸的消耗，因为赋矿围岩是长石、石英为主组成的花岗岩和火山岩或者由石英组成的硅

质岩或石英岩，其浸出工艺流程中耗酸低，而含方解石的矿石耗酸量大。 
呈六价铀的氧化物、氢氧化物及粉末状铀石、铀黑，其浸出性能最好，而呈四价铀的

晶质铀矿、沥青铀矿，用酸法浸出，必须应用氧化剂使四价铀转为六价铀。被炭质、泥质

吸附的铀及类质同像状态的铀，可浸性最差。 
矿石中的化学成分：CaO，MgO，CO2，Al2O3，Fe2O3，FeO 和 MnO 等氧化物含量低，

有利于酸法浸出。Fe2O3/FeO＞1、铀呈六价状态的氧化物、氢氧化物，不需加氧化剂，即

可酸浸。若 Fe2O3/FeO＜1，一般需加氧化剂，方可酸浸。 
对于酸法浸出还要求碳酸盐含量＜2%（以 CO2 计），耗酸矿物含量要低，而对于碱

法浸出则要求黄铁矿含量要低。 
矿石的结构（铀矿物颗粒特征与大小）也影响矿石的溶浸效果，铀矿物颗粒特征决定

它与溶浸液接触表面积大小，复杂形态铀矿物较之球状晶体有较大表面积。此外，对一定

体积的铀矿物，较小粒度的矿物颗粒，具有较大的表面积，有利于浸出。矿石构造也同样

是影响浸铀的重要因素，如细脉状矿化有利于浸出，而浸染状矿化不利于浸出[11]。 
矿床的经济地理位置也决定原地破碎浸铀的顺利实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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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矿石品位、矿石的组分与结构、矿体厚

度、矿体形态产状、围岩的渗透性能是影响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重要条件。只有在深入研

究和综合评价铀矿床的各种地质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对某矿床是否适合原地破碎浸出采铀

作出科学的评价，才能得出该矿床是否可以采取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依据，否则仓促采用

原地破碎浸出采铀，可能得不偿失。矿床地质条件对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影响如表 1 所示。

表 2 给出了生产参数与矿床条件的关系。 

表 1  矿床地质条件对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影响 

影响因素 对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影响程度 

矿石中铀的存在形式及赋存状态 
金属矿物在弱酸性或弱碱性溶液中不溶解时，是决定性因素；金属矿物溶解时是

影响浸出剂消耗量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浸出过程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 

