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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沽源一带铀钼多金属地球化学综合异常特征

申宗义，张立国，程洲，李新华，许洪才，吕允奇
（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所，河北 廊坊 065000）

摘 要: 河北省沽源一带铀钼等多金属成矿地质条件优越，为了寻找铀钼等多金属矿，笔者在该区开展了1/5万水系

沉积测量。依据测试样品分析结果和相关规范要求以及成矿地质条件，共圈定57个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其中甲类1

个、乙类26个、丙类30个。在AS7甲类异常（大官厂）和2AS3乙2异常（新房）对应区域，发现铀、钼异常较好，在此基

础开展了1/1万土壤测量进行查证，结果表明上述异常特征明显、具有一定规模等，对该区今后铀、钼等多金属地质

找矿具有重要指示意义，并暗示该区具有寻找铀钼多金属矿的重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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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沽源一带指的是沽源以南、赤城盘道沟

以北，东至长梁，西到东新营所挟持地区。该带位于

华北板块北缘，构造岩浆活动强烈，金属矿产主要有

钼、铀、铅、锌、铁、金、银等，非金属矿产有萤石、沸石、

珍珠岩等[1-2]，是华北板块北缘金属、非金属矿重要的

成矿带，找矿巨大潜力。1992年河北省地质矿产局

物探大队在该区做过1/20万沽源幅（K-50-20）水系

沉积物测量，对铀钼等多金属异常进行了圈定[3]。近

期（2012—2014年）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所

开展了“小河子、长梁、东新营、小厂幅1/5万战略性

矿产调查”，以及小河子、长梁、东新营、小厂幅1/5万

水系沉积物测量和重点成矿区1/1万土壤测量工作，

采集了成矿元素及其相关元素的测试样品。依据测

试样品分析结果、相关规范要求和成矿地质条件，圈

定了有关元素水系沉积物测量，并对重要异常开展了

1/1万土壤测量进行查证，重点对该区成矿有关的铀

钼、铅锌、金银等多金属重要地球化学综合异常进行

了查证和评价。笔者就有关元素地球化学综合异常

特征及找矿前景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以期对今后找

矿工作有所帮助。

1区域地质特征
该区位于华北陆块区东部叠加构造区构造岩浆

岩带冀北构造火山岩亚带多伦-沽源火山岩段[4]，康

保-围场断裂带与尚义一平泉断裂带的挟持地区。

区内深部地质构造处于大兴安岭北北东向陡变梯级

带的中南段，即幔隆与幔拗变异、硅铝壳由薄增厚的

部位，上地幔明显下拗，硅铝壳增厚[5]，幔拗区晚中生

代断裂岩浆活动强烈，其边部控制了主要的铀、金、

钼等多金属矿床的成矿作用及矿床空间分布（图1）。

1.1地层

该区出露地层简单，基岩区主要出露有中生代下

白垩统地层；覆盖区为新生代第四纪上更新统和全新

统地层。在该区南部一带古元古代岩体中有少量新

太古代红旗营子岩群变质表壳岩残留体，主要岩性

由角闪斜长浅粒岩和黑云斜长变粒岩组成，规模小。

该区中生代下白垩统地层有张家口组、大北沟

组、义县组以及青石砬组[6]。张家口组分布广泛，自下

