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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一、中文图书
中国典型铀矿床岩石物性特征
责任者: 邓居智 陈辉等编著
ISBN: 978-7-03-060301-2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
页码: 165 页
索书号: 426.3/851
获取途径: 馆藏纸本
摘要: 本书在介绍岩矿石标本物性参数测定，以及数据统计和图示方法的基础
上，基于作者近年开展深部铀资源勘查的岩石标本物性测量数据，分别总结了…

二连裂陷盆地“同盆多类型”铀矿
责任者: 聂逢君[等]著
ISBN: 978-7-116-11401-2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出版年: 2019
页码: 218 页
索书号: 426.3/94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本
摘要: 本书是主要作者在北方二连盆地连续工作 15 年的科研成果，汇集了大量
野外地质调查资料、岩心观察分析资料、室内测试分析资料。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砂岩铀成矿作用
责任者: 李子颖[等]著
ISBN: 978-7-116-11374-9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出版年: 2019
页码: 471 页
索书号: 426.3-1/276
获取途径: 馆藏纸本
摘要: 本书是作者在完成多个重大项目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鄂尔多斯盆地北部
砂岩铀成矿条件和成矿作用的研究过程中所取得成果的系统总结。
1

地学新书资源推介（2018-2019 铀矿地质专辑）

中国铀成矿地质年代学
责任者: 夏毓亮著
ISBN: 978-7-5022-7579-2
出版者: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出版年: 2019
页码: 1 册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专著是首部专门论述中国铀成矿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的著作。书中介绍了
U-Pb 同位素年代学原理和数据处理方法；基本厘定了中国各种类型铀成矿作用
地质年代学表和分布规律…

桂东南十万大山盆地地质特征与铀成矿作用
责任者: 徐争启
ISBN: 978-7-03-061906-8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
出版年: 2019
页码: 168 页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专著在区域地质背景分析和研究基础上，根据沉积学原理及盆山耦合机
理，探讨了十万大山盆地的沉积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十万大山盆
地沉积相和铀储层特征…

内蒙古中西部中生代产铀盆地理论技术创新与重大找矿突破
责任者: 彭云彪著
ISBN: 978-7-5625-4488-3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
页码: 1 册
丛书名: 中国北方砂岩型铀矿床研究系列丛书
中图法分类号: P619.140.622.6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书从盆地整体分析角度，充分运用铀矿地质学、铀储层沉积学等理论技
术体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中生代产铀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二连盆地和
巴音戈壁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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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煤铀协调开采扰动岩层多场耦合特征
ISBN: 978-7-5020-7738-9
出版者: 应急管理出版社
出版年: 2019
页码: 1 册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书基于煤铀赋存环境，对煤、砂质泥岩及砾岩进行微观孔隙形态及物质
成分分析，完整砂岩、砂质泥岩，裂隙砂岩、砂质泥岩岩样及大尺度砾岩含水层
多孔介质进行室内应力-渗流试验…

若尔盖地区碳硅泥岩型铀矿成矿地质环境与成矿作用
责任者: 陈友良等著
ISBN: 978-7-03-060556-6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
页码: 174 页
中图法分类号: P619.14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若尔盖碳硅泥岩型铀矿形成的成矿地质环境，岩石的宏观
和微观特征表明若尔盖铀成矿区下志留统沉积环境为陆棚环境，其中的赋矿硅质
岩为典型的热水沉积…

