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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辽成矿带西段火山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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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燕辽成矿带西段是我国北方一个重要的火山盆地铀矿远景区，
历经三期演化，区内形成了六个具有三层结构的大型火山塌、断盆

地，同时也导致了铀的三次预富集和多期成矿作用，通过铀的逐步累
积增量和迭加再造，最终导致区内铀矿床的形成。通过对该区火山盆
地铀成矿条件的分析，提出了贯通式火山塌断盆地多漂混合热液铀
成矿模式 z 总结了七条找矿判据，并据此对该区成矿远景作出了肯定
的评价;确定了主攻方向 z 圈出了五片成矿远景区和三个最有利的成
矿地段 z 提出了该区进二步突破大型、超大型铀矿的关键是加强琛在is
研究和钻探，大力探索深部层位和基底中的铀矿的找矿新思路和找

矿模式;并对已知矿区进行了深部盲矿预测，取得了可喜的找矿成
果。

CONDITIONS AND POTENTIAL EVALUATION OF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VOLCANIC
BASINS AT mE WEST SECTION OF THE
YANLIAO MINERAL BELT
(In Chinese)

Wang Zhengbang Zhao Shiqin Luo Yi
Zhou Dean Xiao Xiangping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CNNO

ABSTRACT
The

West 臼ction

of the Yanliao Mineral Belt is an important

pros肘ctiv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area in volcanic basins at North China. It has undergone
three evolutionary periods and developed into six large volcanic collapse faulted
basins with tri- \a yer structure. This I回ds to three times of pre-enrichment and
multiple mineralization of uranium. Finally. the accumulation of uranium and superim阳回d reworked actions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uranium de严>sits. After analyzing conditions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a model
for uranium mineralization of mixed

hydrothermal 四lution

of

multiple 回urces In

penetrating volcanic collapse faulted basins and seven exploring criteria are suggested. On this basis the evaluation of prospect in this area is positive. and the main
exploring strategy has been decided. Furthermore. five prospective areas of mineralization and three mωt favorable mineralization zones are selected. Fer exploring
large size or super-large size uranium de怀陆its in that area. the key is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and boring of deep \ayers. Thus. the mineralization in the deep layers or
basement may be fou时. The prediction of deep blind de供商its in known ore distriets has been proved effectively.

2

区域跑质饵况

l

~~\ji 成矿带两段专题细的 I作区包括从北纬-1 0' -10'至-I~-Iσ. 东径 liS' 窒 11 7" ，面积 }.j

381 lJ O km' 的广大地区.主要部分为市四系覆盖广厚的坝上高原区.莫大地构造部位处在中

制j~电台 Jt?l!:jtt:lt耐的兴寄:地情研皱带相毗邻的结合部位.处在渊源占者、长期活动的天山

i;fj I[1 1i r~'J i，[杂构造带与中生代以来强型发育起来的环大平洋成矿构造域的大兴安岭北北

东 "'J 向选古辈隆起带变。J 复合部位.从lti军部地质构造来看.处在地慢拱起相凹陆转折的锦
i主带吓住.总之.本区是处在壳幢构造的矛盾焦点部位.待定的大地构造部位从总体上决定
了卒区地质构造及真演化的基本特点.即壳慢构造制约违造、构造恪架复杂多样.动静交织、

豆杂液化等特点.本区主要自洁琼、宝昌、多伦、大薄、臼旗和北围子等六个火山盆地所组成
本区经历了漫长直杂的地质演化过程.从研究火山盆地的角度出发. fir划分为主?地质

;西{比蚓 .nll 前中生代盆地基底演化期.中生 ft早中期大陆火山告盖层演 ft期和中生代晚期至
新 'U I:.裂 r';j 构造淡化蚓 g 兰个演{七期分别形哎三个构造层.导致了本区火山盆地具有"三层
FE--的某中:结构.其 F构造~.f!rl 前中生代盆地基1自己构造'层.主要由晚太占代变质岩系和侵入

