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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铀矿矿床类型及成矿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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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１００）

陕西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资源大省之一，许多矿种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陕西是我国重要的铀矿成矿
远景区之一，铀矿床主要类型有花岗岩型、混合岩型或变质岩型、碳硅泥岩型、砂岩型和伟晶花岗岩型，伟
晶花岗岩型铀矿床是陕西省独特的铀矿类型。 文章分别从地质背景、矿体规模、赋矿层位、控矿构造、成
矿时期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分别论述了铀矿床的成矿类型，对陕西铀矿的成矿模式进行了探讨和总结，以
期为今后陕西省铀矿的勘探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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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铀矿床主要有砂岩型、花岗岩型、火山岩型
及碳硅泥岩型四大类型。 陕西省铀矿床主要类型有
花岗岩型、混合岩型或变质岩型、碳硅泥岩型和砂岩
型，类型多样。 伟晶花岗岩型铀矿床是我省独特的

处、宝鸡 ２ 处、渭南 ２ 处、西安 ４ 处、商洛 ５ 处、安康 １
处、汉中 １ 处。

２

主要成矿类型及模式

铀矿类型。 从目前勘查成果看，花岗岩型铀矿床和

从陕西省实际出发，突出陕西省铀矿床的特点，

变质岩型铀矿床为我省主要成矿类型；从工作程度、

采用容矿主岩为主兼顾地质成矿作用。 将陕西省铀

成矿条件和找矿潜力分析，我们认为砂岩型铀矿将

矿床分为陆相碎屑岩型砂岩型、花岗岩型、伟晶花岗

成为陕西省铀矿勘查主攻类型，勘查程度低、成矿条

岩型、碳硅泥岩型、变质混合岩型等五大类型，主要

件好、找矿潜力巨大。

成矿特征及成矿条件概要论述如下。

１

２ １

概况
陕西省铀矿床成矿的时控特征明显，铀成矿时

代延续期长，主要有 ４ 个成矿期，即加里东期、华力

丹凤三角地区伟晶花岗岩型铀矿
成矿类型及模式
伟晶花岗岩型铀矿床是陕西省重要的铀矿类型

西期、燕山期和喜山期均有成矿作用发生；省内已探

之一，矿 床 含 矿 主 岩 为 伟 晶 状 花 岗 岩 脉 （ 伟 晶 岩

构造位置，多集中在地台边缘和相邻的褶皱带中，同

带控制，成岩与成矿时间相近。 铀矿物主要为晶质

明的 １６ 个铀矿床的产出空间位置和铀成矿带所处

我国铀矿分布规律一致；省内已发现的 １６ 处铀矿床
除 ２ 处为大型外，其余均为中小型矿，以小型矿居
多；铀矿床矿石平均品位以中、低品位居多，矿床 Ｕ

平均品位最低 ０ ０５％、最高 ０ １８３％，１５ 个矿床的算
术平均品位为 ０ １３９％；由于地壳的铀丰度不均匀
性，陕西省铀矿床在地理分布上也很不均匀，延安 １

脉） ，属于岩脉型。 铀矿化受岩脉和脉旁侧的混染
铀矿。 主要分布在陕西省东南部丹凤三角地区，已
探明的有陈家庄、光石沟、高山寺等铀矿床。 该地区
伟晶岩极为发育，数量多、分布广，是国内伟晶花岗
岩型铀成矿最有利的地区。 铀成矿特征如下（ 冯张
生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

（１） 铀矿体产出在前寒武系断块区，沿背斜穹隆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４
［ 第一作者简介］ 李娟，女，１９７９ 年生，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铀矿勘探、选区、立项工作；Ｅ－ｍａｉｌ：１１２２８５８２０＠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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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蓝田 ４０１ 铀矿区花岗岩型矿床成矿模式图

混合岩化、花岗岩化强烈，各种伟晶岩脉分布在变质
岩、混合岩化岩和花岗岩内。 产铀伟晶花岗岩脉多
分布在花岗岩体边缘顺变质岩层产出。

（２） 铀矿体赋存在含矿岩脉及其旁侧同化混染

带内，以盲矿体为主，矿化垂幅大于 ５５０ ｍ。 矿体成
群出现，形态简单，呈板状。 单个矿体长 １６０ ～ ８０５

ｍ，矿体平均厚度 ２ ～ ７ ｍ，矿体产状稳定，矿体沿走
向延伸，连续性好。

（３） 铀矿石以晶质铀矿为主，有少量硅钙铀矿、

岩。

（２） 在经受多期次强烈的构造活动中，形成了
规模较大的、有利于铀矿体赋存的 ＮＥ － ＮＮＥ 向断裂
及其构造破碎带，铀矿化体与断裂构造产状基本一
致，一般呈透镜状、薄层状及不规则状，并成群出现。
（３） 发育了多期次的热液蚀变，特别是成矿期