鄂尔多斯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地质背景
责任者: 金若时
ISBN: 978-7-03-062247-1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
页码: 300 页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书（1）初步分析了鄂尔多斯盆地铀矿区域地质背景。建立了鄂尔多斯
盆地重力、航磁、遥感等资料综合解译了 6 个构造分区，即盆缘-北、南、西三
个斜坡带，盆内三个隆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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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南部上白垩统地浸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研究
ISBN: 978-7-116-11682-5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出版年: 2019
页码: 1 册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松辽盆地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中新生代盆地，在盆地南部发现的钱家店
砂岩型铀矿床具有独特的成矿地质特征。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 .第五卷 . 中国核学会 2017 年学术年
会论文集 .第 1 册 . 铀矿地质分卷（上）
责任者: 中国核学会编
ISBN: 978-7-5022-8776-4
其他题名: 中国核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出版者: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474 页
索书号: 839/141-3/5/1
获取途径: 馆藏纸本
摘要: 本书收录了中国核学会 2017 年全国学术年会有关“铀矿地质”的研究论
文，包括《松辽盆地双山地区嫩江组一段砂体铀成矿潜力分析》《高频燃烧红外
吸收光谱法测定铀矿石中的硫》…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 .第五卷 . 中国核学会 2017 年学术年
会论文集 .第 2 册 . 铀矿地质分卷（下）
责任者: 中国核学会编
ISBN: 978-7-5022-8801-3
其他题名: 中国核学会 2017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出版者: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475 668,256 页
索书号: 839/141-3/5/2
获取途径: 馆藏纸本
摘要: 本书收录了中国核学会 2017 年全国学术年会有关“铀矿地质”和“铀矿
冶”的研究论文，包括《二连盆地含铀古河谷赛汉组地层划分及沉积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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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产地质志 . 铀矿卷: 普及本
责任者: 张金带[等]编著
ISBN: 978-7-116-10402-0
并列题名: Geology of mineral resources of China. Volume of uranium deposits :
popular edition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190 页
索书号: 461/603
获取途径: 馆藏纸本
摘要: 本书共分八章，概要介绍了铀元素的发现史、铀的基本性质及放射性、铀
在地壳中的分布及存在形式、铀在原子能工业中的用途及地位、中国铀矿地质勘
查队伍的组建和历史沿革、我国铀矿地质勘查与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

相山地区岩浆演化及其对铀成矿作用的制约
责任者: 周万蓬, 范洪海, 郭福生著
ISBN: 978-7-116-11065-6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151 页
索书号: 426.3/366
获取途径: 馆藏纸本
摘要: 本书针对火山盆地及周边火成岩开展了野外地质调查工作，并对其主量元
素、微量元素、Sr-Nd-Pb 同位素及锆石 U-Pb 同位素年代学进行了分析测试和研
究工作…

地浸采铀
责任者: 陈为义编著
ISBN: 978-7-5022-9516-5
出版者: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250 页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地浸采铀》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地浸砂岩型铀矿的形成及其矿床条件，溶
浸剂选择和溶浸液配制及其使用方法（包括浸出试验的步骤、内容、方法），地
浸钻孔类型、排列形式、设计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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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水文地球化学及其应用
责任者: 高柏编著
ISBN: 978-7-116-11166-0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1 册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书主要在东华理工大学已经出版的相关图书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内容
分别为铀水文地球化学特征，铀水迁移与沉淀作用，铀成矿水文地球化学条件，
铀水文地球化学找矿…

原地浸出采铀矿山环境监测与控制
责任者: 苏学斌著
ISBN: 978-7-5022-8918-8
出版者: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300 页
中图法分类号: TL75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近些年随国家对环境要求的日益提高，铀矿山的环境成为公众关注的重
点。为保证促进生产的同时使环境影响最小化，我国从事原地浸出采铀行业的科
技人员和职工…

十红滩砂岩型铀矿床地下水淡化少试剂地浸采铀研究
责任者: 孙占学著
ISBN: 978-7-5022-8876-1
出版者: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1 册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十红滩铀矿床是我国特大型砂岩铀矿床之一，因含矿层地下水矿化度高而
难以用常规地浸工艺开采。本书以该矿床为研究对象，就探索地下水高矿化度条
件下地浸工艺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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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赣杭构造带含铀火山盆地岩浆岩的岩石成因及动力学背景
责任者: 杨水源
ISBN: 978-7-5625-4128-8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1 册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书是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华南铀矿床形成机理与富集分布规
律”、科技部 973 项目“华夏地块中生代重要成矿区带巨量金属成矿规律与成矿
预测”…

