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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美地区蕴藏了丰富的铀矿资源。通过对砂岩型、石英卵石砾岩型、钙质结砾岩型、火山岩型、花岗岩型、交代岩型 6 种
类型 11 个矿区进行研究，总结了它们的地质特征，初步划分出中安第斯、阿根廷北部、丘布特和南美东部 4 个铀矿成矿带，优选
出几处铀矿资源潜力区，希望对
“走出去”铀矿地质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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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 America possesses abundant uranium resources. The authors recognized six deposit types, i.e., sandstone, paleoquartz- pebble conglomerate, calcrete, volcanic, granite- related and metasomatite types, and selected 11 uranium deposits of the 6
type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ir geological features. Based on the study, the authors preliminarily delineated four uranium metal⁃
logenic belts in the continent, i.e., mid-Andean, Northern Argentina, Chubut, and Eastern South America metallogenic belts, and
preferentially proposed several potential areas of uranium resources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some information for the‘going out’of
uranium ore geolog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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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地区已探明的大型铀矿床集中分布在安

南美地区铀矿类型和成矿特征，分析铀矿找矿潜

第斯褶皱带西南部和南美地台东南部。1995 年前，

力，为中资企业在海外的铀矿投资提供信息，对于

只有阿根廷和巴西开采铀矿。最新的数据统计表

推动能源领域的合作尤为必要。

明 ，阿 根 廷 铀 矿 蕴 藏 面 积 达 30 × 10 km ，储 量 约

本文在分析南美地区主要铀矿区地质特征的

7080t，巴西铀矿储量 27.68×10 t，找矿潜力巨大。自

基础上，通过对若干矿床的总结，划分了铀矿成矿

2013 年以来，全球铀矿市场价格走低，开采投资增

区带，并对其找矿潜力进行论述。

4

2

4

幅放缓。但 2015 年全球铀矿勘采经费相比 2013 年
增长 10%，其中 38%的资金源自中国的对外投资 [1]。

1

随着资源需求日益增大，以及中国与南美经贸关系

成矿地质背景
南美大陆可大致分为安第斯造山带、巴塔哥尼

的发展，开发南美洲矿产资源已列入双边合作主

亚地台和南美地台 3 个大地构造单元。

题。由于世界上大部分已探明的主要低成本铀矿

1.1

[2]

安第斯造山带

产区都已被收购 ，寻找新的合作或独立开采或勘

安第斯成矿带纵贯南美大陆西部滨海地带，是

查的铀矿区和铀成矿远景区迫在眉睫。因此，研究

一条复杂的南北向中生代—古近纪山链，中生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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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活动大陆边缘，地层以钙碱性火山岩和火山

东南部早白垩世有大量高原玄武岩喷溢。

碎屑岩为主，北段以拉斑玄武岩和蛇绿岩为主。

这样复杂的地质构造活动，为铀矿的形成创造

新生代时期，构造岩浆活动加剧，始新世—早渐新

了良好的环境。

世时达到顶峰，山间盆地和大陆边缘盆地即在新

2

生代形成。中新生代的火山活动为铀矿的形成提

主要矿床类型

供了条件。
1.2

2017 年

南美洲地区铀矿类型众多，根据国际原子能机

巴塔哥尼亚地台

构对铀矿类型的划分，主要有砂岩型、石英卵石砾

巴塔哥尼亚地台由北部的巴塔哥尼亚地块和

岩型、钙质结砾岩型、火山岩型、花岗岩型、交代岩

南部的德塞多地块构成，地台边缘被一系列显生宙

型等（表 1），
本文选取若干代表性矿床做简要介绍。

的山链所包围，北面是南美地台，西、西北和西南

2.1

砂岩型

面是安第斯造山带，南面为麦哲伦山系。该区基

该类型指产于中粗粒砂岩、砂砾岩等碎屑岩

底构造层由前寒武纪—中生代沉积岩-变质岩组

中的外生后成铀矿床，成矿年代一般为古生代—

成。中—新生代火山喷发和岩浆侵入活动较安第

新近纪。砂岩型铀矿可分为卷筒型、构造岩型、古

斯造山带弱，且岩性偏基性，以玄武岩或安山玄武

河道型和板状型 [3] ，主要是在还原沉积环境中，形

岩为主。新生代主要沉积陆源碎屑岩。它们为火

成不规则形状的矿体，矿化大多成层分布。南美

山岩型铀矿和砂岩型铀矿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地区多数砂岩型铀矿分布在阿根廷境内，以平塔