含铀的紫黑色萤石化、赤铁矿化、绿泥石化等，当萤
石化、赤铁矿化及绿高岭石化在构造带中同时出现
时，预示着深部有工业铀矿化。

（４） 近地表存在较多的铀矿化点（ 带） 和有利

氢氧铀矿、铀黑等次生铀矿。

（４） 成矿机理探讨：早古生代秦岭以南的古洋

壳向北俯冲，导致幔源流体上涌，对秦岭群进行渗
透、交代，产生超变质作用，形成灰池子花岗岩体。
在此过程中铀从地层中活化出来，加入到幔源流体
中。 早古生代晚期随着洋壳俯冲加剧，高温流体作
用于秦岭群黑云斜长片麻岩，使之部分熔融，形成富

的铀矿化晕。 铀矿床、矿点及矿化点一般产于花岗
岩内接触带 ０ ～ ３０００ ｍ 范围内， 多数在 １０００ ｍ 以
内。

２ ３

黑色岩系碳硅泥岩型铀矿成矿类型
及成矿模式

含挥发分和成矿元素的花岗质熔浆，在灰池子、黄龙

该类型铀矿床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安康、略阳一

庙岩体所及的有利构造部位侵入、结晶分异形成了

带黑色岩系地层中，涉及地层主要为志留系、寒武—

赋铀矿的伟晶岩脉。

２ ２

蓝田牧护关花岗岩型铀矿成矿类型
及成矿模式
花岗岩型铀矿床是陕西省重要的铀矿类型之

一，主要分布在陕西省蓝田牧护关地区，铀矿床产于
花岗岩体内部，矿床受构造控制。 含矿主岩为碎裂

奥陶系。 成矿特征如下（ 黄同超等，２０１４） ：

（１） 铀矿床受褶皱带和地台边缘过渡带控制，

矿床总体排列方向与褶皱带的方向一致。

（２） 矿床具层控性和多层性。 这类矿床受层位

控制，控制地层为震旦系、下寒武统、中下志留统等
黑色岩系地层碳硅泥岩层位内。

（３） 矿化岩性复杂。 矿化岩性总体为富含有机

花岗岩、花岗碎裂岩，矿化蚀变为黏土化、高岭土化

质和黄铁矿的炭硅质岩—硅岩—泥岩—碳酸盐岩组

等。 矿体呈锥状、透镜状、脉状，产铀岩体主要为印

合，赋矿岩性主要有硅质岩、泥灰岩、硅灰岩、硅质板

支—燕山期，成矿时代主要为白垩—新近纪，成矿模

岩等。 它们在空间上多为形态复杂的透镜体，沿走

式图见图 １，成矿特征如下（ 白建昌等，２０１４） ：

（１） 铀矿化有利围岩为中等破碎的中粒花岗

岩、二长花岗岩，其相带为燕山早期第一次侵入花岗

向、倾向具有膨大、收缩及分支复合的现象，铀矿化
主要赋存在复杂透镜体内，产在变异部位。

（４） 断裂，特别是层间断裂破碎带是碳硅泥岩
１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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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的控矿、储矿构造，在切层断裂与层间破碎
带相交部位，使层间破碎带宽度增大，对成矿最为有
利。

（５） 矿体形态较简单，多为透镜体状或扁豆状，

较大矿体呈层状或似层状。

（６） 伴生元素组合受矿化主岩控制，且具有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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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小而分散，主矿体不明确，垂幅 ５００ ｍ，矿体主要
呈缓倾斜层状顺层分布，品位低。