钦杭成矿带浙江段内生金属矿产成矿规律与评价技术集成研究
责任者: 周乐尧着
ISBN: 978-7-5178-2601-9
出版者: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365 页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书是浙江省地质矿产研究所承担的国土资源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
项目研究成果，书稿是对钦杭成矿带浙江段内生金属矿产成矿规律的综合研究。

南美洲地质矿产与矿业开发
责任者: 陈玉明
ISBN: 978-7-5625-3968-1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439 页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书介绍了南美洲的基本情况，南美洲的区域地质概况，南美洲的矿产资
源，矿产勘查与矿业开发，南美洲的石油、天然气、铜、金、银、铅、锌、锡、
铁、锂、铀、铝土矿等成矿条件、典型矿床、勘探开发和资源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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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伏地质体与断裂的地气场研究
责任者: 周四春，刘晓辉，胡波著
ISBN: 978-7-5022-9627-8
出版者: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158 页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专著是作者承担“地气作用下地质处置核废物中核素迁移行为及环境影
响”、“隐伏地质体与断裂的地气场研究”、“隐伏温泉地气场及勘查方法研究”
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成果总结。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能源地缘配置格局与中国合作
责任者: 方创琳
ISBN: 978-7-03-059315-3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页码: 1 册
获取途径: 读秀文献互助
摘要: 本书从满足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的高度，分析了中亚石油、天然气、铀矿三
大战略能源资源的地缘配置格局，分析了外部扰动要素对中亚油、气、铀资源开
发的影响、开发风险和对中国的保障程度、保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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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标准规范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铀矿冶
标准号: HJ 1015.1-2019
标准英文名: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uranium
mining and milling
实施日期: 2019-04-01
起草单位: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发布单位: 生态环境部
获取途径: 读秀数据库文献传递
简介: 本标准规定了铀矿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一般性原则、内容、方
法和技术要求，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编制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铀矿冶退役
标准号: HJ 1015.2-2019
标准英文名: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uranium
mining and milling decommissioning
实施日期: 2019-04-01
起草单位: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发布单位: 生态环境部
获取途径: 读秀数据库文献传递
简介: 本标准规定了铀矿冶退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一般性原则、内容、方法和
技术要求，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要求。

铀矿山矿坑涌水量计算规定
标准号: EJ/T 1009-2018
实施日期: 2018-05-01
中标分类号: F40
ICS 分类号: 27.12
起草单位: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获取途径: 读秀数据库文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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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资源调查航空高光谱数据处理技术要求
标准号: EJ/T 20182-2018
实施日期: 2018-05-01
中标分类号 : F40
ICS 分类号 : 27.12
起草单位 :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获取途径: 读秀数据库文献传递

铀矿山矿石放射性计量站设计规定
标准号: EJ/T 741-2018
实施日期: 2018-05-01
中标分类号: F40
ICS 分类号: 27.12
起草单位: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获取途径: 读秀数据库文献传递

黑色岩系非常规铀资源预测评价技术指南
标准号: EJ/T 20181-2018
实施日期: 2018-05-01
中标分类号: F40
ICS 分类号: 27.12
起草单位: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中国核工业地质局
获取途径: 读秀数据库文献传递

铀矿石中硫、总碳、有机碳及无机碳的测定 红外吸收法
标准号: EJ/T 20154-2018
实施日期: 2018-05-01
中标分类号: F40
ICS 分类号: 27.120.30
起草单位: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获取途径: 读秀数据库文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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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文学位论文
浅埋薄层弱胶结铀矿综采矿压显现规律与顺槽支护技术研究
作者: 李诚
单位: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
学位: 硕士
导师: 张强
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693188
摘要: 本文以某铀矿为工程背景,针对于浅埋薄层弱胶结软岩的物理力学特征,开
展弱胶结软岩的物理力学特性试验、相似材料的研制、数值模拟和物理模型试验
等研究,揭示了综采工作面围岩的矿压显现规律…