1.3

南美地台

达和皮奇南为代表。

南美地台大体可划分为“三盾三盆”6 个次级构

2.1.1

平塔达矿区（图 1 中的编号为 20，下同）

造单元，即前寒武纪圭亚那地盾、中巴西地盾和圣

位于阿根廷中西部的次安第斯造山带，区内有

佛朗西斯科地盾，古生代亚马孙盆地、帕纳伊巴盆

多处近似整合的砂岩型铀矿床，总资源量为 17000t,

地和巴拉那盆地。南美地台的基底主要由太古宙

其中约 12500t 品位在 0.09%[6]，其中博莱斯矿床的特

和元古宙陆壳汇聚而成，经历古元古代泛亚马孙、

拉萨-蒂格雷 1 号矿坑共产铀 1000t。矿区地层以砂

中元古代晚期中巴西和新元古代巴西利亚造山 3 期

砾岩和凝灰岩为主，地层中部的二叠系若于诺斯

构造事件后基本形成。

（Los Reyunos）组 Areniscas Atigradas 段是铀矿赋存

南美地台在前寒武纪形成表壳岩系，随着罗迪

部位，由 70~100m 厚的细粒、分选性差的河成风成

尼亚超大陆拉张裂解，南美地台形成包括大陆环

的钙质、泥质和长石质砂岩组成，具平行交错层，矿

境、过渡环境及海洋环境在内的复杂沉积体系。新

化砂岩主要由石英组成，颗粒呈半棱角状-次圆

元古代沉积了陆源碎屑岩，演化发展为浅变质岩；

形。晚石炭世科罗拉多山组砾岩层在蒂格雷短背

奥陶纪—中生代形成大量沉积地层。大西洋边缘

斜上出露。与石炭纪和二叠纪—三叠纪造山运动

发育侏罗纪—第四纪的海陆相沉积。新生代，随着

有关的岩浆侵入和喷出活动形成了短轴背斜和断

西部安第斯带继续上升，在山间盆地和山麓沉积陆

层。20km 长的蒂格雷短轴背斜控制平塔达山的构

相碎屑岩和火山岩系，新近纪因地处热带而广泛发

造，西倾 10°~20°，走向为北北西—南南东，被许多走

生红土化作用。

向和大小不一的断层切割（图 2），引发垂直位移和

前寒武纪岩浆活动非常强烈。太古宙有超镁

走滑运动。主要蚀变类型为绢云母化、方解石化和

铁质岩、镁铁质岩、花岗质岩浆活动。早元古代的

高岭土化。绿泥石和铁氧化物在不同砂岩中发

侵入活动形成世界上最具规模的古老火山岩和次

育。主矿带发育在 Areniscas Atigradas 段凝灰岩层上

火山岩。中元古代的岩浆活动最频繁、复杂，除大

部，矿床几乎是单矿物矿化，极少有金属矿物伴

量中酸性火山岩喷发形成深成岩带外，还有奥长环

生。主要铀矿物是沥青铀矿、少量水硅铀矿和钛铀

斑型碱性岩、花岗岩等岩体侵位。新元古代巴西利

矿，氧化带含铀钙石和硅钙铀矿[7]。

亚事件以强烈褶皱为主。中生代是裂陷作用和岩

2.1.2

浆活动活跃期，南美地台的大西洋边缘有碱性岩、
超镁铁质碱性岩、碳酸岩和金伯利岩，大陆东部和

皮奇南矿区
皮奇南矿区位于阿根廷丘布特省皮奇南山，为

若干河道砂岩型铀矿床。其中的洛斯阿道比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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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南美地区主要铀矿类型及储量（据参考文献[3]修改）
Table 1 Types and reserves of major uranium deposits in South America
编号 国家

矿床名称

矿床类型

成矿时代

规模和资源量/t

开发情况

Turmalina

坍塌角砾岩筒型

/

小 500~1000

暂停

秘鲁

Corachapi

火山岩型

新生代

中 2500~5000

勘查

马库萨尼(Macusani)

火山岩型

新生代

中 2500~5000

勘查

4

玻利

恰拉萨尼(Charazani)

火山岩型

新生代

/

/

5

维亚

赛瓦鲁约:可塔耶(Cotaje)

砂岩型

新近纪

小 500~1000

暂停

6

梅希约内斯(mejillones)

磷块岩型

/

/

/

7

Estacion Romero

交代岩型

/

小 500~1000

/
/

1
2
3

8

Bahia Inglesia

磷块岩型

/

/

9

智利

Cerro Carmen

交代岩型

/

中 2500~5000

10

艾尔拉戈(El Laco)

火山岩型

新生代

小

/

/

11

阿基里尔(Aquiliri)

火山岩型

新生代

小

/

/

12

Tonco-Amblayo:Don Otto

砂岩型

白垩纪

小 700

废弃

13

Tonco-Amblayo:Los Berthos

砂岩型

白垩纪

小 350

废弃

14

提诺戈斯塔:Quebrada El Leon

花岗岩型

二叠纪

小 500

/

15

Guandacol: Urcal

砂岩型

石炭纪—二叠纪

小 600~700

/

/

16

Los Colorados

砂岩型

石炭纪

小 110

/

17

科斯奎因:鲁道夫(Rodolfo)