~t 中的海四花岗古组成.只在工作区北部有古生代海相地层车里分布.该构造层主构造线以
~;(I~I:'J-为主.以形成大型近东西走向的倒转夏式背斜相向斜构造及断裂带为特征.区内尚见
有某些时期发育的南北向主构造线的构造形迹.但居次要地位.中构造层.即中生代早中期
大陆火 L!J~.i-盖层构造层.主要由壳源重熔型和壳慢 ilE熔型大陆火山杂岩系组成，该构造层主
向iE 线~1Jt 东、 jUt东向为主.以发育断裂火山构造系统为特证.上构造-层 .ar.中生代晚期
新生代裂陷玄武岩构造层.主要由陆相含馁跻屑告夹懊源玄武告所组成.多分市在一些裂

附带的小 1'1 缸地中 .1衰构造层主构造线为北:.l t东!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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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盆地摆底演化及铀 ZP: 条件
[豆，f'J 火山盆地的I~j中生代 !M庭经历了复杂渔民的演化过程.南北分异明显.太古代早期.

丁:11:1:>(南侧形成'古陆核.真北缘的东西向裂陆懵逐步发展演化.导致古陆核向北逐渐增
'I:. 主早元古代末的吕梁运动使该区发生栩皱回返和固结.从而结束了原地檀的演化.开始

在ffZ辽阳海带沉f用也台 ~1盖层.而本区广大地区处于长期隆起抬升，未接受地台盖层沉积.
军尼古代末期，结束了中朝原地台的发展.使本区进入了古生代南台北槽的地质演化时期
lJ~继承了南北分异明显的基本特1iE，由于前中生代盆地某底演化期南北分异明显，导致工作
f{同j 部丰nJt 郎的提1点 'Ii -(l It造特征和铀源条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回工作!王南部属中朝地台
fl'J.ltr草部分 .n 尚 i(riJt分别发育晚太古代古呗于:m 中深区域'坚质岩系 .tt原岩为中基性海I证

。费'位 ';;·.r;，JJt 发育晚大古代红旗昔 f缸中 1~ 区域变质岩系，tt;原岩为滨海-浅海相砂泥岩夹

中悦YE 火 111';n芷造。除了.作 l走最南缘部分属弗辽吭降带.故有中晚元古代海相地台型盖层沉
f!J.?川f 外.大部地区长期处于隆起抬升环植.闵 iffi缺失中晚元古代地台·沉积盖层.上述晚太

占 It 占 Dllf组和红旗营了·组两套变质岩系均为贫铀建造，但红旗营子组由于受到多期ill合
YJ 化作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吕梁期强烈的御质混合岩化作用的改造.沿东西向大型倒转E
.rt背斜纳h部深断裂带.形成一连串御质混合岩化中心，随着岩石御质ill 合岩化的精强.饱含
阶明显增壁，由 (0.5-1.5)

x 10- 6 增至 (·1-5»)( 10-'. 造成本区第一次铀的预富集作用.形

成 t作!走南部族底半'岳阳铺地质1年.为在中生代构造TJ浆 tli 化则形成市铀的壳i厚重烙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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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古孟层含矿建造和恼源层体.打下了有利的物质基础.而工作区北部逐渐向帽区过夜.与
南部在底的红旅苦f骂1时代相当的北部摹底的乌拉山群.为中等区域变质营系.其原告为中

华吨湾也啧发去夹化学沉 m世.为 tt 袖it造.真混合吉化作用不发育，没有发生像南部类似
的那种铀的预富集作用 t 但在海西运动期.由于本区北侧的古聋古大洋恒块向中朝大陆板梭
的强烈俯冲消减作用，培.~保，赤峰东西向深断裂带发生了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化作用.形成
了杂较宽的海西花岗岩带.恨据古石古铺量恢夏初供铀能力的计算结果.这些海西花岗它