铀尾矿区土壤污染风险评价与管理研究
作者: 张宇
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学位: 博士
导师: 刘桂建 罗学刚
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3565518

弱胶结软岩地层浅埋薄层铀矿巷道支护方案优化研究
作者: 谢凯
单位: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
学位: 硕士
导师: 蔚立元
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693212
摘要: 铀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主要运用于国防建设和核能发展。内蒙、新疆
等西部地区分布着大量的铀资源,该矿区的地层以弱胶结地层居多。由于该地层
成岩时间晚、胶结性能差、强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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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型低温热液矿床地质与地球化学研究: 以中国贵州天柱石
英脉金矿和尼日利亚 Mika 低温热液型铀矿为例
作者: 曾献源
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学位: 博士
导师: 杨晓勇
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3565534

华阳川铀多金属矿床成矿动力学地球物理研究
作者: 何国丽
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学位: 博士
导师: 滕吉文 王光杰
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3605107

新疆白杨河大型铍铀矿床热液成矿的精细矿物学示踪
作者: 张龙
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学位: 博士
导师: 李晓峰
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360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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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碳酸岩有关的铀铌多金属矿床研究--以秦岭华阳川、大石沟
矿床为例
作者: 高龙刚
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学位: 硕士
导师: 陈佑纬 金中国
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3601096

铜仁坝黄富铀磷质岩地质特征及铀的富集规律研究
作者: 王志罡
单位: 贵州大学
学位: 硕士
导师: 谢宏
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719261
摘要: 贵州铜仁坝黄含磷岩系中富集放射性元素铀,目前尚未有人对其进行过系
统的研究工作,且国内外关于磷块岩型铀矿床的研究程度也较低,相关资料、文献
较少。因此,探究坝黄地区含磷岩系中铀的富集特征…

鄂尔多斯盆地双龙地区砂岩型铀矿迁移、富集及成矿机制
作者: 徐阳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孙卫东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3589351
摘要: 近年来在鄂尔多斯盆地发现一系列的砂岩型铀矿,极大地解决了我国铀资
源短缺的问题。本文选取鄂尔多斯盆地研究程度相对较低的双龙地区砂岩型铀矿
为研究对象,从构造背景、矿物蚀变特征、地球化学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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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砂岩型铀矿床粘土矿物与铀成矿作用研究
作者: 骆效能
学位授予单位: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李子颖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 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砂岩型铀矿床粘土蚀变强烈,与铀成矿关系密切。本文
通过主量元素分析、X-衍射分析、扫描电镜镜下观察、高分辨率透射电镜观察等
手段,结合野外地质资料和室内实验研究…

贵州白马洞铀矿床黑色-红色蚀变形成机理及其与铀成矿关系
作者: 李燕燕
学位授予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多吉 张成江 池国祥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分量化探法在寻找隐伏铀矿床中的应用
作者: 刘幼建
学位授予单位: 南华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谢焱石 罗辉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 本文以位于湖南省郴州市的金狮岭铀多金属矿床为研究对象,在早期钻探
工作、伽马能谱和氡浓度测量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利用分量化探技术…

贵州白马洞铀矿床控矿因素分析
作者: 周宇翔
学位授予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张成江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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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攀枝花大田地区脉岩特征及其与铀成矿的关系
作者: 柏勇
学位授予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徐争启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综合物探与三维激光技术在铀尾矿库可视化的应用研究
作者: 黄启帆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杨亚新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98
摘要: 针对铀尾矿库存在溃坝风险和安全管理的问题,本文采用了高密度电阻率
法、探地雷达方法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探测铀尾矿库地下尾矿埋藏和覆土治理
情况,查明渗漏隐患的空间分布位置…