钙质结砾岩型

新近纪

小 3200

暂停

18

基冈提斯:Schlagintweit

花岗岩型

早泥盆世

小 1000~2500

暂停

康姆钦冈斯:艾思达(La Estela)

花岗岩型

早古生代

小 ＜500

废弃

20

平塔达: 博莱斯(Dr Baulies)

砂岩型

二叠纪—三叠纪

大 10000~25000

暂停

21

Malargue:韦穆尔(Huemul)

砂岩型

志留纪—白垩纪

小 300

废弃

22

米拉索(El Mirasol)

砂岩型

白垩纪

/

/

23

皮奇南:索洛山(Cerro Solo)

砂岩型

白垩纪

中 2500~5000

暂停

24

皮奇南:阿道比(Los Adobes)

砂岩型

白垩纪

小 ＜200

25

Paso de Indios

火山岩型

白垩纪

小

/

/

26

瓜扎达山(Sierra Cuadrada)

砂岩型

白垩纪

小

/

/

27

Yuti

火山岩型

/

Yarati’i

砂岩型

二叠纪

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

砂岩型

二叠纪

Aricheng

花岗岩型

/

中 2500~5000

Crique Soumourou

花岗岩型

/

/ /

/

32

阿莫力诺普利斯

砂岩型

泥盆纪

中 2500~5000

暂停

33

Campos Belos

花岗岩型

元古宙

小 ＜500

关闭

34

伊塔塔亚

交代岩型

新元古代

大 ＞100000

评价

35

埃斯皮尼亚斯

交代岩型

元古宙

大 5000~10000

暂停

36

Tucano Basin

砂岩型

白垩纪

/ /

/

雅科比纳(Jacobina)

石英卵石砾岩型

古元古代

/ /

/

拉戈雷尔

交代岩型

新元古代

大 50000~100000

生产

39

盖沃塔斯(Gaivotas)

石英卵石砾岩型

古元古代

40

甘达雷拉(Gandarela)

石英卵石砾岩型

古元古代

中 1000~2500

/

41

波卡斯卡尔达斯

火山岩型

白垩纪—始新世

大 10000~25000

复查

42

菲盖拉

砂岩型

二叠纪

大 5000~10000

暂停

19

28

阿根廷

巴拉圭

29
30

圭亚那

31 法属圭亚那

37
38

巴西

中 2500~5000

/

小

/

/

小

/

/

小

/

/

研究

多尔山(Cerro Condor)2 个矿床都位于白垩纪阿道

山（Cerro Barcino）组湖相火山碎屑-沉积岩，形成北

比基底 Arroyo del Pajarito 矿化段的冲积沉积区，总

北东—南南西向背斜，核部为二叠纪花岗片麻岩，

产量 200t。洛斯阿道比矿床（24）上覆白垩纪巴希诺

在新近纪发生构造再活化，成矿特征与南部 2~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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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美地区主要铀矿区及成矿单元分布（据参考文献[4-5]修改）
Fig. 1 Major uranium deposits and metallogenic units in South America

的索洛山矿床（23）相似。索洛山的容矿围岩由厚

铀矿、沥青铀矿和含铀有机质，含大量胶硫钼矿和

150m 的冲积层组成，主要为高能环境下形成的炭质

蓝钼矿、铁硫化物。

砾岩和砂岩（图 3）。围岩包括不成熟的薄层灰色绿

2.2

石英卵石砾岩型

色砂岩。碎屑成分包括流纹岩、熔结凝灰岩、长英

该类型 铀矿床 在 太古宙 花岗岩-绿岩基底上

质凝灰岩等。基质含粘土矿物、蒙脱土、方解石和

的 古元古代 克拉通盆地内的石英卵石砾岩中发

丰富的有机质。矿体呈透镜体状，与古河道有关，

育。含矿围岩是弱变质的古元古代河流-三角洲

该段河道的岩相变化快，岩层具高透水性。主矿体

相的石英卵石砾岩，胶结物为含 黄铁矿 的硅质及

品位 0.3%，较高值一般在砂岩层中。铀矿物为水硅

少 量 长 石 、绢 云 母 、绿 泥 石 ，围 岩 年 龄 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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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特拉萨和蒂格雷 I 号矿床地质剖面（据参考文献[4]修改，示透镜体矿体的岩性和构造背景）
Fig. 2 Geological section of La Terazza and Tigre I deposits

2.2Ga。此类矿床的矿石品位很低（0.01%~0.13%），

代米纳斯超群（弱变质地台沉积层从上而下为：石

但资源量巨大（几万吨到 50×10 t），以铁四角区和

英千枚岩、碳酸盐岩、千枚岩-页岩-碳酸盐页岩，局

雅克比纳为典型。

部含铀碎屑石英卵石砾岩和石英岩），新太古代

2.2.1

Rio das Velhas 超群（绿片岩带的变质火山岩和变质

4

盖沃塔斯矿区（39）和甘达雷拉矿区（40）
2 个矿床均位于巴西“铁四角矿区”，推算总资

源量 13000t，U 品位达 225×10

-6[8]

