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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相山西部河元背菱形断块构造特征
及其与铀成矿的关系
许健俊
（ 核工业二七○研究所， 南昌
摘

要

３３０２００）

相山铀矿田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火山岩型铀矿田，其内铀矿化与断裂构造紧密相连。 相山西部已探明

１２ 个矿床，在平面上多数分布于 ＮＥ、ＮＷ 向构造围成的菱形断块内，少数处于 ＮＥ、ＮＷ 向构造交汇部位及
附近。 菱形断块自西向东分别为：河元背、居隆庵、芙竹坪 ３ 个菱形断块。 河元背菱形断块内发现 ４ 个矿

床，有湖港、河元背和牛头山铀矿床以及近年来探明的河元背 ８ 号带矿床，断块内构造发育，主要有 ＮＥ

向、ＮＮＷ 向、近 ＳＮ 向构造共同控制着断块内铀矿化的产出。 铀矿体赋存于断裂构造破碎带或裂隙带中。
显然，构造对河元背菱形断块内铀矿化具控制作用。
关键词

河元背菱形断块

中图分类号：Ｐ６１９．１４

０

构造

铀矿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７８０１（２０１８）０８－１５４８－０６

引言

火山盆地（ 核工业北京第三研究所，１９８０） ，受制于
相山大型火山塌陷盆地。

相山矿田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火山岩型铀矿

相山火山塌陷盆地呈近东西向椭圆形，基底以

田，探明的铀矿资源量大，有着中国铀都之称。 其铀

新元古界震旦系绿片岩相—低角闪岩相中低变质岩

资源储量规模仍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前人在相山

系为主。 盖层为巨厚火山岩系，火山活动具有两个

地区开展铀矿地质勘查工作已有 ５０ 多年历史，并具
有丰硕的找矿成果，发现和落实了大、中、小型铀矿
床 ２０ 余个。

相山矿田内铀矿床空间展布主要分为：北部铀

矿体通过东西向基底断裂带控制、中部铀矿体通过
东西向基底断陷带控制、西部铀矿体通过北东向基
底断裂带控制，且东西向基底断裂与北东向基底断
裂带交汇部位矿床规模变大、品位变高。 相山西部
至今为止发现 １２ 个铀矿床。

１

矿田地质背景
相山火山盆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夏板块与扬子

板块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碰撞接壤部位，位于我
国重要的铀成矿带———ＮＥ 向赣杭火山岩型铀成矿
带南西端地，其平面形态为椭圆状，是一大型塌陷式

明显的旋回，主要形成打鼓顶组、鹅湖岭组的一套火
山熔岩类，大规模火山活动之后，在盆地内部还出露
次火山岩。 因火山塌陷作用，在火山盆地内部及外
缘产生环形或半环形塌陷构造（ 图 １） 。 因此，相山
火山盆地构造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断裂构造、二
是火山构造，且均发育。

相山火山盆地基底 构 造 有 ４ 组， 分 别 为 ＥＷ、

ＳＮ、ＮＥ、ＮＷ 向，主要以 ＥＷ 为主，其中 ＮＥ 向的遂
川—抚州深大断裂是复活的基底构造，相山火山盆
地受制于深大断裂；盖层构造是重要的控矿构造，通

过基底构造的继承和发展而来， 以 ＮＥ 向为主导，
ＮＷ 向次之。 盆地西部邹—石断裂带就是由基底断
裂发展起来的，其构造活动具明显的多期性，经历了
左旋走滑、伸展拉张、压扭等阶段。 相山西部盖层构
造不仅 ＮＥ 向断裂发育，而且 ＮＷ 向断裂也较发育，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０７
［ 作者简介］ 许健俊，男，１９８９ 年生，硕士，工程师，从事铀矿地质勘查及成矿理论工作；Ｅ－ｍａｉｌ：ｘｊｊ２７０＠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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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相山矿田地质略图

１—第四系；２—上白垩统南雄组；３—上侏罗统鹅湖岭组上段；４—上侏罗统鹅湖岭组下段；５—上侏罗统打鼓顶组上
段；６—上侏罗统打鼓顶组下段；７—上三叠统安源组；８—下石炭统华山岭组砂岩；９—震旦系；１０—花岗斑岩；１１—加
里东期花岗岩；１２—断裂、推测断裂；１３—大、中、小型矿床

两者相互夹持构成菱形构造系统，自西向东分别为
河元背、居隆庵、芙竹坪 ３ 个菱形断块，其对铀矿床
定位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２

