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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道尔脑德铀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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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尔脑德铀矿床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南缘的克鲁伦—额尔古纳微陆块的边缘盆地中，作为阿尔贡
（Argun）蒙古铀矿省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矿床的形成与道尔脑德火山机构密切相关，属于中—低温火山热液

型矿床。通过开展矿区地质调查发现，该矿床主要受 NE、
NW 向断裂和层间裂隙的控制，呈脉状、
网脉状和

层状产出；矿石矿物以含铀矿物为主，包括水硅铀矿、沥青铀矿、钛铀矿和铀的钛酸盐等，脉石矿物包括铁
硫化物、钛氧化物和部分沉积的含碳物质；矿床中还发育有泥化、硅化、赤铁矿化等典型的氟—钼—铀型矿

床的围岩蚀变。根据前人测得的道尔脑德火山岩同位素年龄（170~140 Ma），以及铀矿化叠加在乌兰铅锌
多金属矿床之上等间接证据，认为该区铀矿化形成时代很可能是早白垩世。该矿床处于火山—沉积盆地
中，成矿背景优越，矿化蚀变较发育，
且该区构造分布广泛，
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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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矿是各国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于调整和

模式图；
卫三元等[4]简述了该区成矿带的划分情况。

优化国家清洁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

我国额尔古纳地区与蒙古国道尔脑德铀矿区

义。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
蒙古国东北部东方省北乔

相邻，具有相似的成矿地质条件[5]，但铀矿找矿一直

巴山地区陆续发现了铀、贱金属、萤石和沸石等矿

未取得重要突破。因此，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床，
迄今为止，
该地区已发现火山岩型铀矿床及铀矿

上，以道尔脑德铀矿床为例，系统总结了该铀矿床

化点数十处，是蒙古国最有前景的铀矿及多金属找

的地质特征，以期为区内铀矿研究、找矿和我国硬

矿远景区之一。区内产出多个大型铀矿床，如道尔

岩类铀矿找矿提供参考和借鉴。

脑德、古尔万布拉格、马尔岱和尼莫尔等大型铀矿

1 区域地质背景

床，
这些矿床均与道尔脑德火山机构关系密切，
属于
火山热液型矿床[1-3]。但该区的铀矿床（点）研究程
度普遍较低，地质资料相对缺乏，现有成果主要包
括：Mironov 等

[1-2]

[3]

总结了该区构造特征；聂凤军等

归纳了区内典型铀矿床的特征，并建立了区域成矿

道尔脑德铀矿床位于蒙古国东北部的乔巴山

市北部约 120 km 处，面积约为 20 km²。该矿床所处

大地构造位置隶属于西伯利亚板块南缘额尔古纳
微陆块边缘的火山—沉积盆地[4]（图 1），成矿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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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克鲁伦—额尔古纳铜—钨—钼—铅—锌—银—
[6-7]

金—萤石—铀—煤成矿亚带

。

断裂对区内地质构造和成矿作用起着关键作

用，区内不同规模和走向的断裂极为发育，以 NW、
近 SN 和 NE 向断裂为主。隐伏且持续活动的 NE 向

断裂带是基底发育的最重要构造，控制着与其相关
的矿化、蚀变带的空间展布。NE 向断裂按倾斜程
度可分为陡倾断裂和缓倾断裂，其中陡倾断裂形成
于元古宙—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的基底岩石中，而
火山—沉积盖层中的缓倾断裂往往与岩层层理较
为接近，缓倾断裂可作为元古宙—古生代基底与晚
中生代火山岩盖层的分界断裂。
该区已发现的矿床（点）均与道尔脑德火山活
动密切相关，主要矿床类型包括中浅成热液型铀矿
床和贱金属矿床，产于角砾岩体中的脉状和网脉状
铅锌矿床，低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床，以及低温热
液型萤石矿床[11]（图 2）。

图1

道尔脑德铀矿床区域大地构造简图（据李俊建
等 [6] 修改）

Fig.1

Regional geotectonic map of Dornod uranium
deposit（modified by Li，
et al[6]）

1. 国界；
2. 研究区；
3. 城市；
4. 断裂；
5. 托托尚—锡林浩特微陆块；
6.华北陆块北缘；
7.Onon 结合带；
8.Ereen Davaa—额尔古纳微陆
块；
9.Baruun Urt—Hutag Uul—东乌旗—阿尔山弧盆带；