沉积岩），古太古代花岗岩-片麻岩。岩石同位素测

。地层剖面自上而

年显示，区内经历了新太古代深成岩浆作用和中古

下可分为新—中元古代 Itacolomi 岩群，中—古元古

元古代岩浆-变质事件。含铀的古元古代莫达

图 3 皮奇南地区索洛山铀矿体剖面（据参考文献[4]修改）
Fig. 3 Schematic geological section of Cerro Solo U orebodies, Pichin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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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da）组不整合覆盖在太古宙花岗片麻岩及 Rio

以秘鲁马库萨尼和玻利维亚的赛瓦鲁约两大矿区

das Velhas 超群上。在铁四角西北部和中东部，沿着

为代表，位于南美地台的波卡斯卡尔达斯也是大型

陆相/湖相-海相过渡的古河道沉积层中产生碎屑

的火山岩型铀矿。

石英卵石砾岩铀矿化。盖沃塔斯矿床产于南北向

2.3.1

马库萨尼（3）

莫达背斜西翼，在莫达组底部的北东—南西向古河

马库萨尼已探明铀资源量为 2900t，估算另有

道，5m 厚的河成富黄铁矿石英卵石砾岩层发生铀矿

173000t 铀矿产在凝灰岩围岩中，平均品位约 100×

化和低品位金矿化，形成沥青铀矿、水硅铀矿和碳

10-6。在矿区北东部新近纪长英质火山岩中发现了

铀钍矿。

40 多处铀矿点，资源估算量约 30000t。最具经济意

2.2.2

义的是 Chapi 矿床，矿石资源量为 10000t。矿体长

雅科比纳矿区（37）
该矿区位于巴伊亚州中北部，铀金矿化发育在

15~190m，宽 20~30m，平均品位 0.1%[1]。

古元古代雅科比纳层底部的 Serra de Corrego 组古

矿区位于新近纪—第四纪的长英质火山岩

砾岩中，与铁四角米纳斯层序相当。雅科比纳层序

带。矿床发育在中新世—始新世昆那马利组（图

是 几 千 米 厚 的 褶 皱 变 质 沉 积 岩 层 ，南 北 向 延 伸

4），岩性以火山碎屑熔结凝灰岩和流纹质凝灰岩为

65km，倾角 60°E。岩性包括薄层-块状石英砾岩

主，显示玻屑到假流状构造。晚中新世时期，安第

层，被下段铁英岩和上层千枚岩夹持。变质沉积岩

斯造山带的线性构造运动使基岩发育正断层，形成

不整合覆盖在圣弗朗西斯科克拉通太古宙花岗岩

地垒和地堑。有少量泥化绢云母化、黑云母绿泥石

和片麻岩上，断层和基性-超基性岩脉切割整个杂

化和石英脉方解石岩脉赤铁矿化。火山岩层的蚀

岩体。雅科比纳层序下段分 4 个砾岩层，2 个含铀层

变程度最强，同时影响下伏古生代岩石。铀矿主要

由压实紧密的石英卵石构成，嵌在富含黄铁矿、绿

分布在上昆那马利组 40~50m 厚的岩层内，平均品

泥石的高硅化石英-绢云母的岩石中。主要的铀矿

位 0.1%~0.4%[4]。主要矿物为葡萄状沥青铀矿、水硅

物为沥青铀矿和钛铀矿。

铀矿，少量伴生的黄铜矿、黄铁矿。

2.3

2.3.2

火山岩型

赛瓦鲁约矿区（5）

火山岩型铀矿床以镁铁质-长英质火山岩和碎

该矿区由 Mesta de los Frailes 西侧新近纪火山岩

屑沉积岩为含矿主岩。矿体多受断裂控制，可呈似

带的若干小铀矿体组成，其中最大的可塔耶矿床铀

层状、柱状、透镜状等，部分呈脉群状和网脉状。该

矿 资 源 量 约 40t，平 均 品 位 0.06% 。 Mesta de los

类型铀矿分布广泛，多集中在安第斯构造带，主要

Frailes 地区沿东科迪勒拉山系和玻利维亚西部高原

图 4 马库萨尼矿区普恩特维奎萨铀矿床剖面（据参考文献[4]修改）
Fig. 4 Schematic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Puente
Huiquiza deposit, Macusani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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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接触带出露大面积新近纪喷出岩，主赋矿层是