邹家山铀矿床伴生钼的地球化学特征和浸出实验
作者: 毛宁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胡宝群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66
摘要: 邹家山矿床开采了近 50 多年,近期研究发现该铀矿床中伴生有高含量的
Mo 元素,特别是在富铀矿石中 Mo 元素含量更高。如果不加以回收 Mo,不仅浪费
资源,而且还会造成环境的重金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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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龙首山芨岭铀矿床蚀变岩及矿物地球化学特征研究
作者: 张志强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刘晓东;王凯兴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90
摘要: 笔者针对芨岭铀矿床地区的新鲜花岗岩、正长岩、蚀变花岗岩的元素地球
化学特征研究,确定岩石类型,分析蚀变花岗岩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并与新鲜花岗岩
进行对比研究…

安徽黄梅尖地区基性脉岩特征及其铀成矿关系
作者: 邓一潇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王正其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94
摘要: 庐枞盆地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黄梅尖岩体及
其周缘地带是我国重要火山岩型铀成矿区之一,本文在系统收集整理以往工作成
果、综合分析和野外地质调查的工作基础上…

北天山冰草沟铀磷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探讨
作者: 刘小波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刘晓东;李光来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72
摘要: 北天山冰草沟铀磷矿床受玄武安山岩与砂岩的接触界面控制,属于典型的
热液铀磷矿床。本文以横穿矿体的典型剖面为研究对象,借助显微镜、XRF、
ICP-MS 等研究手段,对矿石和赋矿围岩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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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盆地哈达图地区赛汉组上段沉积特征及与铀成矿关系研究
作者: 周书平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李满根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56
摘要: 哈达图铀矿床位于二连盆地西部地区的三级构造单元乌兰察布坳陷内,是
典型的古河道砂岩型铀矿床,也是近几年二连盆地西北部找矿取得的重要成果之
一。本文选择哈达图地区找矿目的层…

龙首山铀成矿区断裂构造遥感识别及其应用研究
作者: 张元涛
学位授予单位: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潘蔚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 龙首山地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铀成矿区,区内铀矿化与构造关系密切。本文
以高分二号影像(GF-2)、Landsat 8 陆地成像仪(OLI)影像以及 ASTER GDEM 为
数据源,开展了线性构造自动提取…

陕西省华阳川铀铌铅矿床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研究
作者: 陈瑞莉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潘家永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42
摘要: 华阳川矿床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华县境内,在大地构造上隶属于华北陆块南
缘小秦岭陆内造山带。本文在矿床地质特征及矿物学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对该矿
床的围岩及不同的矿石矿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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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五十家子—新城子铀成矿条件及找矿预测
作者: 王世成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王庆飞;于振清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云南武定地区铁-铜-金-铀-稀土矿成矿作用与成矿动力学
作者: 朱利岗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刘家军;Leon;Bagas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贵州白马洞铀矿床热液蚀变特征及成因意义
作者: 马康熙
学位授予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张成江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吐哈盆地西南缘中新生代构造演化与铀成矿关系研究
作者: 张鑫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聂逢君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477
摘要: 本文在对吐哈盆地西南缘地区进行构造变形和沉积演化研究基础上,通过
磷灰石裂变径迹热年代学、锆石 U-Pb 年代学、细碎屑岩微量和稀土元素、铅同
位素、电子探针和α蚀刻径迹等多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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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巴音青格利地区砂岩型铀矿矿化特征与铀成
矿机制研究
作者: 蒋乐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聂逢君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74
摘要: 本文主要以岩石学、矿物学和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为指导,利用偏光显微
镜、LA-MC-ICPMS、放射性照相、电子探针等多种分析测试手段,对鄂尔多斯盆
地北部巴音青格利地区直罗组下段含矿砂岩…

相山火山熔岩亚型和次火山岩亚型铀矿床流体包裹体特征比较
作者: 薛栋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胡宝群 邱林飞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50
摘要: 相山铀矿田是我国重要的火山岩型铀矿田,区内分布二十多个铀矿床,主要
分属三个种类:火山熔岩亚型、次火山岩亚型及隐爆角砾岩型,以前两者为主,隐爆
角砾岩仅有一个巴泉矿床。