矿体厚度、品位和金属储量 影响浸出过程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 

矿体形状 影响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采场参数设计 

矿体产状 影响原地破碎浸出采铀布液方式选择 

矿石的矿物成分、化学成分 

影响浸出过程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也可以是影响原地破碎浸出采铀能否成功的

因素。矿石的化学成分也是如此，有时也是决定性的否定因素，因此在决定是否

采用原地破碎浸出采铀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围岩的渗透性 影响集液工程布置 

矿石的结构与构造 影响铀的浸出率 

矿床的经济地理位置 决定矿床开采的经济效益 

表 2  主要生产参数与矿床条件的关系 

参数 主要影响因素 

采用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可能性 矿石的矿物成分和化学成分 

布液方式与间距 
取决于矿石的渗出透性和矿体的产状，产状倾斜的矿体浸矿过程中易形成浸矿死

角，影响浸矿的效果 

围岩的渗透性能 影响到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集液方式和施工 

浸出剂量的选择 矿层的矿物和化学成分以及矿石中铀的赋存状态和嵌布特征 

浸出液浓度/mg · L−1 矿石品位 

浸出剂的单位耗量 含矿层铀含量、渗透性、筑堆高度 

浸出时间 矿石矿物、化学成分 

浸出率 
矿石的矿物和化学成分，矿石中铀的赋存状态及品位，矿石渗出透性，矿石和岩

石的传导性和渗透性比值 

 
1. 2 水文地质条件    

一个矿床是否适应于原地破碎浸出采铀采矿法开采，不但与矿床的地质条件有关，而

且还与矿床水文地质条件有关，如矿岩孔隙度、矿石渗透性、围岩的渗透性、矿床地下水

水位与涌水量等。硬岩铀矿床原地破碎浸出采矿的工艺特点是溶浸液直接接触采场矿堆的



 163

矿石，铀的浸出是毛细管和化学的共同作用，而矿石渗出透性既影响溶浸液在重力和静压

力作用下的传递，又影响已溶解的铀从孔隙至溶浸液流的传递效率及溶浸剂渗流速度。 
矿石的渗透性是影响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条件之一，若矿床的矿石渗透系数小于 0.1 

m/d，必须用工程手段，将矿石预先破碎，增大矿石渗透系数。当矿石的渗透系数大于围

岩渗透系数时有利于浸矿。 
同时矿石的渗透性能与矿石孔隙度、矿石中碳酸盐含量及粘土矿物有关。矿体裂隙发

育，且贯通好，其矿石的有效孔隙≥2%，有利于浸矿。用酸法浸出时，矿石中碳酸盐矿物

与硫酸生成石膏，将堵塞孔隙，不利于铀的浸出。矿石中粘土矿物如高岭土、蒙脱石、伊

利石，在硫酸的作用下易分解或吸水膨胀，影响浸矿顺利进行。 
若围岩的透水性好（K＞1 m/d），其溶浸过程可能产生溶浸液流向矿房的外部、贵液

的损失或贫化、污染环境等不良效果，所以原地破碎浸出法要求围岩透水性小，否则要实

施防漏工程，如采用帷幕和防漏底垫来消除漏损，以减少溶浸液流失对设备与环境的损害。 
矿床地下水水位与涌水量也是影响原地破碎浸铀的重要因素，它不但增加矿坑排水费

用，同时造成溶浸液的流失。 
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对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影响如表 3 所示。 

表 3  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对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影响 

影响因素 对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影响程度 

矿石渗透性 决定性因素。低的渗透性矿石必须用工程预破碎，矿石渗透系数大于围岩有利于浸出 

矿石的孔隙度、矿石中 

碳酸盐含量、粘土矿物 
决定原地破碎浸铀的效率 

围岩渗透性 决定溶浸液是否流失，是否采取工程措施集液 

矿床地下水水位及涌水量 决定溶浸液是否流失及矿山防水费用 

 
1. 3 工程地质条件 

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同样需要通过传统采准工程接近或进入矿体内部，同时也使采场

矿石破碎到适宜粒度，构筑原地破碎矿石堆，保证原地破碎浸出采矿布液的顺利进行，达

到顺利从铀矿石堆浸出铀金属。因此必须了解岩、矿石的物理机械性质。通常主要了解岩

（矿）石比重，岩（矿）石的抗压强度和岩（矿）石普氏系数。 
岩（矿）石的比重是采矿设计的重要参数，原地破碎浸出采铀也不例外。 
岩（矿）石的抗压强度是岩（矿）石的物理机械性质的重要参数，也是采场设计的重

要依据。一般岩（矿）石的抗压强度同岩（矿）石的蚀变类型和成分变化有关。 
矿石的普氏系数是矿石物理机械性质的一个重要参数。通常普氏系数 8 以下有利于浸

矿[10]。而花岗岩类岩石普氏系数为 10，属中等坚硬岩石。 
 
1. 4 工艺矿物学特点 

决定铀矿床能否正确采用原地破碎浸铀开采方法不但取决于铀矿石的品位，而且也取

决于铀矿石的工艺矿物学特点。铀矿石的工艺矿物学特点对原地破碎浸出采铀工艺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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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评价铀矿床地质条件时，了解铀矿石的工艺矿物特性和