品位低于 0.1%，局部 0.8%；③热泉成因矿化在新近

500m 厚的中新世—上新世 Frailes 组，以凝灰岩为

纪 Chamarra 组的陆相高渗透性中粒砂岩中，伴生伊

主，顶部有含铁多孔安山熔岩。构造走向主要为北

利石、蛭石。矿物为磷酸铀矿伴生碳酸铜、硫化物

东—南西向、东西向，其次为南北向。

和大量铁锰氧化物、文石。

赛瓦鲁约矿区有 3 种矿化类型：①构造（热液）

2.3.3

波卡斯卡尔达斯矿区（41）

矿化发育在强破碎和角砾化的高岭土凝灰岩和熔

波卡斯卡尔达斯矿床是巴西重要的火山岩型

结凝灰岩中。例如，米娜可塔耶发育在近垂直的北

铀矿床，可靠资源量为 17000t，品位 0.072%。矿床自

西—南东向断层中，围岩为脱色凝灰角砾岩和流纹

东向西分为 A、E、B 三个地段，与波卡斯卡尔达斯大

英 安 熔 结 凝 灰 岩 ，被 破 碎 和 矿 化 切 割 。 矿 化 在

火山口的构造关系密切（图 6）。

Frailes 组火成碎屑岩构造接触带发育（图 5）。铀矿

围岩是一套碱性火山岩、次火山岩和深成岩，

物为沥青铀矿、水硅铀矿，六价铀矿物。品位在

岩性主要为响岩和霞石正长岩。火山角砾岩筒直

0.04%~0.06%之间，个别高达 2%；②层状矿化发育在

径从几米到 80m 不等。晚期煌斑岩脉的 Ar-Ar 年

古河道内未固结的蚀变凝灰岩细碎屑物中，伴生钙

龄 为 76Ma，切 割 早 期 的 蚀 变 岩 相 。 区 内 岩 浆 后

蒙脱土和绿泥石。浸染状矿化体长几百米、厚 2m、

期-热液蚀变为大面积泥化和沸石化，局部强蚀变

深 26m。铀产在稀疏的磷酸铀矿和磷灰石中，平均

为富钾的响岩和霞石正长岩 [10] ，形成浸染状低品位

图 5 米娜可塔耶铀矿床地质简图和矿床剖面
Fig. 5

Geological map and schematic section of the Mina Cotaje uranium deposit, Bolivia

a—米娜可塔耶铀矿床区域地质简图，
示铀矿化区位置；b—米娜可塔耶铀矿床剖面，
示铀矿化的
岩性-构造背景；
c—米娜可塔耶铀矿分布区西—东剖面，
示矿物分带（据参考文献[9]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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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波卡斯卡尔达斯矿区赛卡多矿床剖面
Fig. 6 Schematic section map of the Cercado deposit, Pocas de Caldas district
a—矿化地段东西向剖面图；b—B 地段北西-南东剖面图，
示氧化还原界面；
c—与层凝灰岩
岩墙有关的氧化还原反应界面及其与铀矿化关系（据参考文献[4]修改）

沥青铀矿化。亚热带风化作用产生不成熟的厚层

2.4

花岗岩型

红土，下层氧化过渡带顶部含铀为 20×10 ，底部

该类型是产于花岗岩体内或外接触带沉积岩

-6

10~20m,平均含铀 55×10 。氧化带向下是不规则

或变质岩及岩体上叠沉积盆地中的、成因上与花岗

的氧化还原前端（图 6-b、c），穿过蚀变响岩和霞

岩有联系的铀矿床。含矿主岩在成分上常富硅碱

石，横切母岩的矿物颗粒和角砾岩筒，富集含水铁

和铝过饱和，含铀量高。矿体位于各种断裂构造

氧化物和黄铁矿。

中，呈脉状、细脉浸染状、角砾岩状。成矿年代一般

-6

矿化类型分 3 种：①深成热液铀矿化，包括浸染

为元古宙—新近纪。在南美地区，花岗岩型铀矿多

状低品位矿化，沥青铀矿、氟石和独居石在钾化和

产在阿根廷西部的过渡山区、前科迪勒拉山区和潘

渗透性黄铁矿化响岩和霞石中发育；②火山角砾岩

帕斯山区。

筒中的脉状矿化，发育相对高品位的 U-Th-Zr-

潘帕斯山区的基冈提斯（18）
（Los Gigantes）和

REE，主要矿物是沥青铀矿、锐钛矿和钛铀矿，在断

康姆钦冈斯（19）
（Comechingones）矿区的铀矿床都

层带尤为富集；③氧化还原前端控制的前缘矿化，

是花岗岩型。基冈提斯的 Schlagintweit 铀矿床，含

矿体呈几厘米到几分米厚的狭长带或透镜体。

矿主岩是变质岩、混合岩、S 型花岗岩和伟晶岩。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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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钦冈斯有 2 个含矿云母花岗岩体，其中最大的艾