10. Nuhetdavaa 微陆块；
11.Hutag Uul—二连—贺根山结合带；
12. Sulinheer—满都拉—霍林郭勒弧盆系

该区出露地层自下而上为前侏罗纪基底和上
侏罗—下白垩统火山—沉积盖层[8]。基底主要由
元古宇和古生界片麻岩、绿片岩、片岩、大理岩、斜
长角闪岩和部分元古宙变质岩的残留体构成，遭
受了角闪岩相区域变质作用，基底岩石中的铀质

Fig.2 Distribution of ore deposits（occurrence）in the ore
district（modified by Mironov，
et al[1-2]）
1. 铀矿（点）；
2. 贱金属矿（点）；
3. 金矿；
4. 萤石矿；
5. 铀—煤前景区及
矿点；
6. 道尔脑德研究区；
7. 断裂及编号（①-Tsahir-daga；②-

Talyn-nuur；
③-Mardayn-dol；
④-Talyn-togoi；
⑤-Tsagaan-nuur；
⑥Zuun-urt；
⑦-Shat-urt）

2 矿床地质特征
道尔脑德铀矿床位于额尔古纳地块的北部，
是在查证放射性异常时发现的。道尔脑德铀矿床

量分数为 4×10 ，钍质量分数为 20×10 。上侏罗—

位于 NW 向 Mardayn-gol、Baga-Erkh 断裂与 NE 向

砾岩—玄武岩—长石石英斑岩—安山玄武岩—含

—沉积岩层下部的岩性段中（图 3）。矿体形态多

-6

-6

下白垩统火山—沉积盖层包括 3 个时段：早期为底
角砾熔岩—砂泥岩—粗面英安岩—粉砂泥岩、砂

岩；中期为中粒流纹岩、粗面英安岩、霏细岩夹火
山玻璃岩，含长石斑晶流纹岩；晚期为安山玄武岩
—含煤沉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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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矿区内矿床（点）分布图（据 Mironov 等[1-2]修改）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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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yn-tolgoi、Bulag、Fluorite 断裂交会处的含铀火山
样，以脉状、网脉状、透镜状和层状为主，主要受断
裂和层间裂隙的控制。
其中，产于角砾熔岩中的脉状和网脉状铀矿
体位于道尔脑德火山岩系的底部，约占该区铀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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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一半，高品位铀矿石主要赋存在网脉状矿体

度拆离带有关，矿体产于具交错层理的砂岩、粉砂

中，一般沿中央断裂带延伸。道尔脑德层状矿体

岩和凝灰岩的顺层拆离带上，呈雁行状排列。层

主要产在火山岩系下部缓倾斜的凝灰质沉积岩
中，厚度在 60~110 m 之间；层状铀矿化通常与低角

状矿体的形态和矿石质量主要受 SN 和 NE 向断裂
的控制。

图 3 道尔脑德矿床地质简图（a）及矿体剖面图（b）
（据 Mironov 等[1-2]修改）
Fig.3

Geological map of Dornod deposit（a）and orebody section profile（b）
（modified by Mironov，
et al[1-2]）

1. 安山玄武岩脉；
2. 喷出体；
3. 长石质流纹岩；
4. 隐晶熔结凝灰岩；
5. 奥长斑岩质流纹岩；
6. 流纹质凝灰岩；
7. 玄武安山岩；
8. 砂岩、粉砂岩、砾岩和凝灰岩；
9. 早古生代花岗闪长岩；
10. 主要断层；
11. 地表矿体及编号

2.1

矿体地质特征

该区共圈定出 12 个矿段，编号依次为 1~12 号，

每个矿段至少由 2 个或 2 个以上的矿体组成，其中
2 号和 7 号矿体最具代表性

[3，
8，
12]

。7 号缓倾网脉状

矿体位于整个矿床中部的角砾熔岩中，由 9 个矿体
[1-3，
13]

构成，以产出规模大和品位高为特征

，矿体长

度 和 宽 度 变 化 范 围 分 别 为 500~800 m 和 260~
450 m，
矿石中铀质量分数平均为 0.23%。

2 号、3 号和 9 号矿段位于该矿床北部和东部，

其中 2 号和 3 号矿段均由 3 个矿体组成，铀矿化大

多呈网脉状、细脉状和浸染状，赋存在含铀火山—
沉积地层中部和下部岩性段流纹岩与炭质组分含
量较高的沉积岩接触带中。通过对 2 号矿体铀矿
石进行研究发现，铀矿物主要包括硅钙铀矿、氧化

铀、水硅铀矿和翠砷铜铀矿等，矿石中辉钼矿不具
有经济价值，铀质量分数在 0.12%~0.26% 之间，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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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砷是最主要的伴生元素。