而上主要由酸性火山碎屑岩，粗面岩和钾质流纹岩、

细流纹状流纹岩、石英粗面岩和凝灰岩夹黑曜岩组

成。大北沟组主要分布于该区中南部小厂镇喇嘛洞

一带，整合于张家口组之上，岩性主要为火山碎屑沉

积岩、碎屑沉积岩。义县组主要分布于小河子西北

部，长梁—扎拉营子一带，为一套中基性火山岩。青

石砬组地表未见基岩露头，据钻孔资料该组主要分布

于小河子一带，为一套河流—湖沼相含煤沉积建造。



1.2 岩浆岩

（1）侵入岩仅在中南部有出露，面积约 46 km2。

从新太古代、古元古代、古生代二叠纪至中生代晚侏

罗世、早白垩世侵入岩均有不同程度的出露。古元

古代侵入岩见于该区沽源县翟家营、盘道沟和赤城

县栅子口一带。岩性由变质石英闪长岩、变质斑状

二长花岗岩、变质二长花岗岩、变质正长花岗岩组

成。晚侏罗世侵入岩分布于该区中部和南部一带，

呈岩株状产出。主要岩性为闪长岩、二长花岗岩。

早白垩世侵入岩有正长斑岩和辉绿岩等，多呈小岩

滴、岩墙、岩脉产出，一般产于近火山口附近，侵入于

张家口组。

（2）火山岩主要有中性火山熔岩、酸性火山熔岩

和火山碎屑岩，主要见于早白垩世义县组和张家口

组。潜火山岩主要为早白垩世形成的中性（潜安山

岩、潜粗面岩、潜石英粗面岩）、酸性潜火山岩（潜流纹

岩和流纹斑岩）。

1.3 构造

（1）区域断裂

该区断裂主要发育北东向、北西向及北东东向、

南北向的区域断裂，断裂性质以正断层为主。主要

断裂有：中部的北东向四合庄-大官厂-留子号断裂

（F3）和南侧与其平行的莲花滩-长梁-西南凹断裂

（F12）、中部的近南北向楼房窑-沽源断裂（F1）。火

山机构多沿着北东东向及北西向断裂及南北向断裂

的交汇部位呈串珠状分布。在与F12、F3断裂的交汇

处，是火山活动及铀钼多金属富集的有利场所，为区

内铀钼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2）火山构造

该区火山构造属多伦-蔚县火山活动带（Ⅲ级）、

沽源-赤城火山构造洼地（Ⅳ级）和太仆寺旗火山构

造洼地部分（Ⅳ级）。火山机构（Ⅴ级）依据岩性岩相

特征划分为大官厂破火山、元山子火山喷发中心、小

河子破火山、小厂层状火山、东新营锥火山、莲花滩

火山穹窿、丰源店火山喷发中心等13个火山机构。

区内火山构造与成矿关系密切，尤其是铀、钼成

矿与火山机构息息相关，铀钼矿化产于火山机构的

潜火山岩相和隐爆角砾岩相[7]。

2地球化学综合异常特征
该区 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共采集 4 950件样

品。样品采集主要为一级水系，少量为二级水系，深

度一般为30 cm，粒级为－10至＋60目。样品分析单

位为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所实验室。

图1 沽源一带地质矿产图

Fig.1 The mineral distribution map of Guyuan area

1.冲洪积+风积：砂砾石、砂土层；2.冲洪积+湖沼：砂砾石、粉砂粘土、含砂淤泥；3.张家口组三段；4.张家口组二段；

5.义县组；6.早白垩世潜流纹岩；7.断层；8.火山口；9.硅化；10.萤石化；11.中型铀钼矿床；12.铀钼矿化点；13.萤

石矿点；14.沸石矿点；15.热液型钍异常点；16.铀矿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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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综合异常圈定与分类