矿石在特定工艺条件下的行为是很重要的。 
在酸性和碱性的氧化条件下，铀的活动性很大，生成铀酰离子（ +2

2UO ），而铀酰离

子又会同各种阴离子或其它阳离子生成大量的通常是复杂的矿物（硫酸盐、磷酸盐、碳酸

盐、硅酸盐、钒酸盐、砷酸盐等）。四价铀（理想的晶质铀矿）变成可活动前需要氧化到

六价。铀矿物可用酸性溶液或碱性溶液（碳酸盐）溶解。自然界铀存在两种价态——六价形

式铀（其氧化物是 UO3）和四价形式铀（其氧化物是 UO2）。六价形式的铀按反应方程式

（1）所示直接进入溶液： 

UO3+2H+→ +2
2UO +H2O                           (1) 

而铀酰离子在酸性溶液中同硫酸根离子生成络合物；在碱性溶液中则同碳酸根离子生成络

合物，如下面反应式所示： 
+2

2UO +3(SO4)2−→UO2(SO4) −4
3                        (2) 

+2
2UO +3(CO3)2−→UO2(CO3) −4

3                        (3) 

对于反应（1），当用于碱法碳酸盐流程时，氢离子是由碳酸氢盐提供的，因此浸出

时必须有碳酸氢盐存在。当铀以四价形式（UO2）存在时，需要氧化成六价，如下式所示： 

UO2—2e→UO +2
2                              (4) 

氧化反应可能是相当复杂的，在酸性介质中，主要是由于溶液中存在三价铁离子而使

铀迅速地氧化[13]： 

UO2+2Fe3+→UO +2
2 +2Fe2+                          (5) 

氢离子不参与这个反应。但为了保持 UO2不断溶解，必须使反应式（5）中生成的 Fe2+

重新氧化成 Fe3+，而这个反应需要氢离子。例如用二氧化锰作氧化剂，则可用下面反应式

表示： 

2 Fe2++MnO2+4H+→Fe3++Mn2++2H2O                     (6) 

在用酸溶解 UO2时三价铁离子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实质上起着传递电子的“催化

剂”作用[13]。溶浸液中三价铁离子浓度高，对铀的浸出极为有利[14]。三价铁离子不能存在

于碱性碳酸盐溶液中，因为碳酸盐浸出需要比较高的压力和温度，而且往往需要较长的浸

出时间和较细的磨矿粒度。 
脉石矿物的反应活性及其在浸出液中的溶解产物对于提取铀的化学和经济性有着深

远的影响。如：（1）石英，石英是不活泼的矿物。（2）碳酸盐，碳酸盐的存在需要消耗

一定的酸，同时形成的物质堵塞矿石的孔隙，影响浸矿的进行。（3）磷酸盐，在较低的

酸度下它或多或少地要消耗一些酸，同时进入溶液的磷酸能够络合三价离子，因而妨碍三

价铁离子在氧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4）硅酸盐，对浸矿的影响不明显。（5）铁的氧化

物，在酸法浸出铀矿石的 pH 范围内，它的溶解速度通常很快，提供了对于氧化反应非常

重要的三价铁离子[13]。（6）硫化物，硫化物的存在就预示着可能需要消耗较多的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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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就需要消耗较多的酸。但如存在较多黄铁矿，可以考虑用细菌浸出。（7）含碳成

