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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蘑菇气盆地火山岩型铀矿化
特征及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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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０５０００２；２ 东华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蘑菇气盆地处于大兴安岭火山岩带中段，位于扎兰屯火山岩型铀成矿远景带内，构造发育，火山热液活动
强烈，铀矿化异常线索丰富，铀成矿地质条件优越。 通过对区内典型铀矿点（ ７５１） 矿化特征分析，铀矿化
主要受中酸性火山岩、构造复合控制，与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硅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等热液
蚀变关系密切。 结合地质、航放、遥感等资料，对盆地内铀成矿条件进行了分析，对铀成矿远景进行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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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岩带（ Ⅱ级） 、胡稍庙—大时尼奇林场火山喷发带中

蘑菇气盆地属于大兴安岭火山岩带众多火山盆

呈北东向，断裂构造较发育，岩浆活动强烈。

部（ 席海银和马超等，２０１７） 。 区域总体构造线方向

地之一，该盆地火山岩型铀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已发

盆地基底发育古生界大石寨组、林西组中浅变

现 ７５１ 铀矿点。 以往在大兴安岭中段铀成矿选区预

质岩夹火山岩、古生界三叠系老龙头组火山岩及华

均作为 一 个 整 体 优 选 为 成 矿 远 景 区 （ 席 海 银 等，

统满克头鄂博组、玛尼吐组、白音高老组中酸性火山

测研究工作中，将该盆地和南木盆地、东沟营等盆地
２０１７；庄廷新等，１９９６；李长华等，２０１８） ，而将该盆地
作为一个单独研究对象，对其内部开展系统化的铀
矿化特征总结、铀成矿预测研究工作尚未开展。
为了明确蘑菇气盆地铀矿化特征、预测盆地内
部铀成矿远景区，本次在系统分析总结已知铀矿点
矿化特征的基础上，结合盆地地质、物探、遥感等成
矿条件分析，开展了铀成矿预测工作，以期为盆地进

力西期花岗岩、印支期花岗岩。 盖层主要为上侏罗
岩（ 图 １） 。

２

典型铀矿化特征
蘑菇气盆地主要发育 ７５１ 铀矿点，位于蘑菇气

盆地西侧，处于大架子山—诺智山 ＮＥＥ 向区域深大
断裂与 ＮＷ 向一二五公里—萨马街公社区域深大断
裂交汇处附近，铀矿化产于侏罗系上统满克头鄂博

一步工作部署提供依据。

组流纹质晶屑凝灰岩与中二叠世二长花岗岩接触带

１

附近的裂隙处，受北东向断裂构造的次级构造裂隙

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天山—兴蒙造山系大

兴安岭弧盆系，跨及扎兰屯—多宝山岛弧、二连—贺
根山蛇绿岩混杂岩带 ２ 个三级构造单元。 中生代位
于环太平洋巨型火山活动带（ Ⅰ级） 、大兴安岭火山

控制，矿化带长 ５０ ｍ，宽 ２ ～ ６ ｍ。

通过对 ７５１ 铀矿点进行地质、地面伽玛能谱测

量，铀矿化部位钾、铀、钍含量均高于背景值，均有增
高趋势（ 图 ２） 。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２６
［ 第一作者简介］ 卢辉雄，男，１９８８ 年生，在读硕士，工程师，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Ｅ－ｍａｉｌ：１５５１３１０７０６＠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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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气盆地地质矿产图

１—第四系沉积物；２—上侏罗统白音高老组；３—上侏罗统玛尼吐组；４—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５—中侏罗统塔木兰沟组；６—下三
叠统老龙头组；７—上二叠统林西组；８—中二叠统大石寨组；９—早白垩世黑云母二长花岗岩；１０—晚侏罗世二长花岗岩；１１—晚侏罗
世石英二长闪长岩；１２—早侏罗世花岗闪长岩；１３—晚三叠世正长花岗岩；１４—晚二叠世花岗岩；１５—花岗斑岩脉；１６—闪长玢岩脉；
１７—实测及推断断裂；１８—火山岩型铀矿点；１９—铁矿床；２０—银矿床；２１—铜矿床；２２—火山盆地边界

槽探揭露，该矿点赋矿岩性为上侏罗统满克头
鄂博组流纹质晶屑凝灰岩，化学分析铀平均品位可

达 ０ ６０６％。 矿化带上见硅钙铀矿、钙铀云母，主要

通过对 ７５１ 铀矿点矿化特征分析，该铀矿化发

育于流纹质晶屑凝灰岩与二长花岗岩接触带附近，
接触带裂隙密集，热液蚀变发育，铀矿化类型为属层

蚀变有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硅化、黄铁矿

间破碎带亚型，成因类型为火山热液叠加型。 铀矿

化、褐铁矿化等热液蚀变。

化主要受北东向断裂、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流纹

２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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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蘑菇气盆地 ７５１ 矿点地面伽玛能谱测量及地质剖面图