河元背菱形断块内构造特征
相山西部 河 元 背 菱 形 断 块 由 ＮＥ 向 王 龙—土

塘、芜头—小陂与 ＮＷ 向东堆—社背、西山—当前断

２ １

北东向断裂构造
ＮＥ 向构造属于断块内主干构造，主要有矿田区

域性的王龙—土塘断裂、芜头—小陂断裂和 Ｆ４ 断裂
构造。
２ １ １

王龙—土塘断裂

南起东堆以南，北至白垩系红层。 从南至北分

裂所夹持（ 图 ２） ，由于区域 ＮＥ 向断裂的左旋走滑

别错移震旦系变质岩、上侏罗统火山岩及白垩系红

配套的裂隙构造，这些扭裂带（ ＮＮＷ 向河元背—小

４５°，倾向北西，倾角 ７０° ～ ８５°；发育有棱角状构造角

矿提供了构造条件。 迄今为止在河元背菱形断块内

砾的主要成分为碎斑熔岩，其次为变质岩、流纹英安

作用，产生了一系列近 ＳＮ 向、ＮＥ 向的扭裂带及相
陂断裂、ＳＮ 向苦命山—小陂断裂带等） 为区内铀成

发现 ４ 个矿床，即：湖港、河元背、牛头山铀矿床以及
近年来探明的河元背 ８ 号带铀矿床。

层，长 ７ ｋｍ， 宽 约 １０ ～ ４０ ｍ 不 等， 走 向 北 东 ３０° ～

砾岩、构造透镜体、糜棱岩、构造泥及近水平擦痕，角
岩及少量花岗斑岩，发育有绿泥石化、水云母化，显
示压扭性特征。

２ １ ２

芜头—小陂断裂

平行于邹家山—石洞断裂带，贯穿整个矿田，两
１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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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界面复合，构成湖港矿床主要的导、配矿构造。

２ ２

北北西向河元背—小陂断裂（ Ｆ 河－小 ）
该断裂不仅是河元背、牛头山矿床的导矿构造，

更是一条配矿构造。 北起河元背村以北，经小陂至
石洞附近，走向 ３４０° ～ ３５０°， 倾向南西， 倾角 ６５° ～

８２°，全长约 ５ ｋｍ，宽几米至十几米，最宽达 ４８ ｍ。
延伸稳定，距地表 １０００ ｍ 深处仍有水平厚度为 ４ ｍ

多的强烈破碎带。 构造带发育有构造角砾岩、构造
糜棱岩及构造泥，局部地段被后期的硅质脉穿插、胶
结，形成硅化破碎带，常见有后期构造的斜冲擦痕，
为一条张扭性断裂，整个构造均发育有不同程度的
水云母化蚀变。 构造带中心部位，岩石破碎且蚀变
强烈，向两侧逐渐变弱，直至正常的围岩。

２ ３

南北向断裂构造
相山火山盆地西部 ＳＮ 向断裂是相山盆地西部

重要的导、容矿构造，其控制着许多大、中、小型铀矿
床矿体的产出，如大型铀矿床居隆庵、中型河元背 ８

号带，小型湖港铀矿床等，且近 ＳＮ 向断裂在火山盆
图２

相山矿田西部河元背菱形断块地质略图

１—第四系残坡积物；２—上白垩统南雄组砂岩、砂砾岩；３—上侏
罗统鹅湖领组碎斑熔岩；４—上侏罗统鹅湖岭组砂岩；５—上侏罗
统打鼓顶组流纹英安岩；６—上侏罗统打鼓顶组砂岩；７—震旦系
变质岩；８—斑状花岗岩；９—花 岗 斑 岩；１０—实 测、 推 测 断 裂 构
造；１１—大型铀矿床；１２—中型铀矿床；１３—小型铀矿床

端分别延伸至盆地边缘基底变质岩中，是相山西部居
隆庵断块的西侧边界断裂，具有明显的控岩控矿作
用。 长 １４ ｋｍ，宽约 １０ ～ ４０ ｍ，走向北东 ３０° ～ ４０°，倾
向北西，倾角 ７０° ～ ８５°，构造角砾岩、构造透镜体、糜

地铀矿床中较普遍产出（ 邵飞，２０１３） 。 河元背菱形
断块内苦命山—小陂南北向断裂最为典型。

苦命山—小陂断裂带为近年来所发现的河元背

８ 号带的主要控矿构造。 南自小陂村，与北东向芜
头—小陂断裂交接，经河元背村东，向北延伸至北部
花岗斑岩边缘的苦命山附近，全长 ４ ２ ｋｍ，宽 ２０ ～

１００ ｍ，规模大于“ 居隆庵” 断块内的所有近南北向
构造。 地表被碎斑熔岩风化层覆盖，局部见硅化破
碎带，走向南北，西倾，倾角 ６５° ～ ８４°。 近断裂的裂
隙由南北渐变为北北东走向，呈现出明显的“ 牵引”