分，它们对浸染铀矿物的物理阻塞可能有问题。 
花岗岩型铀矿床的矿石组分比较简单，工业铀矿物主要为沥青铀矿、其次为铀石。沥

青铀矿在矿石中的产出形态主要有：（1）呈单矿物或复矿物细脉、微脉、网脉等；（2）

沿脉石矿物解理、粒间间隙、溶蚀洞穴等充填、交代；（3）呈显微胶粒状散染于微晶石

英、绿泥石、萤石、石英等脉石矿物中，或可与微晶石英、方解石交互沉淀；（4）胶结、

环边先存岩石、矿物角砾，或呈密集浸染状充填碎裂岩石的裂隙，构成富矿石。沥青铀矿

可交代硫化物，也可被硫化物交代。在沥青铀矿中常见含有分散状方铅矿包裹体。铀石常

与沥青铀矿显微状连生。伴生的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闪锌矿、水针铁矿、方铅矿、

白铁矿等矿物。脉石矿物主要有微晶石英、萤石、方解石、水云母、蒙脱石、斜长石、钠

长石、绿泥石、磷灰石、白云母等矿物。 
火山岩型铀矿床的矿石物质成分比花岗岩型铀矿床的要复杂。工业铀矿物和含铀矿物

有沥青铀矿、钍沥青铀矿、钛铀矿、铀石、铀方钍石、含铀氟磷灰石（胶磷矿）及含铀萤

石等。沥青铀矿通常呈球粒状、胶状或浸染状、网脉状形式分布于矿石内。也有一部分铀

呈分散状分布于粘土矿物（水云母为主）、绿泥石、胶状黄铁矿和红化围岩。铀主要以沥

青铀矿、铀石形式产出，少量存在于含铀矿物内。伴生的金属矿物主要有：辉钼矿、胶硫

钼矿、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赤铁矿、黄铜矿、白铁矿、磁黄铁矿、毒砂、胶锆石、

银矿物（硫银矿、辉银矿、淡红银矿）。脉石矿物有石英、玉髓、萤石、方解石、水云母、

绿泥石、钠长石、重晶石、迪开石、微晶高岭石。常见的共生及伴生元素有 Be，Cu，Pb，

Zn，Ag，Mo，Y，Sr，Mn，As，Ni，Co 和 P 等，其中 Mo，Ag，P 和 Y 元素含量较高，有时

可被综合利用。 

碳硅泥岩型铀矿床矿石的矿物组成比较复杂。工业铀矿物主要有沥青铀矿、铀石。其

次呈有机质、粘土矿物、铁氧化物等吸附态存在。个别矿床中也可出现有晶质铀矿。伴生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胶黄铁矿（后者与铀矿化关系密切）、闪锌矿、硫铁镍矿、胶硫

钼矿、辰砂、辉锑矿、雄黄、辉镍矿及 Fe，Cu，Ni，Zn，Mo 和 Hg 的硫化物和砷化物。

矿床氧化带中的次生铀矿物主要有钡铀云母、钙铀云母、铜铀云母、铀黑等含铀矿物。 
上述三大类型铀矿床的矿石特点表明，工业铀矿物主要为四价的沥青铀矿、铀石，以

单矿物形式存在或分布于脉石矿物的裂隙内，矿石成分简单，碳酸盐含量较少，适宜采用

酸法浸矿；但部分方解石（碳酸盐矿物）含量高的矿石，特别是碳硅泥岩型铀矿床，其含

矿围岩为碳酸盐，可能更适用碱法浸矿。此外部分铀呈有机质、粘土矿物、铁氧化物吸附

态存在，可能不利于浸矿进行。伴生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方铅矿和赤铁矿，黄铁矿和