１—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２—流纹质晶屑凝灰岩；３—铀矿化带；４—硅化；５—绢云母化；６、７、８—地面伽玛能谱测量 Ｕ、
Ｔｈ、Ｋ 含量曲线；９—Ｕ∗Ｋ ／ Ｔｈ 含量曲线；１０—地面伽玛能谱测量点

质晶屑凝灰岩、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硅

相间出现，导致了盖层中存在多个构造界面和岩相

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等热液蚀变等复合控制。

组合界面，这种界面，往往是机械物理性质、地球化

３

学性质变异的部位，也是铀矿床（ 体） 定位的最有利

３ １

铀成矿条件分析
基底条件
盆地基底发育古生界大石寨组、林西组中浅变

质岩夹火山岩、中生界三叠系老龙头组火山岩及晚

部位。
区内与铀成矿关系密切的满克头鄂博组流纹岩
平均铀含量为 ４ ７８ × １０ －６ ，流纹质岩屑晶屑凝灰岩
平均铀含量为 ４ ９９ × １０ －６ （ 范月野等，２０１８） ，该类岩
石铀含量高，易破碎，孔隙度大，便于铀的迁移，在有

三叠世花岗岩、早侏罗世花岗岩、晚侏罗世—早白垩

利的构造部位易形成铀矿化。

世花岗岩。

３ ３

基底多期次岩浆活动强烈，发生多次铀元素的
富集作用。 其中大石寨组、林西组铀相对富集，铀含
量分别为 ５ ６９ × １０ －６ ～ ６ ４５ × １０ －６ ；晚三叠世、早侏罗
世壳源型重熔型花岗岩、碱性花岗岩岩浆活动铀富
集期，铀含量为 ６ ７５ × １０ －６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中

酸性、酸 性 火 山 岩 浆 活 动 铀 富 集 期， 铀 含 量 为 ６ ×
１０ －６ ～ １０ × １０ －６ 。 多次的铀富集作用奠定了研究区铀

构造条件
研究区处在 ＮＥ 向大兴安岭主脊—林西、大架

子山—诺智山及 ＮＷ 向一二五公里—萨马街公社区

域断裂交汇部位，其中 ＮＥ 向大兴安岭主脊—林西、
大架子山—诺智山断裂分别控制盆地东、西缘，次级
断裂发育。

ＮＥ 向区域性大断裂属于在火山岩隆起带上长

成矿的铀源基础。

期活动的深源切壳大断裂，具有多期活动特征，控制

３ ２

区域火山岩浆活动，是区域含铀热液活化迁移及向

盖层条件

上运移通道，区域内南木、乌兰河等地区铀矿（ 化）

研究区盖层主要为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玛

点主要分布在该断裂两侧，区域性大断裂对铀矿化

尼吐组、白音高老组中酸性火山岩，具有多旋回性。

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其次级断裂发育，形成的次级

其中满克头鄂博组、玛尼吐组、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具

断裂破碎带为铀矿化的富集提供了场所，研究区已

有分布广、厚度大、韵律多和夹有少量正常碎屑沉积
等特征，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碎屑沉积岩的

发现的 ７５１ 铀矿点即产于北东向断裂构造的次级构
造裂隙带内。

２６０７

矿

３ ４

产

蚀变条件
据研究，大兴安岭中南段所发现的铀矿化、异常

点（ 带） 热液蚀变总体上可分为面状和带状展布，面
状蚀变主要为褐铁矿化、绿泥石化、高岭石化、碳酸
盐化等，带状蚀变主要为硅化、萤石化、黄铁矿化、褐
铁矿化、赤铁矿化、蛋白石化、绿泥石化、钠长石化、
水云母化，与中国东部中生代（ 燕山期） 火山岩型铀
矿床的近矿围岩蚀变特征相似（ 李长华等，２０１８；刘
庆等，２０１１；王青等，２０１６） 。

研究区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硅化、黄

铁矿化、褐铁矿化等热液蚀变发育，与大兴安岭中南
段铀矿化、异常点（ 带） 热液蚀变较为相似，表明研
究区内具有与铀成矿相似的热液蚀变条件。

３ ５

航放特征
利用笔者单位 ２０１３ 年在研究区开展的 １ ∶ ５ 万

高精度航空放射性测量数据，通过数据处理发现，研
究区分布有多处航放铀高场、铀增量高值晕、活性铀
低值晕、铀钾比值高值晕、铀钍比钾高值晕、铀钾比
钍高值晕。 航放综合异常晕多呈 ＮＥ 向、近 ＮＷ 向
及近 ＳＮ 向展布，受构造控制作用明显，异常规模较
大且复合程度较好。

对比已知 ７５１ 铀矿点航放异常特征，７５１ 铀矿

勘

查

２０１９ 年

常、遥感蚀变等铀成矿地质、物化探条件，结合区域
铀矿化特征对比分析，对研究区铀成矿潜力进行了
预测，预测二级铀成矿远景区 １ 片、三级铀成矿远景
区 ３ 片（ 图 ３） 。
（１） Ⅱ － １ 二级远景区