4 号、5 号和 8 号矿段位于矿床中部，矿石中铀

质量分数变化范围为 0.05%~1.00%。另外，1 号、6

号、10 号、11 号和 12 号矿段位于矿床西部和西南
Table 1

染状和网脉状产出，且构成脉状和透镜状矿体。单

个矿体长数米至 50 m，厚度为 0.5~20 m。各矿脉的
特征见表 1。

表 1 道尔脑德铀矿床矿脉的位置及形态类型
Location and morphological type of veins in Dornod uranium deposit

矿化背景
中部杂岩层内交错侵入体的接触带附近

矿脉形态类型

含矿裂隙带序号

复杂建造的脉型和网脉型

6，
10，
11，12

少斑流纹岩熔岩底部陡倾裂隙带

脉型和网脉型

富集煤化有机残余凝灰岩中渗透带和拆离带；
中、下

玄武安山岩熔岩底部粗块角砾岩内的渗透带及拆离

19

3A，
3B，3C

6

26

7

49

矿石特征

硅铀矿、沥青铀矿—铀钛石、铀钛石和青铀矿—水

矿石中已发现的矿物组合较复杂，其中与铀

硅铀矿；赋存在玄武质安山岩中的矿体矿石矿物

矿化关系密切的矿石矿物主要有水硅铀矿、沥青

组合为沥青铀矿—水硅铀矿、铀的钛酸盐、钛铀矿

铀矿、钛铀矿和铀的钛酸盐等，其次为铁的硫化
物、钛的氧化物和部分沉积的含碳物质。其中，赋

和铀白钛石，硫化物含量为 2%~3%，包括白铁矿、
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和硫镉矿等；赋存在基性

存在酸性火山岩中的矿体矿石矿物组合为辉钼

凝灰质岩石中的矿体矿石矿物以沥青铀矿—水硅

2.0%，主要为黄铁矿、辉钼矿和方铅矿；赋存在基

和自然砷等[14]。各类矿石矿物中的铀分布情况见

矿 、沥 青 铀 矿 和 水 硅 铀 矿 ，硫 化 物 含 量 为 1.5%~

性安山岩中的矿体矿石矿物组合为沥青铀矿—水

Table 2
矿物名称
白钛石
水硅铀矿
沥青铀矿
铀的钛酸盐
含碳物质
样品数量/个

沥青铀矿—水硅铀矿
Ⅰ

55

Ⅰ

32.0

55.0

27.5

19.0

10.0

0.5
0.5

2.3

钛酸盐—水硅铀矿

Ⅱ

32.0

1

20

Ⅰ

30.0

64.0

1

钛酸盐—沥青铀矿—水硅铀矿

3.0

50

表 2。

表 2 道尔脑德矿床铀在矿石中的分布
Distribution of uranium in ores of Dornod deposit

Ⅱ

28

铀矿为主，硫化物含量达 5%~7%，包括雄黄、雌黄

0.5

4.8

21.0

25

0.2

注：Ⅰ表示 矿 物 平均 含量 ；Ⅱ 表 示 矿 物 中 总 铀 的 百分比

分散的水硅铀矿—锐钛矿

Ⅱ

Ⅰ

Ⅱ

30

63.0

5

35

30

24.4

37

7.0

2
1

30

94

5.0

-

0.6

1

63
-

-

65

2

围岩蚀变

和蒙脱石化，中带主要为水云母带，内带为赤铁矿、

道尔脑德火山热液型铀矿围岩蚀变较为发育，

石英、云母和绿泥石化。此外，还发育有萤石矿化、

其中网脉状矿体伴随有泥化、硅化和赤铁矿化等蚀

变，该蚀变是 F-Mo-U 型矿床中发育的典型围岩蚀
变。根据蚀变矿物组合、分布特点及其与矿体的关

系，可划分出 3 个蚀变带，其外带主要为高岭土化

12

1，
4，5，
8，
9

席状

带内

占总储量比例/%

2A，
2B，2C

层状

部亚杂岩层边界处的砾岩和细碎屑岩内

2.2

部，铀矿化大多赋存在硅化长英质凝灰岩中，呈浸

Vol.26 No.1 Feb.，2018

钠长石化、黄铁矿化、黄铜矿化和铅锌矿化等。
2.4

成矿期成矿阶段划分
道尔脑德铀矿床矿体中矿物的形成与两期热

液活动密切相关，大致可划分为 2 个成矿期 5 个成

张鹏鹏等：蒙古国道尔脑德铀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矿阶段。第一期热液活动分为 2 个成矿阶段，分别