2.1.1综合异常圈定

依据区内地球化学异常的分布特征结合目前已

掌握的地质矿产资料，首先选择地球化学图上异常

面积大于0.25 km2，最高含量大于异常下限1.5倍的

异常，并考虑了面积虽小、含量较低，但其在空间位

置上与其它元素异常分布一致，属同一元素组合的

单元素异常。从807个单元素异常中筛选出528个

单元素异常参加了综合异常图件的编制，共圈定出

57个综合异常。

根据各元素异常空间分布特征、元素共

生组合规律、套合关系情况以及异常所处的

地质背景等因素进行综合异常圈定，按U、

Mo、Au、Ag、Cu（Pb）为一组，Cu、Zn（Au）、

Cr、Ni为一组，Mo、Cu、Zn、As为一组，Au、

Ag（Pb）、Cu为一组，Au、Ag（Cu）为一组，U

（Au、Hg、Ag）为一组，以地质矿产图为底图，

分别作上述元素组合异常图。上述六组元

素组合代表了低-中温热液活动特点。综合

异常圈定时，用透绘的方法在组合异常图

上，根据各元素异常重叠率（50%～100%）圈

定综合异常。根据各元素异常空间上的分

布特征、元素组合规律、套合情况以及异常

所处的地质背景等因素进行综合异常圈

定。本区共圈定各类综合异常57处。

2.1.2综合异常分类

把 57个异常按其找矿意义大小，将综

合异常划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异常为

已知矿（床）引起的异常。区内圈定 1处甲

类异常，乙类异常又分为乙 1、乙 2两类，其中

乙 1类异常反映已知矿点或前人在此做过普

查工作并圈定了矿权区之内的综合异常，从

异常特征分析可能有新的发现的异常，乙 2

类异常为反映已知矿化点或者蚀变异常明

显的异常，具有找矿意义。区内圈定乙 1、乙 2

类异常数量分别为9个。丙类异常为性质和

前景不明的异常，圈定了30个。

除上述按照找矿意义大小进行异常分

类外，同时考虑元素本身的特征，如元素的

面积、强度、规模，浓集中心，浓度分带成矿

元素的组合，以及区内热液活动，断裂构造，

围岩蚀变、成矿地质条件和已知矿（化）点等

因素，综合确定异常分类级别。

2.2异常筛选和评价

异常筛选采用直接筛选方法，即对57个异常首

先安排野外踏勘筛选工作，优选出成矿条件有利、不

同元素组合、不同级别，不同地质条件的综合异常进

行查证，各异常主要成矿元素极大值、衬度、规模等

参数值列表反映，为后期异常筛选查证时提供参考。

在此基础上，按上述化探异常筛选评价的基本思

路和准则，对参加筛选的化探异常进行排序（表1）。

异常编号
AS1丙
AS2乙 1

AS3乙 2

AS4乙 2

AS6乙 2

AS7甲
AS8丙

AS10乙 2

AS11乙 2

AS13乙 2

AS14乙 2

AS17乙 1

AS18乙 1

AS19乙 2

AS20乙 1

AS22乙 2

AS23乙 2

AS26丙

AS27丙

AS28丙

AS30乙 2

AS31乙 2

AS32乙 2

AS33乙 2

AS34丙

AS36乙 1

AS37乙 1

AS38乙 2

AS42乙 1

AS43丙

AS44丙

AS45乙 1

AS46乙 1

AS48乙 2

AS51丙
AS55乙 2

元 素 组 合 特 征