现象，主干断裂的构造破碎强烈，从边部至中心依次

棱岩、构造泥及近水平擦痕发育，其压扭性断裂特征

出现水云母化蚀变岩，赤铁矿化碎裂岩，硅化、赤铁

明显。

矿化构造角砾岩，其内发育规模不等挤压透镜体，透

２ １ ３

Ｆ ４ 断裂

产于湖港矿床的碎斑熔岩、流纹英安岩中，主要
由深部钻探工程控制，走向北东 ２３°，倾向北西西，倾
角 ７５°左右，长约 １ ０ ｋｍ，破碎带宽 ２ ～ ５ ｍ，发育有构
造角砾岩、糜棱岩，角砾的主要成分南端碎斑熔岩、北
端花岗斑岩，胶结物主要为胶状硅质、高岭土、赤铁
矿、水云母等蚀变矿物。 表现为压扭性断裂，两侧裂
隙密集，裂隙多为硅质脉及赤铁矿脉充填；断裂带与
正常岩层间界面分明，结构面光滑平整。 深部与控矿
１５５０

镜体之间可见较多浅色石英细脉穿插，构造性质为
张扭性。 该断裂带往深部延伸稳定，具多期多阶段
演化特征。

３
３ １

铀矿化特征
铀矿化空间分布
河元背菱形断块内已发现湖港、河元背、牛头山

铀矿床及河元背 ８ 号带矿床，矿床定位于东西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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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河元背地区 ３３ 线剖面示意图

１—上侏罗统鹅湖领组碎斑熔岩；２—上侏罗统打鼓顶组流纹英安岩；３—上侏罗统打鼓顶组砂岩；４—花岗
斑岩；５—构造破碎带；６—实、推测地质界线；７—钻孔；８—工业矿体、矿化体

元背—凤岗断陷带与河元背菱形断块围限断裂复合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发生于矿石矿物沉淀之前，结

部位。

束于矿石矿物沉淀之后。 矿床的成矿作用阶段，都

湖港、河元背、牛头山铀矿床勘查深度一般在

３００ ｍ 以上，河元背 ８ 号带矿床勘查深度最深达到
９６０ ｍ，赋矿岩性主要为上侏罗统鹅湖岭组上段碎斑
熔岩（ Ｊ３ ｅ ） 和上侏罗统打鼓顶组上段流纹英安岩
２

（ Ｊ３ ｄ ） ，矿 体 均 为 盲 矿 体， 以 脉 状、 群 脉 状 产 出 于
２

ＮＥ、ＳＮ 向构造及其旁侧裂隙密集带、火山熔岩不同

是叠加在前期蚀变岩石之上，它是进一步改造前期
蚀变岩石的过程，因此蚀变与矿石的形成在成因上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蚀变的近矿岩石面积要比矿
体面积大得多，同时在找矿时遇见蚀变岩石的机会
常常要比直接发现矿体露头的机会多，所以蚀变可
作为一项重要的找矿标志。 伴随矿化所发生的蚀变

岩性界面附近。 可见，构造界面、岩性界面是铀矿化

岩是矿体前缘或是侧缘围岩。 一般情况下，应先发

有利赋存部位。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在火山熔岩

现蚀变岩，而后才看到矿体。 因此，对于找矿评价工

之下发现了花岗斑岩，花岗斑岩及其内外接触带亦

作来讲，蚀变岩石在空间上的变化（ 水平和垂直分

是铀矿化产出部位，花岗斑岩正上方火山熔岩界面

带） 研究， 不仅对一个点、 带前景评价有着重要意

附近矿体密集成群产出（ 图 ３） 。

３ ２

围岩蚀变特征

义，而且是攻深找盲工作的重要利器。
围岩蚀变具多阶段作用和空间叠加的特点，多
期次的蚀变往往以构造裂隙（ 群） 为中心向两侧对

围岩蚀变是成矿流体运移通过的痕迹，是在一

称拓展，具较明显的分带性。 成矿早期到成矿期，蚀

定温度、压力和组分的流体作用下，流体与岩石相互

变作用增强，但幅度逐渐减小，蚀变中心一般为强萤

作用的产物（ 黄志章等，１９９９） ， 这种成矿流体作用

石—水云母化，旁侧为成矿早期的赤铁矿化，最外侧
１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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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矿前期较宽的水云母化、钠长石化形成的灰色蚀

继承并演化的断裂具重要的导矿作用，其控制了湖

原岩中的钾长石、斜长石、石英、黑云母等为钠长石、

块内定位。

变带。 成矿前蚀变通常称为“ 褪色蚀变带” ，表现为

港、河元背、牛头山、河元背 ８ 号带铀矿体在菱形断
由 ＮＥ 向构造左旋走滑而产生的近 ＳＮ 向构造，

水云母、绿泥石、碳酸盐交代，蚀变较弱但幅度较宽。
早期成矿阶段：即赤铁矿化阶段，矿化较弱，矿
石品位较低，以钠长石化、赤铁矿化为其特征，常伴
有碳酸盐化、水云母化、绿泥石化。 蚀变较强而幅度
较窄。