岩、花岗岩、似花岗岩和正长岩。拉戈雷尔杂岩由

思达矿床产出氟石铀矿石约 15t，平均品位 0.5%，矿

条带状片麻岩基底岩层、混合花岗岩及古老的正片

区剩余资源量约 300t，平均品位 0.08% 。艾思达矿

麻岩构成。其长英质正片麻岩经历了绿帘石-角闪

床的花岗岩围岩以含微斜长石和正长石为特征，常

岩相的钠交代和退化蚀变。钠交代岩沿南北向的

见副矿物为磷灰石、锆石和红柱石。黑云母一般发

阶梯带发育，由从粗粒长英质正片麻岩转化而成的

生绿泥石化，局部发育正长岩。围岩常见强高岭土

含钠长石、富微斜长石、石英的正片麻岩等构成。

化和少量绢云母化。构造呈多样化，北南向构造将

钠长石岩含钠量 70%，以石英钠长石岩和石榴辉石

地台分成构造断块，东西向张性断层横切破碎网状

钠长石岩为主。

[6]

脉和角砾岩带。主要矿物是沥青铀矿、硅钙铀矿和

主要铀矿物为沥青铀矿，多赋存在辉石-石榴

钙铀云母。伴生矿物有黄铁矿、方解石、铜、铁和锰

子石钠长石岩中，呈斑点状，与褐帘石、榍石、锆石

氧化物。

和镁铁质矿物伴生或呈小晶体浸染在围岩中。矿

2.5

交代岩型

化钠长岩发育在长 30km、宽 10km 的南北向矿化带

交代岩型铀矿床系指呈不均匀浸染状产于碱

中，为扁平或透镜状的线状地质体。赋矿条件最好

交代的构造变形岩石中的矿床，多为钠交代，少数

的岩石是中粗粒不纯辉石-钠长石岩，尤其是含霓

为钾交代；交代作用多产生在造山期后或非造山的

辉石、角闪石、黑云母、绿帘石、石榴子石、磁铁矿等

构造热液作用期，受深断裂系统的控制；碱交代作

镁铁质不透明矿物的岩石。

用时期为元古宙—中生代。钠交代岩成分多为钠

拉戈雷尔的矿床可归为构造控制的以线性钠

长石、含少量碳酸盐和碱性角闪石和辉石；钾交代

长岩和浸染状沥青铀矿化为特征的交代岩型矿床，

岩主要由钾长石组成，含少量碳酸盐。南美地台东

赋存在太古宙—古元古代多相变质带中；强烈的钠

部盛产此类型铀矿，以拉戈雷尔、埃斯皮尼亚斯、伊

交代平行于褶皱轴和主要断层等发育；矿区位置与

塔塔亚等大型铀矿床为代表。

一条负重力异常带吻合。

2.5.1

2.5.2

拉戈雷尔矿区（38）

埃斯皮尼亚斯矿床（35）

位于圣弗朗西斯科克拉通中南部的凯塔特地

矿带从巴西北里奥格兰州南部延伸到东北帕

块（图 7），该地块经过盖里-雅克（Gurie-Jequie）
（约

拉伊巴州中北部。在新元古代淡色花岗岩、元古宙

3.0Ga）、泛亚马孙（2.2~1.8Ga）、埃斯皮尼亚苏（1.8~

变质岩中发现很多铀矿异常。埃斯皮尼亚斯是最

1.1Ga）和巴西利亚造山运动的叠加，形成复杂的结

具代表性的、发育在钠长石化岩石中的变质交代岩

构。区内南北向的埃斯皮尼亚苏活动带长 80km，宽

型铀矿床。可靠资源量 4240t，平均品位 0.1%，边界

30~50km，形成于泛亚马孙时期造山运动，覆盖于太

品位 0.04%[6]。

古宙基底之上，在构造过程中发生褶皱、逆断层和

埃斯皮尼亚斯矿带位于元古代 Cariri 活动带的

弱变质作用，变质程度自北向南加深。该活动带包

赛里多盆地。该带介于 2 个太古宙—元古宙克拉通

括拉戈雷尔杂岩的多相变质微斜长石片岩、角闪

之间，北面是圣路易斯克拉通，南面是圣弗朗西斯

图 7 拉戈雷尔铀区地质剖面简图（据参考文献[4]修改）
Fig. 7 Schematic geological section of Lagoa Rea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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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拉通。赛里多盆地由古元古代赛里多和盖戈