Mo、Cu、Zn、As

Mo、Ag、U、Au、Cu
U、Mo、Pb、Hg、Sb

U、Mo、Ag、Pb、As

Mo、Au、Ag、
Pb、As、Bi

U、Mo、Ag、Pb、Zn
Mo、Cu、Zn、As

Pb、Zn、Sb、Bi、W

Mo、As

Au、Ag、Pb
U

U、Mo、Au、Ag、Pb
U、Mo、As、Bi

Au、Zn、Cu
Mo、Cu、Ag、As

U、Mo、Au
Mo、As、Hg、Sb

U、Mo、Pb

Mo、Ag

U

Au、Ag、Cu

Au、As、W
U、Cu

Hg

Mo、Cu

Au、Pb
U、Ag、Pb、Sb、Cr

Au、Ag、Cu、Pb、Zn

U、Ag、Pb、As

Au、Ag

Au、Pb、Zn

U、Mo
U、Mo

Au、Cu

Au、Cr、Ni
U、Mo、Cu、Pb、Bi

主攻矿种
Mo多金属

U、Mo多金属
U、Mo

U多金属

Mo多金属

U、Mo多金属
Mo多金属

Pb、Zn多金属

Mo

Au
U

U、Mo多金属
U多金属

Au、Zn、Cu
Mo多金属

U
Mo

U、Mo、Pb

Mo、Ag

U

Au、Ag

Au
U
Hg

Mo、Cu

Au
U多金属

多金属

U多金属

Au、Ag

Au

U、Mo
U、Mo

Au

Au
Mo多金属

查 证 结 果
基性火山岩，沿断裂赤铁矿化较强烈
发现铀钼多金属矿化点（有矿权）

硅化、赤铁矿化强烈，发现钼矿化点
钾质流纹岩、胶硫黄铁矿化蚀变，

隐爆角砾岩
酸性火山岩、断裂、赤铁矿化，

钼含量高
中型铀钼矿（有矿权）

基性火山岩，沿断裂赤铁矿化较强烈
赤铁矿化强烈，发现沸石矿点
潜流纹岩、区域断裂，硅化、

赤铁矿化等发育
流纹岩、断裂，硅化、褐铁矿化强烈

钾质流纹岩
流纹岩、发现铀钼多金属矿点两处
钾质流纹岩、发现铀钼多金属矿点

断裂、花岗岩体发育，
断裂、流纹岩发育，发现沸石矿化点

钾质流纹岩、珍珠岩，发现铀矿异常点
钾质流纹岩、潜火山岩

钾质流纹岩、断裂发育，沸石矿化点
流纹岩、沉火山岩、断裂发育，

具赤铁矿化
钾质流纹岩发育

断裂破碎带、褐铁矿化、
硅化强烈，花岗岩

断裂破碎带、褐铁矿化、硅化强烈
钾质流纹岩，断裂发育

钾质流纹岩、火口，断裂发育
发现黑色辉钼矿化、

北东向断裂发育，流纹斑岩
断裂、粗面岩，褐铁矿化

发现铀多金属矿点
潜流纹岩、正长斑岩脉，

褐铁矿化蚀变强烈
钾质流纹岩、潜流纹岩，萤石矿

断裂、二长花岗岩、
变质正长花岗岩、闪长岩

发现硅化脉体，沿北西向断裂分布，
流纹岩

酸性火山岩、断裂、潜流纹岩
酸性火山岩、断裂、潜流纹岩

变质花岗岩中发现石英脉体数条，
褐铁矿化

酸性火山岩、岩脉，断裂
钾质流纹岩、潜流纹岩，钼较高

表1 区内1/5万化探综合异常一览表

Tab.1 List of 1/50 000 comprehensive geochemical anoma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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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排在序列前面的化探异常其找矿前景相对要