与民较强供铺能力的有利僧I踵饵..这是本区发生的第二次铀的顶富集作用.因此.基底海西
It岗岩~作为卒区战略选区相远景评价的一个重要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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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盆地盖层演(七、建造特征及铀源条件
本[主进入中生代火山盆地盖层演化期以来.开始了一?崭新的地配寅化期.由于库拉板

挽j乌I欧亚大陆极烧的强烈的俯 itl哨面是作用.使得本区随同中国东部广大地区-道.均卷入了

町、太于;羊构造域的统-;页{七过世之中.主构造线由东西向转型~l:)':lt东和:lt:lt东向为主导.本
!:{由南北分异演化转向南北统一演化的新时期.由于这一新的主导构造系统.加上它所派生
的火山构造-系统和基底东西向和南北向构造系统的于扰与复活.导致形哎本区十分复杂的

构 lIT格问。强列的构造运动吁致了多旋回多韵律的大陆'火山喷发活动.岩浆分弄".时主演化
Mtf吨 if.， ，巳体来说.从早到晚.活动强厦增强.火山活动中心由南向北作有规律的迁移.岩
1;~ri()f~珞吨中哇正瑛吨段传育炖律的变化.从而形哎一套巨厚的、击性复杂的、内部结
构 WIt的大陆火 IiI 杂 {It 及从早到晚 .'Hli中的铀含最有.T主步增量的趋势.恨据岩石化学将

ilE 、铠l<'IF!. 亲切怡比、何i+. .re京配分特征和精石将 fiF.的研究资料.该期火山活动最晚期的晚
fl 【~~I Ht5r: 家 μ 组 τ.. 段的民吨火 III 击和次火 11/(;·届壳 j原重 tt1~! 告荒产物.很据古恼最恢复和

ij飞讪 iit力的计算结奥， "Iι 们具有较高的古铀含量和供恼能力.为本区火山古盖层建造中最有
利的铀i原层体.这足

j通
E 过付工f作
1乍{区」ιt部臼 f旗挺和北田于:二二告f体率的区域横穿音部剖II 丽的 1观电;市沛测贸甘喇'J 和取惮.在深入分析当
前({布的讨:古体的次火 III 'f-(和碎理熔岩两种不同观点的基础 t二，提出它们是晚保罗世火
III!占均晴朗太 III 活动中心 If浆侵入侵出治流兰f~~-体的统-复杂地质作用过f'l所形成的
'1~1 多相、 ';~'{i结构主渐变过渡关系的复杂地质体.口[1*此亦彼的新观点.并由此推断该二:
地[变应阀火 11/塌陷盆地.而不是在1 升剥蚀较强的次火山去体根部相山路地区.对本区的成矿

远 f;t 评价n.有血吸~f(.Jt专忻 MH. 同时.进一步指出这种类型的现象和地质体在本区晚保罗世
的火 III 喷发中心地区应只有4 带j虽意义。

4 火山盆地铀成矿作用
本 i去晚{来罗世末如]，大规院自史性世辈喷发之后.以主要的火 III 喷发活动中心为核心.普
遍发生补偿性的火 IIIJ~ 附戎火山断阵作用.从而形成区内广泛分阳的火山塌陷或火山断陆
往地 ， ft-伴随着般性1大火[!J岩的侵入西动及隐爆岩筒的形成.:U中，火山断陷盆地起ilt更早

itit利用多期 i，fr功的深断裂为其盆缘lffr型.且具有白南向北掀斜的茸状盆地的特证.这些负
r"1 火 111~lLJ也.特别足被t\:lYJ活动的区域性深断裂带所贯通的火 III 盆地.为火山作用岩浆期后
的lffr型 HU.成问火 LII热水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承 ill循环水动力系统.从而控制了本区第
吹倒 jj金属成矿竹:fII，