伊塔塔亚矿床以花岗岩伟晶岩脉等岩株为代表。

群变质岩组成，不整合覆盖在太古宙圣文森特群结

构造后期花岗岩可分为淡色成分和过铝质成分，呈

晶基底上。赛里多群由片岩、石英岩和变质砾岩层

碱性趋势，富铀和磷[11]。

组成，不整合覆盖在早期盖戈群上。盖戈群由片麻

伊塔塔亚的围岩主要是前寒武纪盖戈群片麻

岩、石英-长石夹层、角闪岩、片岩和大理岩透镜体

岩和碳酸盐岩，蚀变在花岗岩中表现为黑云母的绿

组成，发生强烈混合岩化。这些岩层在泛亚马孙

泥石化、赤铁矿化、磷灰石化，可见磷灰石自形晶

（约 2000Ma）和巴西利亚（650~450Ma）造山期发生

体，U 含量为 1430×10-6。在片麻岩中，黑云母发生

区域变质作用，在巴西利亚造山期被多阶段花岗

绿泥石化，微斜长石-钾长石发生绢云母化及强钠

岩侵入。

长石化。大理岩局部方柱石化，叠加晚期钠长石化

围岩为粉色多孔钠长石化长石质岩石，经历了

和氟磷灰石化。伊塔塔亚是典型的后生构造控制

钠长石化、赤铁矿化、石英的脱硅作用、长石泥化、

的铀-磷酸盐型矿床，主要铀矿物为胶磷矿、隐晶磷

黑云母的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另一围岩是强蚀变

灰石。其矿化与造山运动后期的高铀-过铝质花岗

的黑云母-角闪石-斜长石岩，经历了钠角闪石化，

岩有关，沿宽阔破碎晕的逆断层分布。胶磷矿石从

分解为绢云母、方解石、绿帘石、水云母和黑云母。

地表向下延伸至 150m 深处，大面积分布在切割岩

沥青铀矿和铌钛铀矿是主要矿物，与长石共生在细

脉和岩墙的细脉中。

微颗粒中。还有少量水硅铀矿和六价铀矿物。伴

3

生矿物包括黄铁矿、黄铜矿和磷灰石。铀矿物在围
岩中呈浸染状，局部富集（图 8）。
2.5.3

成矿区带
根据南美地区已知不同类型铀矿的分布特征，

本文划分出 4 个铀矿成矿区带（图 1）。

伊塔塔亚矿区（34）
该矿区的变质沉积层序上叠加 3 期褶皱事件。

区内北北西—南南东向断层构造组成伊塔塔亚地

3.1

中安第斯成矿带（图 1 编号Ⅰ）
区内铀矿床规模较小，主要赋存在东科迪勒拉

块边界。矿区所在的雅克利比那褶皱带由变质岩

山脉西缘的新生代火山岩带的长英质火山岩中。

组成，原岩是海相砂岩、长石砂岩、石灰岩和泥灰

该成矿带从秘鲁东南，经玻利维亚西部高原一直延

岩。角闪岩相变质岩遭强褶皱，形成片麻岩、变粒

伸进入阿根廷、智利的东科迪勒拉山脉西部。代表

岩、片岩、角闪岩、大理岩和混杂岩。在新元古代巴

性矿区有秘鲁马可萨尼、玻利维亚赛瓦鲁约、阿根

西利亚造山事件中有多期后构造花岗岩的侵入，在

廷阿基里尔和智利艾尔拉戈，多为火山岩型铀矿。

图 8 赛里多地区埃斯皮尼亚斯矿床剖面（据参考文献[4]修改）
Fig. 8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Espinharas deposit, Serido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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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北部成矿带（Ⅱ）