好，并优先安排异常查证工作。经对所圈定的57个

异常进行踏勘检查，发现17处矿化体和矿化蚀变线

索，对后续异常查证及找矿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2.3综合异常分布特征

（1）U、Mo、Au、Ag、Cu（Pb、Hg）组合元素异常在

区内多呈元素组合异常出现，受地层和断裂控制明

显，主要分布在区内中北部的AS7甲（图2，3）、AS2

乙 1、AS17 乙 1、AS18 乙 1、AS42 乙 1、AS22 乙 2、AS3

乙 2、AS4乙 2异常均属此类。元素具有浓集中心和

浓度分带，异常浓度较高，U最大值59.94×10－6，Mo

最大值487.89×10－6，Au最大值10.68×10－9，Hg最大值

2 780×10－9，异常区出露均为中生代早白垩世张家口

组三段火山岩地层，主要岩性为钾质流纹岩，流纹质

角砾凝灰岩、石英粗面岩等。异常区均分布在成矿

远景区内，异常主要由钾质流纹岩、潜流纹岩火山岩

及断裂构造引起，是成矿的有利部位。

（2）Cu、Zn（Au）、Cr、Ni组合元素异常主要分布

在区内的北部，异常分别由AS36乙 1、AS57丙、AS12

丙、AS15丙、AS26丙组成，具明显的浓集中心和浓度

分带，含量高、多种元素异常套合在一起，主要出露

在中生代早白垩世义县组一套中基性的火山岩中。

（3）Mo、Cu、Zn、As 组合元素异常分别分布在区

内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异常分别由AS20乙 1、AS23

乙 2、AS9乙 2、AS1丙、AS8丙、AS27丙、AS25丙组成，

具明显的浓集中心和浓度分带，Mo最大值 37.14×

10－6，异常出露在中生代早白垩世张家口组三段和义

县组地层中，主要岩性为钾质流纹岩，流纹质角砾凝

灰岩、沸石化流纹质凝灰岩、石英粗面岩、粗安岩、安

山玄武岩等。

图2 AS7甲类水系沉积物异常剖析图

Fig.2 AS7 class A profile chart of the stream sediment anomalies

1.第四纪冲积、风积物；2.早白垩世张家口组二段；3.早白垩世张家口组一段；4.粗安岩；5.流纹岩；

6.流纹质凝灰角砾岩；7.火山口；8.硅化；9.褐铁矿化；10.萤石化；11.中型铀钼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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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u、Ag（Pb）、Cu组合元素异常分布于区内的

中部一带，异常分别由AS19乙 2、AS44丙、AS49丙、

AS16丙组成。异常出露在中生代早白垩世张家口组

一、二段地层中，主要岩性为钾质流纹岩，石英粗面

岩等。区域上沿着栅子口-沽源县近南北向断裂的

东侧分布。

（5）Au、Ag（Cu）组合元素异常分布于区内的南

部。异常分别由AS48乙 2、AS30乙 2、AS38乙 2、AS43

丙、AS46丙组成，具明显的浓集中心和浓度分带，Au

最大值29.5×10－9，异常主要出露在中生代侵入岩、元

古代变质侵入岩及张家口组中。主要岩性由二长花

岗岩、变质正长花岗岩、流纹岩组成。

（6）U（Au、Hg、Ag）组合元素异常分布零星。异

常分别由AS28丙、AS14乙 2等组成。出露于张家口

组三段的钾质流纹岩中。

3重要综合异常特征与查证
3.1 AS7甲类异常（大官厂）

（1）异常特征

该异常位于区内中北部的沽源县平安堡镇小河

子村一带。异常面积约26 km2。分布于早白垩世张

家口组，有北东向四合庄-大官厂-留子号区域断裂

从异常区穿过，属大官厂Ⅴ级火山机构火山断裂活

动范围。

该异常在剖析图（图2）上，由U、Mo、Ag、Pb、Zn、

As、Sb、Sn、Hg、W等组成，异常套合较好，元素含量高

且富集，面积大，浓集中心十分明显。其中U元素最

高值达 59.94×10-6，衬度值 8.88，规模达 38；Mo元素

最高值达487.8×10-6；衬度值18.26，规模达297.7；Pb

元素最高值达280.7×10-6；衬度值3.92，规模达15.6。

Hg元素最高值达2780.0×10-9，元素具有二级以上浓

集分带。

（2）异常查证

该异常使用1/1万土壤测量进行查证。在地化

剖面（DHP05）图（图 3）上，清晰地反映出 U、Mo、

Ag、Pb、Zn、As、Sb、Sn、Hg、W具有高背景区，平均值

分别为 5.11、2.22、0.09、40.67、99.40、11.17、3.65、

4.05×10-6、1 488.25×10-9、5.70×10-6。剖面呈现三处铀

图3 AS7甲类异常地化剖面图（DHP05）

Fig.3 AS7 class A profile map of the geochemical anomalies

1.粗面岩；2.流纹质角砾凝灰岩；3.第四系；4.早白垩世张家口组三段；5.早白垩世张家口组二段；6.岩相界线；7.赤铁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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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在4-5导110 m至6-7导110 m，形成一个锯齿