方铅矿等硫化物的存在可能消耗部分酸，但黄铁矿的存在有利于采用细菌浸矿，而赤铁矿

的存在增加溶浸液中 Fe3+的浓度，有利于铀的浸出[14]。 
 
2  原地破碎浸出采铀的可行性评估 
 

前苏联学者莫西涅茨. B. H[15, 16] 在分析坚硬岩石矿床地浸矿山的天然条件（物质成分、

矿化性质、矿体性质、矿产有用组分）、矿石的地质工艺性质、浸出过程的定量和定性指



 166

标等条件时，发现矿化特征、矿石中有用组分的赋存形式、围岩渗出透性、矿石中碳酸盐

含量、矿石在物质交换过程中有杂质的含量、矿床的经济地理位置、矿床开采现状、开采

深度等条件是影响坚硬岩石矿石浸出的基本因素。莫西涅茨. B. H 提出了原地破碎浸出采

矿法开采坚硬矿石矿床的典型条件（如表 4）。 

表 4 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开采坚硬矿石矿床的典型条件 

不同类型矿床的主要因素的特征 
主要因素名称 

Ⅰ-非常有利的 Ⅱ-有利的 Ⅲ-不利的 

矿化特征 
细脉状、张开裂隙壁上的薄膜和

复层（Χ1） 

胶结岩石裂隙的微细脉状，细脉

浸染状（Χ2） 

细粒浸染状、浸染状，沿全

矿岩分散状（Χ3） 

矿床充水性 
不充水，涌水量在 100 m3/h 以下

（Χ4） 

弱充水，涌水量 100～300 m3/h

（Χ5） 

强充水，涌水量大于 300 

m3/h（Χ6） 

围岩集水性 
围岩是不透水的，KФ=0～0.1 m/d

（Χ7） 

围岩为弱透水性的，KФ=0.1～1 

m/d（Χ8） 

围岩为强透水性的，KФ＞1.0 

m/d（Χ9） 

矿石中的 

碳酸盐含量 
3%以下（Χ10） 3%～5%（Χ11） 大于 5%（Χ12） 

开采深度 400～1100 m（Χ13） 
200～400 m, 

1100～1200 m（Χ14） 
200 m 以下（Χ15） 

矿石中有害 

杂质含量 

生产过程中必须排出的母液 5 

g/L 以下（Χ16） 

生产过程中必须排出的母液 5～

15 g/L（Χ17） 

生产过程中必须排出的母液

50 g/L 以上（Χ18） 

矿床的经济 

地理位置 
远离工业发展中心（Χ19） 靠近矿区（Χ20） 

位于疗养区和自然保护区

（Χ21） 

矿床的矿山 

工程状态 
未进行矿山-采准工程（Χ22） 

主要矿山采准工程已完成并处于

良好状态（Χ23） 

采用地浸法会给新的采准中

段造成困难（Χ24） 

矿石中金属的 

赋存形式 
单独的氧化矿物（Χ25） 

表生矿物，类质同像混合物

（Χ26） 

有用组分与沥青、磷酸盐或

有机物共生（Χ27） 

 
概算的基础为贝叶斯公式，利用该公式可以计算具体矿床的特征值，并按公式计算出

矿床属于那一类型的概率。 

∑
=

= n

i
i

i
j

ijpp

ijppixp

1

)/('

)/('
),( o                             (7) 

 
式中：P(xoj, i)——具有 xoj特征的新矿床的属性概率，（j＝1, 2, …, m＝9）为模式（类型）

i (0≤p(xoj, i)≤1)； 
           pi——i 模式出现的可能几率； 

   p´(j/i)——假定新矿床属于 i 类型条件下 j-x 综合特征出现的假定概率。 
根据上述条件编制了信息群共含有 5892 个对象，其中 184 种情况的矿床属于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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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4 种情况属于Ⅱ类，1864 种情况属于Ⅲ类（见表 5）。 

表 5 矿床（类型）数量统计表 

矿床（类型）数量 
指标 

Ⅰ Ⅱ Ⅲ 

1、模式频率 

2、特征频率 X1, X19, X22 

X2, X20, X23 

X4, X7, X10, X13, X16, X25 

X5, X8, X11, X14, X17, X26 

X6, X9, X12, X15, X18, X27 

X3, X21, X24 

184 

141 

43 

133 

42 

9 

0.0 

3784 

1843 

1941 

1403 

1494 

887 

0.0 

1864 

932 

932 

408 

408 

1048 

0.0 

 
手算方式的程序如下： 

   （1）借助于二进位代码将每个对象编成代码，使其具有一组零和 1； 
   （2）此后按特征出现的频率编制成表 6，来自 5892 个对象的资料分别填入相应的格中，

这样就可确定各种因素按特征值的分布情况； 
   （3）找出特征的假定概率，表 6 中的数应除以模式出现频率并编制表 7，从表 7 中即

可看出特征的假定概率；  
   （4）如果要判别一个具有特征的新矿床是否适应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开采，则需要计