是河元背菱形断块内重要的容矿构造，尤其当其与
ＮＥ、ＮＷ 向断裂复合并相互作用，使组间界面强烈
形变，且其两侧一定范围内形成一定规模的破碎空
间，构成半开放、半屏蔽体系，这为后期含矿热液的

主要成矿阶段：即萤石、水云母化阶段，矿化较

运移及沉淀富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范洪海，

化阶段形成的早期矿化之上，以强萤石化和强水云

２００３） ，对湖港、河元背 ８ 号带铀矿床铀矿体的产出

母化为其特征，常伴随有一定程度的碳酸盐化、磷灰

容矿构造表现为裂隙密集带形式，其规模、形态

强，矿石品位较高，矿化脉叠加于钠长石化、赤铁矿

石化和硅化，并沿同一裂隙充填，矿化蚀变作用强
烈，蚀变幅度进一步变窄。
晚期脉体活动阶段，常发育水云母化、碳酸盐
化、绿泥石化、萤石化及硅化，它们形成的脉体切割
早期矿脉。

３ ３

矿石特征
矿石矿物成分简单，主要为沥青铀矿，局部见铀

钍石；伴生的金属矿物有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少
数矿石中间较见的黄 铁 矿 （ 有 时 还 有 较 多 的 闪 锌
矿） 与沥青铀矿共生。 脉石矿物主要有绢云母、萤
石、微晶石英，局部见磷灰石、方解石或粘土矿物。
据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围岩蚀变划分的矿石类型
主要有铀—赤铁矿型、铀—萤石、水云母型。 铀—赤
铁矿型矿石主要为角砾状构造，赤铁矿呈微粒浸染
状分布在角砾中。 绿泥石多充填在红化的角砾之
间，铀矿物主要呈细小点状、发丝状或细小条带状及
微粒集合体存在于胶结物中，与绿泥石紧密伴生，铀
－ 萤石型铀矿石， 是区内的主要工业矿石， 品位较

具控制作用。

及发育程度均对铀矿体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 由单
条或单组裂隙控制的矿体规模较小、品位偏低；而多
组裂隙复合相交所组成的裂隙密集带，则可形成厚
度大、品位富、延伸规模长的富铀矿体（ 周玉龙等，

２０１１） 。

５

结论
（１） 相山火山盆地构造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

是断裂构造、二是火山构造。 盆地基底构造以 ＥＷ

向断裂构造为主，盖层构造以 ＮＥ 向断裂构造为主，
并与火山构造组成环形的构造格架。

（２） 河元背菱形断块的 ＮＥ、ＮＷ 向构造长期活

动，成矿期 ＮＥ 向构造左旋走滑，ＮＷ 向构造左旋位
移，并使得基底 ＳＮ 向构造复活贯通到火山盖层或
形成新的 ＳＮ 向构造线。

（３） 河元背菱形断块中的 ＮＥ、ＮＷ 向构造为成

矿流体运移提供了通道，在 ＮＥ、ＮＷ 向构造及其旁
侧裂隙、成矿期形成的 ＳＮ 向构造等为矿质卸载提

高，可见独立的沥青铀矿，主要为浸染交代状构造，

供了空间，卸载空间内构造界面、火山熔岩不同岩性

按其浸染形式和交代作用的强弱，又可分为矿巢状

界面及隐伏花岗斑岩的内、外接触带控制了矿体的

构造、残斑交代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等。

定位。

４

山盖层的构造，不仅在空间上围限了菱形断块，而且

构造与铀成矿的关系
据河元背菱形断块构造特征分析，结合断块内

铀矿化空间产出及矿化特征，认为构造与铀成矿关
系密切，构造对铀成矿具明显控制作用。

由矿田 ＮＥ、ＮＷ 向基底断裂演化并贯通到火山

（４） 继承 ＮＥ、ＮＷ 向基底断裂并演化其通到火

具导矿作用，控制了湖港、河元背、牛头山、河元背 ８

号带铀矿床在菱形断块内定位；近 ＳＮ 向构造控制
了河元背菱形断块内湖港、河元背 ８ 号带铀矿床铀
矿体的产出，其构成了重要的容矿构造；表现为裂隙

盖层的构造，不仅在空间上围成菱形断块，而且具明

密集带形式的容矿构造，其裂隙发育程度及其相互

显的控岩控矿作用。 就控矿而言，这些对基底断裂

连通性，直接控制了铀矿体的空间定位及矿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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