状高峰值带，异常带宽 300 m，铀高值点分别为 10×

10-6、14.2×10-6、12.1×10-6。在 7-8 导 125 m 至 8-9 导

50 m处，铀元素含量在（5.84～9.05）×10-6，异常宽度

100 m。在10-11导5m-13到14导20 m处，出现一连

续的高峰值带，铀元素含量在（6.03～71.8）×10-6，异

常宽度 140 m。剖面发现一个钼异常，在

18-19导60 m到19-20导130 m处，出现一

锯齿状高值带，钼元素含量在（5.87～

7.37）×10-6，异常宽度140 m。剖面发现两

个较强的锌异常，在13-14导75 m到14-15

导40 m处，锌高值点分别为103、202、448×

10- 6，异常宽度 40 m。在 18-19导 40 m到

19-20导10 m处，锌高值点分别为204、347

和524×10-6，异常宽度40 m。

经地表实地核实，该异常段出露地层

为张家口组三段，岩性为紫红色流纹质凝

灰岩，地表岩石具有强烈的硅化、赤铁矿

化、褐铁矿化及黑色钼矿化等蚀变现象。

蚀变一般沿着微裂隙分布，具似浸染状，呈

近南北向带状分布，带宽不等，一般在2至

十几米。硅化、赤铁矿化越强烈（透入性

强），铀矿化越强烈，反之，矿化略差。

矿化蚀变带位于大官厂火山机构喷

发口附近，环状、放射状断裂发育，在蚀变

带北侧前人经勘探工作发现，大约深

300～400 m处见潜流纹斑岩体，在其上部

发现两个似层状、透镜状，相互平行排列的

铀矿体，资料显示为中型铀钼矿[8，9]。

该异常是由硅化、萤石化、赤铁矿化及

黑色胶硫钼矿化等蚀变引起的，赤铁矿化

越强烈，铀矿化越强烈，目前已发现大官厂

为铀钼中型矿床。资料表明，该矿床是

（潜）火山热液型矿床，与潜流纹斑岩和隐

爆角砾岩及其断裂构造关系密切[10]，地表

岩石蚀变现象对于寻找隐伏铀钼矿具有重

要的指示作用。

3.2 AS3乙2异常（新房）

（1）异常特征

该异常位于区内东北部新房一带。异

常面积约4.0 km2。分布于早白垩世张家口

组三段，有区域性四合庄-大官厂-留子号

北东向断裂构造从异常区通过。

该异常在剖析图（图 4）上，主要由 U、Mo、Hg、

Pb、等组成，异常区成矿元素组合好，异常面积较大，

铀钼等元素异常相互套合较好，浓集中心明显，且铀

钼银元素含量反映较高，U元素最高值达6.80×10-6，

平均值5.16×10-6，衬度值1.32，规模3.79；Mo元素最

图4 AS3乙2水系沉积物异常剖析图

Fig.4 AS3乙2 profile chart of the stream sedimentary anomalies

1.第四纪冲积、风积物；2.第四纪冲积、沼泽；3.早白垩世义县组；4.早

白垩世张家口组三段；5.粗安岩；6.流纹质凝灰角砾岩；7.铀钼矿化点；

8.赤铁矿化；9.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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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达 8.88×10-6，平均值 6.96×10-6，衬