（２） 变质岩型（ 脉岩型） 铀矿床

小秦岭地区前寒武系变质岩（ 高山河组、太华
群、熊耳群） 中各种脉岩极为发育，脉岩型铀矿化的
综合特点如下：

① 桃园矿床中赋存在高山河组下亚组的变石

承性。 产于黑色炭质页岩中的铀矿石一般富含磷、
钒；硅质岩中的铀矿石一般富含钼、铜、镍；碳酸盐岩

英砂岩、砂质板岩中的细晶质长英岩脉内，铀矿体的

中的铀矿石一般富含钼、汞。

形态、产状、规模和空间分布明显受构造、岩脉控制。

（７） 成矿机理探讨：早期同生沉积富集、成矿期

华阳川矿床赋存在华山岩体和老牛山岩体之间的太

的淋积成矿和热改造成矿作用为主导。 该区铀矿床

华群上亚群黑云母斜长片麻岩中的石英—重晶石—

经历了一个多期次、漫长的成矿过程，早期的火山活

方解石脉、黑云母脉和伟晶岩脉内，以华阳川为中心

动、原岩沉积为该区铀矿化准备了物质基础，后期的
岩浆、热液、构造活动、地下水的作用为铀元素的富

构成了东西长 ５ ｋｍ 的脉岩和矿化、异常密集区。

② 铀矿物比较复杂，桃园矿床呈独立矿物的见

集创造了条件。 碳硅泥岩地层主要来源于海底火山

有钛铀矿、铀石、沥青铀矿、铀黑、水铀钒等，呈吸附

喷发，在海相沉积过程中，铀呈分散状较均匀地分布

矿物的有含铀赤铁矿、含铀褐铁矿、含铀粘土等；华

于岩石中，且含有有机岩、黄铁矿等一定量的还原

阳川铀矿床主要铀矿物为铌钛铀矿，其次为黄铁矿、

剂，在沉积期后，云斜煌斑岩脉的侵入和热液活动作

霓辉石、褐帘石等含铀矿物。 黄龙铺铀矿点见钶钛

用，促使部分铀元素迁移和富集，区域性的构造作

铁矿等。

用，包括褶皱和断裂破碎带的形成和风化作用，对早
期形成的矿源层和脉体进行改造，使岩石破碎、疏
松，使铀元素由低价变高价，使黄铁矿分解产生大量
的硫酸根，在地下水作用下，铀则从岩石中释放出
来，在酸性水溶液中迁移，在碳硅岩或脉岩中的层间
破碎带或褶曲构造部位沉淀富集成矿。

２ ４

变质岩型铀矿成矿类型及成矿模式
该类型按变质程度不同可分为变质岩型和混合

③ 桃园矿床铀矿体分布在钼矿体内，属于铀—

钼型矿床；华阳川矿床、巷子街矿点伴生有 Ｎｂ、Ｐｂ、
Ａｇ、Ｂｉ 和稀土元素，为铀、铌、铅综合矿化；黄龙铺矿
点属于钼—铀型矿化。

④ 桃园矿床的矿体分布在东西、南北均为 ２００

ｍ 范围内，矿体形态呈透镜状；华阳川矿体呈脉状、
鸟巢状，矿化不均匀，形态复杂。

２ ５

鄂尔多斯盆地（ 陕西省） 砂岩型铀矿成
矿类型及成矿模式

岩型两个亚类。

（１） 混合岩型（ 层间破碎带型） 铀矿床

该类型铀矿化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盆地陕北地

见于陇宝矿化集中区秦岭群混合岩中，以大底

区，在陕西省黄陵—彬县、横山—神木、白水—韩城

村铀矿床为代表，其主要成矿特点是：矿床位于北秦

一带。 陕西省砂岩型铀矿的成矿特征如下（ 张金带

岭褶皱带、北祁连褶皱带和华北地台三大构造单元
交汇部位，构造—岩浆活动活跃。 前古生代地层普

等，２０１０；韩效忠等，２００８） ：

（１） 矿床赋存层位以中侏罗统和下白垩统为

遍遭受变质和混合岩化，有华力西—燕山期花岗岩

多。 此外，在上三叠统、石炭—二叠系中发现砂岩型

侵入，形成关山复式岩体，铀矿床产在关山—牛头山

铀矿化。 中侏罗统和下白垩统是陕西省已知砂岩型

岩体外接触带的变质岩中；含矿主岩以混合岩成矿

铀矿床的主要赋矿层位。

最好，混合岩化黑云母斜长石片麻岩夹层成矿次之，

（２） 砂岩型铀矿产在上下为隔水层的砂岩层

黑云母角闪斜长片麻岩最差；矿化富集受构造、岩

内，即承压含水层内。 含矿层砂岩体中一般富含炭

性、接触带等多种因素联合控制，其中岩体接触面的

屑、黄铁矿、有机质等吸附还原物质，并与矿化关系

凹部，背斜的倾伏端，北东、北西和南北向断裂交汇

密切。

部位，３ 组断裂构造等均与有利的含矿岩性有关；矿
１０９６

（３） 矿床及其外围都有一套完整的古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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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地下水和地表水的补给、径流、排泄系统。