砾岩地层中发育盖沃塔斯、雅科比纳等石英卵石砾

该成矿带的主要铀矿床为砂岩型。在阿根廷

岩型铀矿。

北部分布许多小型低品位矿床，大部分产在西部
山脉石炭纪—新近纪的陆源碎屑岩和火成碎屑岩

4

层内。阿根廷 90%的铀矿为砂岩型，多集中在二叠
纪—早白垩世地层中，小部分发育在石炭纪和新近

找矿潜力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可优选出以下几处铀矿资

源潜力区。

纪沉积岩中。该成矿带内以平塔达铀矿田规模最

（1）巴西东部潜力区

大。第二种常见铀矿为花岗岩型，以提诺戈斯塔、

南美地台太古宙—古元古代基底辽阔，古元

基冈提斯和康姆钦冈斯矿田为代表。第三种为钙

古代期间形成了稳定的大陆地壳，圭亚那地盾和

质结砾岩型，如在新近纪沉积岩中发育的科斯奎因

中巴西地盾中、东部的稳定前寒武系为大型铀矿

（Cusquin）铀矿田。区内主要铀矿物包括沥青铀矿、

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其中，巴西东部的塞阿

黄铜矿的六价铀矿物、水硅铀矿、钙钒铀矿、准钙钒

拉州、帕拉伊巴州和巴伊亚州地区盛产交代岩型

铀矿和准铜铀云母。

铀矿，铀矿资源勘查程度低，潜在资源量巨大。在

3.3

丘布特成矿带（Ⅲ）

巴伊亚州中南部，航空物探显示拉戈雷尔矿区太

该成矿带包含阿根廷丘布特省和圣克鲁斯省

古宙—元古宙地层有密集的铀异常群，重力测量显

北部区域。主要矿床类型为砂岩型。含铀沉积盆

示沿埃斯皮尼亚苏褶皱带发生大面积垂直地壳运

地发育在新近纪、白垩纪和侏罗纪，主要岩性为陆

动，且大多数铀异常均与区内 600km 的南北向逆冲

相碎屑和火成碎屑岩，不整合覆盖在二叠纪花岗片

断层有关，为地壳分异产出铀矿提供可能，应以寻

麻岩基底上。白垩纪丘布特群和新近纪里约奇可

找交代岩型铀矿为重点。

（Rio Chico）组盛产砂岩型、火山碎屑岩型铀矿，集

（2）阿根廷西部潜力区

中在皮奇南矿区、瓜扎达山和米拉索。皮奇南铀矿

位于阿根廷西部和智利中东部，铀矿类型为砂

产在丘布特群古河道基底，瓜扎达山铀矿则产在顶

岩型，铀矿资源勘查程度低。在白垩纪丘布特群巴

部。Paso de Indios 等火山岩型铀矿产在丘布特群凝

希诺山组凝灰岩和层凝灰岩中，部分 U 元素从透水

灰岩层，部分与火成碎屑岩脉有关。盆地东部新近

的火成碎屑岩层淋滤到冲积地层的合适位置成

纪冲积沉积岩层发育与第四纪钙质结砾岩壳有关

矿。区内与新近纪热液作用有关的火山岩型铀矿

的表生型铀矿。

也具有相当规模的资源潜力。

3.4

南美地台成矿带（Ⅳ）

（3）秘鲁中南部的普诺潜力区

该成矿带内铀矿床类型多且规模大，以交代岩

区内多产火山岩型铀矿，也是中拉合作“两洋

型为主，其次为石英卵石砾岩型、火山岩型、砂岩

铁路”沿线重要的铀资源远景区。

型。矿床集中在南美地台东部和北部的太古宙—

（4）南美洲西北部潜力区

中元古代地层，是克拉通外围的多旋回变质作用的

南美洲的铀矿普查勘探覆盖面不够，尤其是西

产物，多形成于元古代造山事件期间。钠交代伴生

部和北部区域的找矿工作程度低，勘探开发水平亟

的铀矿化比原生矿化分布广泛，在拉戈雷尔矿区已

待提高。北部圭亚那地盾等板块的构造条件有利

发现 10 处交代岩型铀矿床和 20 余处铀矿点。在东

于形成大型铀矿区；就区域成矿地质背景而言，哥

北部塞阿拉州有十几处磷酸岩型铀矿，其中伊塔塔

伦比亚地盾碱性岩类或花岗岩中的铀矿床远景明

亚是巴西最大的铀矿。区内其他铀矿与变正长岩

显比安第斯山区大，铀矿远景条件极好，但尚未发

有关，其地质背景与埃斯皮尼亚斯交代岩型矿床相

现具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化，哥伦比亚的潜在资源量

似。波卡斯卡尔达斯矿区以白垩纪—新近纪碱性

为 21.7×104t，可作为铀矿资源潜力区之一[12]。

杂岩中发育的火山岩型铀矿床为主；巴拉那州等地

5

克拉通内古生代—中生代沉积盆地中发育菲盖拉

结

论

和阿莫力诺普利斯(Amorinopolis)等砂岩型铀矿；在

南美洲的铀矿资源颇有潜力，巴西、阿根廷等

铁四角地区和巴伊亚州中部的古元古代碎屑石英

地区的矿藏储量巨大，拥有伊塔塔亚、埃斯皮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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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格雷尔、平塔达等不同类型的大型矿区，在北

al Deposits of Latin America and Canada[M]. Virginia: U. S. Geolog⁃

部尚有大部分潜力区未经勘查。

ical Survey, 2005: 1-89.

根据已知的研究成果，选取了 6 种不同类型的
11 处典型矿区进行分析，集中归纳出 4 个成矿区带，
并初步提出几处勘查潜力区，即巴西东部潜力区、

[6]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Nuclear
Energy Agency.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Uranium
1986: Resources, Production and Demand[M]. Paris, France:
OECD/NEA Publishing, 1986:121-132.

阿根廷西部潜力区、秘鲁中南部的普诺潜力区、南

[7]Arcidiacono E C, Saulnier M. Genetic interpretation of uranium de⁃

美洲西北部潜力区，以期为中国和南美地区开展合

posits in the Sierra Pintada, San Rafael, Mendoza[J].Journal of Ar⁃

作勘查找矿提供帮助。

gentina Association of Mineralogy, Petrology and Sedimentology,
1980, 11: 1-14.

致谢：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王天

[8]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Nuclear

刚高级工程师在成文过程中给予了精心指导，郭维

Energy Agency.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Uranium

民、姚春彦高级工程师等在编写过程中提供了宝贵

1978: Resources, Production and Demand[M]. Paris, France:

的文献资料和图件参考，在此深表谢意。

OECD/NEA Publishing,1978: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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