本 l走进入白圭第三丑以擎.地壳处于强烈的拉~环珑.这仲t~~作用导致地'曼上涌和

地壳费陷伸展构造的发育.并伴随"源基住火山活动.这是本区发生的又→次重要的~~
It. 导致了本区第二次蚀多金属煞是;造型，成矿作用.根据-160.53-1相 781 等矿区矿石矿笛
的河~苹果可以育出.这一期 lit矿作用在本区具有广泛的吉-遍性.而且且育多阶段的特点.
牛;氏的新构造运动以 IU.年抬升背景上的差异性旗断运动为特征.从而形成本区的阶佛

状.I1J!上高原地 N. jt-伴随带某些铺-多金属矿床的剥露和氧化且在地下海水面附近的氧化.i~r!~~过iTt帘部位的次生淋幌富集成矿作用.这是本区发生的第三次铺-多金属的富集成矿作
问J( 见罔 D.

K 朗亘杂的地质演化造成本区极为复杂的区缝树造梅局.测源古老的基底演化期发育
起石在的东西向区崎惜，深大断裂带.如崇丰L- 赤城断裂帘.康保-固场断裂带丰田臼旗-兰旗断裂

带以及南北向断裂带.如赤城-沽源-哈巴嘎断裂帘，由于官们形成较早.切割露.规幌大.同
时.在后期盖层演化朗新构适应力场的作用下.又重新复活.具有民部1活动的特点.因此.它
f!J {H~I><:的炮质构造演化、变质作用‘ ¥i桨;活动、盆t也;寅 It以及成矿 IHft均具有重要的战略
位拙作 III

't:自!fU El走向选 fhe的边界、告玫音带的控制 i断提 JEE 火 LII 盆炮的边界.同时

ff 抽彭金I，Jifi'(旷 it， fill且 R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寅 ft ltlJ发育程苇的区域性深断裂带是在

新的构古巴力场 F的产罚.官 Inn育新生性的持点 .r司1J.t.由于去告的基fit构造的制约而且
有;'1'-承吨相牵就性的特且.区内的北东向和北北东向的区域性大断裂带.创I 丰宁断裂带、张

JU可「 52带和絮絮苦创造口断裂带等.均属于此类，它们与某些 !U8的基1任东西向和南北 ':>J
[{f电rtf军断裂带-…起.共同控制营中生代的火山活动、火 lIJIl费发带的展布和火 111 盆地的形主
边界.~中有吨还控制了 t曲多金属成矿作用和成矿帘的展而，.繁末营御.ill u ~t 东向区域性

i所 $1带镜 ll--"l' 典 ~llt/<. 古是-~长期多次活动的切割较深的 l运域性断提带.具有，且体Jt
东走 H.I吨有!l!费的投制火 Iii 活功和大 III 喝断盆地形成发展的 IPII. 又控制着恼多金属咙
旷带的眼叶j .'t: ':"j 吹皱构选~£火 III 肌肉的主汇亘古的构造络部 1ι 往往控制曹矿床的定位
;(1-[{fl 有较也ffN.矿i&:击和找矿前景的成矿带.应作为本区找旷的主J立对象 e 另外.赤城沽
;原 nci 巳1It;j;，树立 r~J[·{城性深断裂带.也Jt控制铀矿化的一-条断裂带 .fl'U·斗给予亟视，进入臼圭
第一-:)己以事.在[{处于强烈的区域f主张环榄.些北北东、北东向的区域性深断裂带及与之

内r. J~ 的 JtvYr'iJ 断提带.往往控制着裂陷带及基住火山岩的形成和展布.日，有切割较深的特
点 .Mtf;1茂第工郎j热j主造型饱-$金属矿也具有重要的控制作JiI.森 tf 图元宝山北北东向裂
附带就是 a 个 ttl<。

5 火山盆地铀成矿条件分析
通过付 l王内 ~I!.~! 恼多金属矿床、矿点的深入解却l 相对比研究.揣尽了 ·160 锢铀矿床、
ii;q 灿而"'l; 相 781 铀矿虫的赋存部位、定位因素、复杂的内部结构相下锁上般的垂向分带
吨、成矿i.lf'，\和期次、时代、矿物共生组合特征及矿庶成因等方面的特点和相互联系，建立了