相山铀-铅锌多金属矿床成矿流体特征及成矿机制研究
作者: 刘斌
学位授予单位: 南京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凌洪飞 陈卫锋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 相山铀矿田位于华南赣杭火山岩型铀成矿带的西南端,江西省抚州境内。随
着勘探程度不断加深,该地区已经形成了铀-铅锌多金属矿床集聚区。本文综合运
用蚀变岩石学、矿物地球化学、原位 S 同位素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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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伏铀矿勘探中地气测量机理及其应用研究
作者: 罗齐彬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杨亚新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476
摘要: 本文对多孔覆盖层介质中的流体流动特性、孔中铀元素传质机制等方面进
行耦合物理场数值分析和实验观测研究,分析总结铀元素及含铀微粒在覆盖层中
随地气或地下水迁移的运移规律。

内蒙古卫境岩体查干哈达地段碱交代作用与铀矿化的关系探讨
作者: 于阳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聂逢君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68
摘要: 本文通过对该地区花岗岩地质背景、岩石地球化学、围岩蚀变、铀矿化等
特征和铀成矿条件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其成矿模式,探讨了卫境
查干哈达地区铀成矿潜力。

陕西华阳川铀铌铅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与矿石矿物学研究
作者: 肖俊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刘成东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85
摘要: 通过对代表性的矿样磨制的光薄片进行光学显微镜以及扫描电子显微镜、
电子探针等现代分析测试方法,主要对华阳川矿床矿石矿物学开展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为矿床成因研究和采矿工艺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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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下庄矿田花岗岩型铀矿原位微区 U-Pb 年代学研究
作者: 郑欣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吴柏林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52405
摘要: 本文以下庄矿田希望(330)、仙石(339)、寨下(335)花岗岩型铀矿床为对象,
在国内外测年和花岗岩型铀矿现状综合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电子探针分析
了矿石矿物组合特征…

二连盆地哈达图地区砂岩型铀矿特征与成矿作用研究
作者: 于雅岑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聂逢君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67
摘要: 本文在野外露头、岩芯观察与地球物理等资料解释基础上,利用偏光显微
镜、电子探针以及扫描电镜等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对哈达图地区的铀矿目的层岩
石学特征、成岩作用、后生蚀变…

塔里木盆地北缘塔里克地区砂岩型铀矿目的层蚀变作用特征及
成因模式
作者: 杨彦波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聂逢君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71
摘要: 本文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样品的分析,对目的层岩石学、成岩作用及演
化特征、目的层成岩成矿序列、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变化规律开展了系统研究,
并梳理了克孜勒努尔组含矿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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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泰康地区砂岩型铀矿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作者: 李鑫石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夏菲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89
摘要: 本文在详细的野外地质勘查基础上,通过光（薄）片观测,XRF、ICP-MS 等
分析对泰康地区重点钻孔的含矿层砂岩的砂体特征、围岩蚀变、主量元素、微量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

地气测量及放射性测量在隐伏铀矿勘探中的应用研究
作者: 吴泽民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杨亚新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616
摘要: 为更好的推广地气法在深部隐伏铀矿勘探中的应用,将地气测量、地面伽马
能谱测量、土壤天然热释光测量、钋-210 测量联合使用,在铀矿区已知剖面进行
试验。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直罗组重矿物特征及物源分析
作者: 张媛媛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聂逢君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93
摘要: 本文以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砂岩型铀矿主要成矿目的层直罗组为研究对象,
以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分析为基础,运用岩相学、岩石学、矿物学等多学
科知识,对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直罗组的沉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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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大柴旦行委团鱼山地区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分析与研究
作者: 边君
学位授予单位: 西安科技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王生全 文怀军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9836
摘要: 本次研究工作主要以该地区铀源点的赋存分析、层间氧化带发育特征分
析、矿区内构造特征演化分析、放射性异常情况等铀矿成矿条件分析、矿区岩性
及岩相古地理情况分析等基础性研究为重点…

相山铀矿伴生稀土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浸出实验
作者: 康春晖
学位授予单位: 南华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谭凯旋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 通过对研究区进行野外调查,结合常微量化学分析、浸出实验等手段,对相
山铀矿伴生稀土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及浸出行为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分析表明…