度值2.78，规模2.89；Hg元素最高值达

1230×10- 9，平均值 175.3×10- 9，衬度值

6.26，规模41.51；异常长轴展布方向与

北东向区域构造一致。

（2）异常查证

该异常使用1/1万土壤测量进行查

证。查证发现，该异常区位于元山子火

山喷发中心的西北部，地表岩石蚀变发

育，主要蚀变有硅化、赤铁矿化、高岭土

化、水云母化等。硅化和赤铁矿化一般

沿岩石裂隙或微裂隙产出，呈浸染状或

蠕虫细脉状，宽度一般在0.5～2 cm，局

部裂隙发育处蚀变透入性较强。

1/1万土壤化探测量结果表明，该

异常在剖析图（图 5）上呈南北向椭圆

状，各元素相互套合，异常南部浓集中

心明显。铅汞异常规模大，铀钼异常值

均在异常下限两倍之上，钼铅汞衬度值

较高。铀元素最高值为6.09×10-6，钼元

素最高值为4.67×10-6，汞元素最高值为

1 540.0×10- 9，锑元素最高值为 8.90×

10-6，铅元素最高值为168.8×10-6。

经探槽、浅井工程揭露表明：该异

常区流纹质角砾凝灰岩节理十分发育，

且发育硅化、水云母化、赤铁矿化、高岭

土化等。赤铁矿化沿节理和层理呈浸

染状分布，具有渗透性，一般厚度1～3

cm左右。沿探槽取样发现HTC16-8-

24（17件）之间样品，钼矿化十分强烈，

在（8～50）×10- 6，最高值达 288×10- 6。

相对应的铀矿化也较强烈，一般在（6～

11）×10-6。矿化带呈北东向延伸，形成

两个宽约 2 m的北东向的蚀变带。由

此推断铀钼矿化蚀变现象是由硅化、水

云母化、赤铁矿化、高岭土化等蚀变引起的，且有越

往深部蚀变越强的趋势。

AS3乙 2异常（新房）处于元山子火山喷发中心北

部，张家口组三段地层之中，区域上与蔡家营-张麻井-

大官厂-红山子构成一条北东向的铀钼多金属成矿

带，该处地表硅化、褐铁矿化、萤石化、赤铁矿化、水云

母化等蚀变强烈，铀钼矿化蚀变明显高于围岩，多沿

构造裂隙产出，与大官厂矿区的地表蚀变现象相同,

局部铀钼矿化接近边界品位。因此，推断异常是由

上述原因引起。

4结论
综上所述，该区铀钼等多金属成矿地质条件优

越，通过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以及重点找矿区1/1

图5 AS3乙2土壤测量异常剖析图

Fig.5 AS3 乙2 profile chart of the soil measurement anomalies

1.第四纪冲积、风积物；2.早白垩世义县组；3.早白垩世张家口组三段；4.

安山岩；5.流纹质凝灰角砾岩；6.赤铁矿化；7.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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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Mo polymetallic
deposits in the Guyuan area, Hebei province

SHEN Zong−yi, ZHANG Li−guo, CHENG Zhou, LI Xin−hua, XU Hong−cai, LYU Yun−qi

(Hebei Institute of Regional Geological and Mineral Resource Surve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Uranium and molybdenum polymetallic deposits are superior. In

order to find uranium molybdenum polymetallic ore, we carried out 1/50 000 stream deposition measurements

and 1/10 000 soil measurement in the key prospecting area.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samples analysi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metallogenetic conditions, fifty- seven geochemical anomalies

were delineated, including one anomaly of class A, twenty anomalies of class B and thirty anomalies of class C.

Especially AS7 anomaly of class A in Da guanchang area and 2AS3 anomaly of class B in Xinfang area ,which

have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area of geological prospecting uranium molybdenum polymetallic, also

suggesting that this area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uranium molybdenum polymetallic deposit.

Key words:ore prospecting; uranium and molybdenum polymetallic;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Guyuan area

万土壤测量，水系沉积测量共圈定铀、钼等多金属地

球化学综合异常57处。其中甲类异常1处，乙 1类、

乙 2类26处，丙类30处。地质找矿信息较显著，与成

矿有关的异常为甲类和乙类异常。特别是该区AS7

甲类异常（大官厂）和AS3乙 2异常（新房）等，地质成

矿条件有利，位于区域性四合庄-大官厂-留子号北

东向断裂带上，对该区今后铀、钼等多金属地质找矿

具有重要指示意义，并暗示该区具有寻找铀钼等多

金属矿的重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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