算以下概率： 

表 6    矿床分布频率表 

各种类型矿床数 指标 

Ⅰ Ⅱ Ⅲ 

1、模式（pi）的假定概率 

2、模式（pij）中的特征的假定概率 

X1, X19, X22 

X2, X20, X23 

X4, X7, X10, X13, X16, X25 

X5, X8, X11, X14, X17, X26 

X6, X9, X12, X15, X18, X27 

X3, X21, X24 

0.032 

0.767 

 

0.233 

0.722 

0.228 

0.049 

0.0 

0.649 

0.487 

 

0.513 

0.371 

0.304 

0.234 

0.0 

0.32 

0.500 

 

0.500 

0.218 

0.218 

0.562 

0.0 

    （a）该矿床可能归入表 4 中哪一类的非标准概率。 

∏=
m

j
iji ppixp ),(' 0    i=1, 2, 3, …, n                     (8) 

式中：∏
m

j
ijp ——表中具有代码 xoj=1 特征的 p´iji 行的概率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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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按公式得出标准的概率。 

∑
=

= n

i
ixp

ixpixp

1
0

0
0

),('

),('
),(                              (9) 

式中：p(x0, i) ——矿床属于某一类型的最可能有概率。 

表 7 矿床分布假定概率表 

各种类型矿床数 
指标 

Ⅰ Ⅱ Ⅲ 

模式中特征的信息量 

X1, X19, X22 

X2, X20, X23 

X4, X7, X10, X13, X16, X25 

X5, X8, X11, X14, X17, X26 

X6, X9, X12, X15, X18, X27 

X3, X21, X24 

 

0.0045 

−0.0024 

0.0076 

−0.0012 

−0.0012 

0.0 

 

−0.0036 

0.0037 

0.0111 

0.0188 

−0.0233 

0.0 

 

0.0 

0.0 

−0.0128 

−0.0128 

0.0407 

在进行上述工作时必须考虑下述基本情况： 
   （1）属于非常有利的矿床是除具有Ⅰ类特征外还含有不超过 3个Ⅱ类特征或Ⅱ和Ⅲ类

各一特征（X3，X2，X24 除外）的矿床。 

   （2）含有第Ⅲ类一个以上特征的矿床不属于最有利于用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开采之

列。 

   （3）属于不利的是含有第Ⅲ类以上特征或至少 X3，X2，X24 之一特征的矿床。 

   （4）所有特征综合后属于有利原地破碎浸出采矿法开采的矿床。 

叶庆森
[10]

根据我国花岗岩、火山岩和碳硅泥岩型铀矿床的地理、地质特征，也提出了

花岗岩、火山岩和碳硅泥岩型铀矿床采用原地破碎浸铀采矿法的评价标准，将此类铀矿床

分为非常有利、有利和不利三种类型，对我们采用原地破碎浸铀开采铀矿床具有指导性意

义。 

 
3  矿床实例 
 

某铀矿床位于某构造岩浆岩带桃山岩体中，赋矿围岩为花岗岩。铀矿化的产出严格受

蚀变带与构造裂隙带或碎裂岩带复合控制，矿体形态复杂，多为不规则脉状透镜状，呈鱼

群状、群脉状产出。工业铀矿物主要有沥青铀矿及次生铀矿物。伴生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

矿、赤铁矿、少见方铅矿、闪锌矿、针铁矿、褐铁矿。脉石矿物为长石、石英、云母。铀

在矿石中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沥青铀矿呈微细脉充填在微裂隙或超显微裂隙

中；其次是沥青铀矿呈吸附状态见于铁质矿物或粘土矿物集合体中。矿石类型为铀-水针

铁矿型、铀-绿泥石、水云母型、铀-萤石型、铀-碳酸盐型。矿石呈微脉浸染型结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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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构造。 
该铀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矿床含水层（带）可分为：第四系孔隙含水层、花岗岩