。!~刑矿胀的成矿懊式.并-结合国内外火 111岩型铀矿的经验.提出了贯通式火山塌断盆地多摞

illii热掖铀成矿愤式(见回 2); 总结了七条主要找矿判据，对本区及提官火山岩地区的找矿
工作具有 1号施指导意义。根据前面关于火山盆地铀矿成矿条件和成矿幌式的分析.恃总结下
而七条战fU" .'j!IJ 如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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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通式火III蜻断盆地寥源混合热液铀矿成矿帽式

(Il且行边缘甸地情幡铺带斗'(·1地烧边维tt; 饨.~Ih营型铀矿，

(I)

由极.H~ff.liIP if;减作用形成的目酣睡起大陆火山岩带与古老稳定地台边缘或地槽

怦;贺带中间地峡交切夏台和重新活化的部位.长期隆起和经历较强
ill合岩化作用的结晶变

I,]! 'l;-J.HI点 to.的火山盆地区.是寻找火山盆地铀矿的有利地区.特别是与弧后大陆裂谷带或裂
的能地带及与之相应的深部地帽隆起带毗邻结合部位，是具有更好成矿远景的地区.
(2)

由多期if;动的区域性深断裂带控制的断害甚啧发带晚期形成的盖层与基鹿时代反

J巨大的具有两层或兰层结构的火山盆地系，是控制火山盆地铀成矿带走位的主控因素，官与
!t它断提带的主切复合部位是控制火山盆地走位的基本条件.这些火山盆地既是有利于火

III 盆地铀矿形成的构造建造条件和承臣水动力系统，又是有利于矿后保护的负向构造单元.
因此.官们往往是赞制火山盆地铀矿囚的构造单元.在兰种火山盆地基本费型中.以火山巅
附盆地付成矿.特别是形成大型、越大型富矿最为有利，火山断陷盆地次之.火山玩陷盆地再
次之，

7

(3)

火山盆地基暖岩石建造将证反革草含铀性对形成火山盆煌铀矿相成矿远景具育重

套童x..

-般事i也富含*英质或花岗质结晶岩变质基底.将别是当摹底建造经历多蝴构造

t:·慧:活it何强烈;E 合在岗营业作用而162哎富含活性铀的混合花岗岩基底
;{t戒矿最为在和iJ.

U)

火山盆地盖层古·石建造将证;{t1.髦矿远景也具有重要章义.一假来说.经强烈的多

Ij;£肉、1;韵律大陆犬III啧发作用形成的古性复杂、告桨分异演化充分、从早期到
III嗣击石中
蚀迈步精慧、建造厚度大、内部击性结构复杂、切层和顺层结构面发育者.对Tl矿有和IJ.

(5)

火山盆地被长期多次活动的控告、控盆和控制火山热液活动的区域性深断裂带所

贯通.足形成火山盆地铀矿的关键性条件.这些贯通式深断要既可能是盆缘生民断裂.也可

能是横贯火山盆地内霄剧断裂火山构造系统.真发育越强烈.对~矿越有利.

(6)

火III盆地内部控矿主于深断裂带与其次缀断裂和火山机构组成成份〈如火山颈、

自爆告筒、吹大山营体、环状却占射状断裂等〉变切夏合部位形成的构造结.往往是控制矿床
定位的重要条件.当这些构造结部位岩石拘量磕阵和热液蚀变强烈发育.~具有多期多阶段
洼恒的特点D·t .1':、H~ 大 III 盆地铀矿床的有利部位.特别是以混化、
E主化、萤石化为代袤的矿
照相所持有的段性近矿罔去蚀变相昌在
It矿床氧化帘听将有的铁帽的发育部位是钱矿的鼓有
和i的部位.
(7)

铀矿 ft 在地袤的直;在显示.与铀经常共生茹伴生的绍、铅、院等多金属矿化、萤石

矿 1ιl'~ 夜fF为矿化i词援~:;r-的各种罚it捺异常的重合适置.也是重要的
lt矿费j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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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矿远景评价攻预测
h使科研哎来 aut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 t述科研咙栗的基础上，结合国外邻区的生在驻.