（４） 砂岩型铀矿床是一种外生后成铀矿床，与

母，析出 Ｋ ＋ 和 Ｆｅ ３＋ ；长石蚀变形成高岭石和绿泥石，
杂基蚀变主要形成绿泥石。 上述矿物蚀变在古氧化

富氧地下水活动有关，在目的层砂体中氧化带发育。

带前锋线附近形成氧化—还原过渡环境。 地下水中

这种氧化带可分为潜水氧化带、层间氧化带（ 承压

的铀一部分被氧化带（ 过渡带） 中的炭化植物碎屑、

水氧化带） ，不论潜水氧化带铀矿床还是层间氧化
带铀矿床，其共同特点均受氧化带控制。

（５） 铀矿体以盲矿体为主，矿体形态随控矿条

件不同而有所区别，平面上呈蛇曲状不规则展布。

（６） 矿体品位变化较大，多为低品位，个别区段

为富矿石（ 店头） ，常见铀矿物有沥青铀矿、铀石、铀

黑等各种次生铀矿物。 伴生元素有 Ｓｅ、Ｍｏ、Ｓｃ、Ｒｅ、
Ｖ 等。

（７） 根据黄陵地区店头铀矿床成矿要素以及铀

氧化的钛铁矿边缘、绿泥石、蒙脱石等吸附形成吸附
铀沉淀下来，另一部分被还原为 Ｕ ４＋ 形成沥青铀矿
而沉淀下来，形成铀矿床。 由于受砂岩层倾角缓及
下部煤层气和油气沿 断 裂 和 延 安 组 顶 部 一 些 “ 天
窗” 扩散上溢作用的影响，形成了以板状为主，卷状
较少的 矿 体， 矿 床 为 “ 古 层 间 氧 化 带 砂 岩 型 铀 矿
床” 。

③ 还原保矿作用阶段

晚白垩世盆地开始进入整体抬升期，由于剥蚀

矿体产出特点，其成因属于古层间氧化作用成矿叠

作用导致煤系地层载荷锐减，煤层气、油气大量析出

加油气还原改造类型砂岩型铀矿，成矿过程基本上

逸散。 特别是到古近纪渭河断陷发育时，一方面源

可分为含矿岩系沉积预富集阶段、古层间氧化作用

于秦岭的富铀富氧流体被切断，失去了铀源供给，古

成矿阶段、还原作用成矿保矿阶段。

层间氧化作用发育停顿，铀矿化富集也随之停止；另

① 预富集阶段

一方面盆地南缘断裂构造派生的次级断层可以切穿

直罗组下段辫状—曲流河相灰色砂岩建造是铀
成矿的物质基础，其铀含量为（２ ～ ４） × １０ －６ ，具有明

含煤岩系和含铀岩系，断层就成为油气、煤层气源源

显的偏高背景；对工作区内中生代地层，运用钻孔定

内部氧化与还原的地球化学场发生重大变革，由于

量伽玛测井资料统计直罗组辫状河灰色砂体伽玛底

源于含煤岩系的还原能量逐渐弱于蚀源区的氧化能

数值平均达 ３ ５５ｎＣ （ ｋｇ ｈ） －１ 。 直罗组在潮湿气候

不断地运移到铀储层中的输导通道，这时，在铀储层

量，古层间氧化带便发生区域性的二次还原蚀变作

条件下接受沉积，沉积砂岩中含有大量的植物碎屑

用，使紫红色的古层间氧化带进而演变为绿色和灰

和腐殖层，对铀具有吸附作用，形成富铀地层，为后

绿色，二次还原过程有利于铀矿体完好保存。

期层间氧化作用和铀的搬运富集提供了铀源基础。

３

② 古层间氧化作用成矿阶段

结论

鄂尔多斯盆地南缘双龙地区在晚侏罗世—早白

上述铀成矿类型及模式的探讨和研究是初步

垩世早期的抬升运动，使盆地东南部蚀源区及直罗

的，仅反映了陕西省主要铀矿类型的成矿环境、成矿

组长期暴露地表并遭受风化剥蚀，古气候由潮湿转

条件、主要控矿因素及其成矿作用的特点。 随着地

变为干旱—半干旱。 该时期为含氧含铀水补给的鼎

质勘查及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找矿成果资料的

盛时期，地下水由大气降水和基岩裂隙水补给。 在

积累，对这些地区的铀成矿规律的认识将会不断深

氧化环境中，Ｕ 呈六价（ Ｕ ） ，Ｕ 易于淋失并迁移，
６＋

６＋

含氧水活化基岩以及赋矿砂岩中的铀而形成含氧含

铀水，含氧含铀水沿地层中的砂体向下渗透，形成顺
河道砂体（ 砂体为泛连通状） 的含氧含铀层间水，层
间水在砂岩层运移过程中将预富集的铀不断淋出，
在径流过程中对赋矿砂岩中的黄铁矿、钛铁矿、炭
屑、黑云母、长石颗粒心以及砂岩杂基等进行作用，
使得黄铁矿、炭屑消失，并形成 ＳＯ ２－
４ 根离子，地下水
呈酸性环境，有利于铀的进一步迁移；黑云母一部分
蚀变为绿泥石，一部分发生水化形成白云母或黑云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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