似层状风化裂隙含水层及构造破碎带脉状裂隙水三种类型。统计表明地下水平均埋深 5.73 
m，水位埋深 32.81 m，矿床地下水都位于矿床顶板以上。地下水水质类型以 HCO3-Ca, nA
型为主，pH 值 7.3～7.5，地下水矿化度 0.1～0.18 g/L，平均水温 20 ℃±。岩、矿石的孔

隙率在 1.13%～5.66%。矿石的孔隙率明显大于围岩的孔隙率。某铀矿床岩、矿渗透系数

均不高，一般在 0.0018～0.03 m/d，地下水与地表水的联系较弱。 
该铀矿床岩、矿石比重相近，一般为 2.64～2.66 g/cm3，干单轴抗压强度为 155.7～174.1 

MPa，矿石的抗压、抗剪、抗拉强度均小于围岩，说明矿石的力学性质弱于围岩。矿石的

普氏系数为 5～7，岩石的普氏系数为 5～11，松散系数 1.65，说明岩、矿石具有较好的爆

破性能。 
根据表 4 中 9 个要素，该铀矿床具有以下特征[8]： 

   （1）矿化特征：微细脉状、网脉状、葡萄状、细脉浸染状。（X2） 
   （2）矿床充水性：不充水，涌水量＜100 m3/d。（X4） 
   （3）围岩集水性：不透水围岩，K＜0.1 m/d。（X7） 
   （4）矿石中碳酸盐含量：＜3%。（X10） 
   （5）矿床埋深：绝大多数矿体埋深于 130～350 m 处。（X14） 
   （6）矿石中有害杂质含量：极少。（X16） 
   （7）矿床经济地理位置：远离工业发达中心。（X19） 
   （8）矿床矿山工程状况：未进行任何采矿。（X22） 
   （9）矿石中金属矿物存在形式：单独氧化物。（X25） 

根据该铀矿床特征（X2, X4, X7, X10, X14, X16, X19, X22和 X25）查表 6 得出其相应特征

的假定概率，并作如下计算： 
   （1）求非标准概率 

（a）该铀矿床属于第Ⅰ类非标准概率 

2081960.000722.0767.0

767.0722.0228.0722.0722.0722.0233.0032.0),(' 0

=××

×××××××==Ι ∏
m

j
iji ppxp

 

（b）该铀矿床属于第Ⅱ类非标准概率 

3841270.000371.0487.0

487.0371.0304.0371.0371.0371.0513.0649.0),(' 0

=××

×××××××==ΙΙ ∏
m

j
iji ppxp

 

（c）该铀矿床属于第Ⅲ类非标准概率 

2930040.000218.0500.0

500.0218.0218.0218.0218.0218.0500.032.0),(' 0

=××

×××××××==ΙΙΙ ∏
m

j
iji pp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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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求标准概率 
（a）该铀矿床属于第Ⅰ类标准概率 

598.0
8853270.000
208196000.0

293004000.0384127000.0208196000.0
208196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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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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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xpxp

xp
xp

 

（b）该铀矿床属于第Ⅱ类标准概率 

389.0
8853270.000
384127000.0

293004000.0384127000.0208196000.0
3841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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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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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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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该铀矿床属于第Ⅲ类标准概率 

013.0
8853270.000
293004000.0

293004000.0384127000.0208196000.0
293004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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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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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表明，该铀矿床（p＝59.8%）属于第Ⅰ类型，即适宜原地破碎浸出采铀法开

采。 
 
4  结 论 
 

浸铀的地质条件是影响花岗岩型、火山岩型、碳硅泥岩型铀矿床开采的关键因素，甚

至是决定性因素。以前对铀矿床开采的评价大多是针对传统开采法进行的，不利于采用原

地破碎浸铀技术，因此对以前勘探的矿床或新勘探的矿床进行原地破碎浸铀的地质条件评

估显得日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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