该远景区位于蘑菇气盆地东部乌达哈气，呈团

块状，处在区域性 ＮＥ 向大架子山—诺智山断裂西
侧，次级 ＮＥ 向、近 ＥＷ 向断裂发育，遥感解译环弧
形构造发育；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白音高老组中
酸性火山岩分布较广；航放铀钾比值高值晕、铀钍比
钾高值晕、活性铀低值晕沿 ＮＥ 向、近 ＥＷ 向断裂展
布，规模较大，套合程度较好；遥感羟基、铁染异常发
育，蚀变程度较强，受构造控制作用明显；区内已发
现 ７５１ 铀矿点，矿化带长 ５０ ｍ，宽 ２ ～ ６ ｍ，化学分析
铀平均品位可达 ０ ６０６％。 该远景区铀成矿潜力较
大。

（２） Ⅲ － １ 三级远景区

该远景区位于蘑菇气盆地北东部马鞍山一带，

呈北西向展布，处在区域性 ＮＥ 向大兴安岭主脊—
林西断裂东侧，次级 ＮＥ 向、近 ＥＷ 向断裂发育；上
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中酸性火山岩分布较广；航放
铀钾比值高值晕、铀钍比钾高值晕、活性铀低值晕分
布面积广，规模较大，套合程度较好；遥感羟基、铁染
异常发育；区内暂未发现铀矿化异常点，但对比已知

点处在活性铀低值晕、铀钾比值高值晕、铀钍比钾值

铀矿点成矿条件，远景区具有相似的成矿地质背景

标志。

和物探、遥感异常线索，具有一定的成矿潜力。
（３） Ⅲ － ２ 三级远景区

高值晕区（ 图 ３） 。 该类异常标志为有利的找矿航放

３ ６

遥感蚀变特征
研究区内铀矿化区发育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碳

酸盐化、硅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等热液蚀变。 应
用 ＥＴＭ 遥感数据铁染蚀变能有效提取赤铁矿化、褐
铁矿化，羟基蚀变能有效提取水云母化、绿泥石化。

本次采用 ＥＴＭ 遥感数据对铁染蚀变、羟基蚀变

该远景区位于蘑菇气盆地西部，呈北东东向展

布，处在区域性 ＮＥ 向大兴安岭主脊—林西断裂东
侧，次级 ＮＥ 向、ＮＥＥ 向断裂发育；上侏罗统满克头
鄂博组中酸性火山岩分布较广；航放铀钾比值高值
晕、铀钍比钾值高值晕、活性铀低值晕呈北东向展
布，规模较大，套合程度较好；遥感羟基、铁染异常发
育；区内暂未发现铀矿化异常点，但对比已知铀矿点

进行了提取，研究区遥感羟基、铁染异常较为发育，

成矿条件，远景区具有相似的成矿地质背景和物探、

主要分布于满克头鄂博组、早白垩世花岗斑岩，多呈
带状、团块状沿断裂展布。 已知的 ７５１ 铀矿点所在

遥感异常线索，具有一定的成矿潜力。
（４） Ⅲ － ３ 三级远景区

展布（ 图 ３） 。

布，处在区域性 ＮＥ 向大兴安岭主脊—林西、大架子

区域遥感羟基、铁染异常较为发育，呈面状、团块状

４

该远景区位于蘑菇气盆地南部，呈北北东向展

铀成矿预测

山—诺智山断裂夹持部位，次级的 ＮＥ 向、ＮＥＥ 向断

依据研究区基底、盖层、构造、热液蚀变、航放异

老组中酸性火山岩分布较广；航放铀钾比值高值晕、

２６０８

裂发育；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玛尼吐组、白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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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蘑菇气盆地铀成矿预测图

１—遥感解译区域断裂、一般断裂；２—遥感解译弧环断裂；３—活性铀低值晕；４—铀钾比值高值晕；５—铀钍比钾高值晕；６—遥
感羟基蚀变；７—遥感铁染蚀变；８—火山岩型铀矿点；９—火山盆地界线；１０—预测二级铀成矿远景区及编号；１１—预测三级铀
成矿远景区及编号

铀钍比钾高值晕、活性铀低值晕呈北北东向展布，规

构造复合控制，与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硅

模较大，套合程度较好；遥感羟基、铁染异常发育；区

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等热液蚀变关系密切。 铀矿

内暂未发现铀矿化异常点，但对比已知铀矿点成矿

化成因类型为火山热液叠加型，属层间破碎带亚型。

条件，远景区具有相似的成矿地质背景和物探、遥感

（２） 通过对蘑菇气盆地典型铀矿点矿化特征总

异常线索，具有一定的成矿潜力。

结，结合盆地基底、盖层、构造、蚀变、航放异常、遥感

５

蚀变等成矿条件综合分析，蘑菇气盆地火山岩型铀

结论
（１） 蘑菇气盆地铀矿化主要受中酸性火山岩、

成矿条件优越。

（３） 通过对蘑菇气盆地铀成矿预测，预测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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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成矿远景区 １ 片、三级铀成矿远景区 ３ 片，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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