构关系密切，表明铀矿床的成矿时代与火山机构演

段，形成的主要矿物有石英、水云母、黄铁矿、重晶

经等[15] 利用 Rb-Sr 法测得火山岩的同位素年龄为

是石英—碳酸盐—水云母阶段和石英—硫化物阶
石和锐钛矿等。第二期热液活动沿裂隙分布，划分

为矿前期、成矿期和矿后期 3 个成矿阶段，矿前期
阶段以石英、萤石和硫化物细脉为主，成矿期阶段

以含辉钼矿或铀钛酸盐矿物为主，伴随有黄铁矿和

化是同步的或略晚于火山岩层的形成时代。曹宏

170~140 Ma，全岩样和矿物样分析 K-Ar 年龄范围

在 170~110 Ma 之间，认为道尔脑德火山构造盆地
中的火山—沉积岩是晚中生代（J3-K1）区域构造岩

浆活化形成的。研究还表明，道尔脑德铀矿化是叠

方铅矿的析出，矿后期阶段为石英—萤石—方解石

加在乌兰铅锌多金属矿床之上的，张璟等[16]对乌兰

床早阶段矿物形成温度在 30~130 ℃之间，铀成矿

Pb 同位素进行测年，限定了乌兰铅锌矿床的围岩

阶段（图 4）。据曹宏经等[15] 的研究，道尔脑德铀矿
阶段形成温度在 190~215 ℃之间。

矿区石英斑岩和粗面流纹岩 LA-ICP-MS 锆石 U-

火山岩成岩年龄为（150.8±4.4）~（164.7±3.7）Ma，即

晚侏罗世，因此乌兰铅锌矿成矿时代应晚于晚侏罗
世。而本区铀矿化时代比乌兰铅锌矿成矿时代还
要晚，故分析认为该区铀矿化形成时代可能为早白
垩世。
道尔脑德铀矿床是蒙古—额尔古纳地块伸展
构造环境（裂陷槽内发育有大量高钾长英质火山
岩）构造岩浆作用和相关流体活动的产物，其与俄
罗斯远东地区斯特尔特苏维卡超大型铀矿床的形
成时代和成因具有一致性[17]。矿区范围内富钾流
纹岩铀含量较高，暗示着这套火山岩可能为铀矿床
的矿源层。大量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和白铁矿
等硫化物的存在反映出成矿作用是在还原条件下
进行的[16]。

4 成矿模式

综合道尔脑德火山岩型铀矿床特征，并结合聂

凤军等[18]、陈贵华[19]对蒙古国图尔根—马尔岱铀矿
集区和火山岩型铀矿床成矿模式的研究，初步总结
图4

道尔脑德铀矿床热液矿物形成顺序（据 Mironov
等[1-2]修改）

Fig.4

Formation sequence of hydrothermal mineral in

Dornod uranium deposit（modified by Mironov，
et al[1-2]）

3 矿床成矿时代及成因探讨
道尔脑德铀矿床的成矿时代目前还没有直接

该区铀成矿过程如下：
（1）成矿物质准备阶段：晚侏罗—早白垩世，受
太平洋板块对欧亚板块俯冲的影响，中蒙边境最东
段额尔古纳一带发生了强烈裂陷，诱发了大规模构
造 — 岩 浆 活 动 ，进 而 形 成 了 晚 侏 罗 — 早 白 垩 世
Argun—蒙古陆内火山岩带和部分 NE 向展布的火

山链，最终在蒙古国境内的北乔巴山地区形成了含

的年龄证据，但从道尔脑德火山岩层的演化和火山

铀的火山—沉积岩地层和相关铀矿床。需要指出

岩年龄等可以限定该矿床的成矿时代。前人研究

的是，北乔巴山地区形成的含铀火山—沉积岩地层

资料显示，道尔脑德火山岩层的演化可划分为 3 个

阶段，前 2 个阶段的时代为晚侏罗世，后一个阶段
[9-10]

的时代属早白垩世

。道尔脑德铀矿床与火山机

覆盖在侏罗纪各类岩体之上。晚中生代时期的构
造岩浆活化可划分为火山和热液阶段，而热液阶段
往往形成相关的萤石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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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容矿空间形成阶段：蒙古中东部褶皱系遭