付本[{今后的-tl矿 Tfl' ·W出了新的找矿思路和战略选民政攻深扩大的意见 5 日月啕指出本汉
')(11/1;' 呗抽J;主崎矿 ftn有多部fft 、多层位相垂幅大的拧，tts 强调贯通式深断提带和深部

热;在 H二{-t咙旷的 !li: 喽 IPII; 指出以伺JI贡~R f， t;- 化中心相海内iff:岗'(;- 'I-];堪 r~的贯通式火Il) J:',.t
1
!正i 与大 1111斯陆缸炮
i后控制旷日 l 的 ~妻肉造单元 d.五指出了控制矿帘的长期活动的贺通式深

断裂带IJ次纯阿tEPE 火 Illtll间晚分交iOl 合的构造结 :<t矿床定位的控制作用，在tt矿工作
指导思想仁不也哇!-.悻罗世张家口组.. .-段殴1'£火 III 古·和1欠火山击的束缚.加强攻深.fX、极搭
常赋 ι 于深部 ~U:'何延眼中的铺-多金属矿化.这是$:区突破大型、超大型铀矿的关键所在，
强调了继垃i兰 III.t学科先进乎段进行综合立体研究和找矿.特别强调了运用重力、硅测夺:ri'
遇吻指手段研究部部地If构造的重要性，这些标志曹本区的找矿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
阶段 e 在总站火 111 i'~惭盆地铀矿找矿判掘的基础上.遵循找矿工作由而到点.巾租fir细.逐渐
缩个找矿靶[.<:的思路.畏出了火 I[) 塌断靠地铀矿找矿院式.对<$: [:.Z/iX.矿远景做出了自在评
价. jf编制了 l 凹 h指jl 成矿带两段铀矿成矿规律及成矿顶测罔(见罔 3). 回走出黎家营

大'{if' I 级哎旷远括 l王、 '(IPI!乡御道口 E 级成矿远景区、骆!.Itlll- 哈叭嘎 E 级 lit矿远景区、
大仆平跟头 i 而回级哎矿 i忌景区和臼旗悠地东部 E 缀TN;矿远最民.并从中选择了大:1'f厂
5~1 Jt!I川、 fifJll i习火 III 塌陷盆地相 160 矿床外围三个成矿最有利的地段，这对今后部署找矿

t作且.在亚婪指导意义，专题组还对 53·' 何 7RI 两矿区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根据矿化出变 ~lt

.fi 多种元素含量蚊据电剪处理和矿比蚀变垂向分4按规律研究.分理IJlt两矿区进行了深部自
矿预测 .jF取f斗了 ilr再找矿成果.关于本区成矿远景、找矿主攻方向、加强深霄，地质研究努力

‘ Ut.i军目;后仇丰fl¥.使中铀矿的战矿新思路、成矿远措I走没有利地段选怀和已费n矿区深部盯

R

二3il2z EZ』画二CJ; ,;7:.:1二::::1;三寻，巳 J9 r.Of: 1，，1 二3 二卫
部3

燕辽虑，智商段囔僚罗世火山盆地分布屁幢威，
远景区崩示章回

I • ~I J:~己币1:1!!-生 III 盆地;
砾，湾捎回 1£ 向r，;

: ·lItf章，世'，1( 111 盆跑;

7.1>(蜡E挂断费s

l. 占室代革廉;

且，华北跑台北绩'酣.;

~.J可曹武纪基麽;

5. 费山"在向

~. I.... 撮幢虞矿运最区晨"号g

IQ. 锄，床曳编哈.

67'预测等 1i丽的认识相建议，在解研工作进程中.曾多次在各种专题会议上进行交流.得到

地质局领导何生产单位的重视和来纳.并据此调暨了找矿工作部署.有的已取得了重要提矿
鹰果和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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