带等有利的构造部位沉淀形成铀矿体。此后，含矿

到古生代和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的强烈改造，致使

岩体层和矿体发生褶皱、断裂和风化剥蚀[18]。

式喷发，在该地区形成厚层的玄武岩和流纹质熔

5 找矿方向

含铀岩浆沿 NE、NW 和 SN 向断裂、破碎带发生脉动
岩、火山碎屑岩等，最终导致岩浆房塌陷，形成破火
山口。

（1）道尔脑德铀矿床产于陆内火山—沉积盆地
中，该盆地是道尔脑德火山拉张和挤压交替运动形

（3）初始成矿阶段：持续多阶段的岩浆不断喷
发，岩浆房中的岩浆从中基性逐渐演化为中酸性，

成的[1]，而在该区东部存在相似的火山—沉积盆地，
应为寻找铀矿床的有利地区。

中酸性长英质岩浆沿构造有利部位侵入，并且形成

（2）前人对道尔脑德铀矿床的地球化学研究表

一系列富碱性长英质岩脉和火山沉积岩穹隆边部

明，铀矿化往往伴随着氟、钼、铅、锌和银异常[20]，其

的角砾岩带，同时也形成一系列含铀矿脉。

中钼、铅丰度值较高，属于典型的氟钼铀型矿床。
因此，道尔脑德铀矿床外围的 Mo、Pb、Zn 元素异常
区也是铀矿找矿远景区。

（3）陡倾斜的 NE、NW 和近 SN 向断裂及低角度

拆离带在区内分布广泛，其中 NW 与 NE 向断裂交

会处的含铀火山—沉积岩地层下部的岩性段是铀
矿体产出的有利部位。
（4）晚中生代火山—次火山岩体及其中发育的
石英—萤石—泥化蚀变矿物组合可作为寻找铀矿
的重要标志。

6 结论
（1）道尔脑德火山岩的成岩时代为晚侏罗—早
白垩世，铀矿床成矿时代很可能为早白垩世，产于
中生代的断陷盆地中，与玄武岩、流纹岩等火山岩
组合地层和侵入岩岩体具有密切的时空分布关系，
属于典型的氟—钼—铀型矿床。
（2）道尔脑德铀矿床主要矿石矿物有沥青铀
图5

道尔脑德铀矿集区成矿作用简图（据 Mironov
等 [1-2] 修改）

Fig.5

Mineralization map in Dornod uranium ore field
（modified by Mironov，et al[1-2]）

1. 泥化；
2. 青磐岩化和矽卡岩化；
3. 流体爆裂结构；
4. 结晶片岩和片

麻岩；
5. 泥化赤铁矿化；
6. 绢英岩化；
7. 石英脉；
8. 安山岩和流纹岩；
9. 玄武英安岩；
10. 砾岩；
11. 砂岩；
12. 流纹质；
13. 矿体

（4）主成矿阶段：在各类长英质侵入岩脉形成
的晚期，大规模岩浆流体与大气降水混合形成混合
流体，并与早期形成的含铀火山—沉积岩地层发生
水岩反应，将部分成矿物质萃取到成矿流体中，而
这些含矿流体在流动运移过程中，将在断裂、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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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水硅铀矿、钛铀矿、铀石、辉钼矿和黄铁矿等。
其中，辉钼矿、沥青铀矿和水硅铀矿赋存在酸性火
山岩体中，沥青铀矿—水硅铀矿、沥青铀矿—铀钛
石、铀钛石和青铀矿—水硅铀矿赋存在基性火山岩
中，沥青铀矿—水硅铀矿、雄黄、雌黄和自然砷等以
层状矿体赋存在酸性火山岩下部的沉积岩和凝灰
岩中。

（3）道尔脑德铀矿床形成的温度范围为 30~

215 ℃，主成矿温度为 190~215 ℃，属于中—低温火
山热液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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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Feature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Dornod Uranium Deposit in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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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ornod uranium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marginal basin of Kunlun-Erguna microcontinent that is o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Siberian Plate.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rgun Mongolia uranium Province，the
formation of the depos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ornod volcano apparatus and it belongs to middle-low
temperature volcanic hydrothermal deposit. According to geological survey of ore district，it is found that the
deposit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NE and NW faults and interbedded fractures，which shows pulse，net pulse and
stratiform output. Ore mineral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coffinite，include uraninite，brannerite and uranium
titanate，gangue minerals include iron sulfide，titanium oxide and partially deposited carbonaceous material.The
rock alteration of typical F-Mo-U deposit are also developed in the deposit，such as argillization，silicification，
hematite，and so on.The isotopic age of Dornod volcanic rocks measured by predecessors is 170~140 Ma，and
indirect evidence is obtained from uranium mineralization superimposed on the Ulan Pb-Zn polymetallic deposit
in this area，therefore，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age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this area is likely to be early
Cretaceous. The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volcanic-sedimentary basin with favorable metallogenic background
and mineralized alteration and widely distributed struture，the uranium deposit has great prospecting potential.
Key words：volcanic hydrothermal type deposit；uranium deposit；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rock alteration；
metallogenic conditions；
prospecting direction；
Dornod；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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