伊犁盆地南缘乌库尔其-蒙其古尔地区砂岩铀矿地质特征与成因
分析
作者: 程相虎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吴柏林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52399
摘要: 重点以阔斯加尔地区 VII2 新层系铀矿为对象,适当兼顾蒙其古尔地区其它
层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在分析铀矿床分布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针对层间氧化带开
展岩石学、元素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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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盆地中下侏罗统多种能源矿产富集特征与成藏条件分析
作者: 李盛富
学位授予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陈洪德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 依托“伊犁盆地重点煤炭开发区放射性地质环境调查”生产与科研项目,
根据沉积学、构造地质学、层序地层学及岩相古地理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伊犁盆
地成矿地质背景,充分利用核工业…

二连盆地巴彦乌拉铀矿田构造控矿机制和成矿模式
作者: 鲁超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焦养泉 彭云彪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文献传递
摘要: 运用多种地质指标分析二连盆地中部铀矿田沉积期和关键成矿期的铀成
矿控制因素,从同沉积期构造和成矿期构造入手,分析断拗转换期特征及其构造控
制砂体发育机制,分析成矿期构造反转和剥蚀作用对铀成矿的约束并分析其规
律。

砂岩型铀矿 SIMS 和 fs-LA-ICP-MS 原位微区 U-Pb 定年——以
鄂尔多斯盆地和伊犁盆地为例
作者: 张婉莹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吴柏林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52810
摘要: 本文在国内外测年和砂岩铀矿现状综合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以沥青铀矿
（GBW04420）作为标准物质,确定了以先进的二次离子质谱法（SIMS）和“飞
秒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fs-LA-ICP-MS）”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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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山火山盆地铀矿化蚀变信息提取研究——来自 ASTER 数据和
岩石反射光谱测试
作者: 杨羿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郭福生 吴志春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54
摘要: 在大量查阅前人研究成果资料的基础之上,基于相山蚀变岩的岩石光谱特
征,优化蚀变信息提取技术,选择有利方法提取研究区矿化蚀变信息。对比不同蚀
变信息提取方法在本区内的应用效果…

江西相山铀矿田南、北部花岗斑岩特征对比研究
作者: 王利玲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张树明
学位年度: 2019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815565
摘要: 本文通过对相山南、北部花岗斑岩各岩体进行野外地质、岩相学、主微量
元素、Sr-Nd-Pb 同位素、成岩时代等特征对比的研究,分析其岩浆的物质来源、
形成的构造环境以及其岩石成因类型…

相山矿田云际铀矿床成矿特征及成矿过程探讨
作者: 马文妍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胡宝群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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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红滩铀矿床矿化地段地层渗透性研究
作者: 路乾乾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吴仁贵 赵乔付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48
摘要: 研究矿化地段含矿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分析生产钻孔过滤器段不同岩性对
渗透系数的影响,在没有条件开展水文试验的块段,可根据岩性的不同,为其他钻
孔渗透系数的判定提供对比参考的依据。

物化探方法在会昌县铀资源评价中的应用
作者: 陈昌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余西垂 邓居智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81
摘要: 论文依托“江西省会昌县仙坑-黄田地区铀矿资源调查评价”项目开展研
究,在综合分析该区铀成矿背景的基础上,以仙坑-黄田地区的太平岽-黄田、水口、
杨梅山-龙骨千三个工作程度低…

松辽盆地 XX 地区四方台组富铀地层沉积相及地球化学特征
作者: 魏帅超
学位授予单位: 贵州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付勇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93720
摘要: 本文通过对松辽盆地 XX 地区东西向、南北向若干钻孔岩心中的富铀地层
—四方台组进行编录、取样和测井曲线研究,发现铀富集主要分布于四方台组一
段和二段灰白色中砂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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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地区铀矿床晶质铀矿及其放射性蚀变晕圈特征研究
作者: 宋炎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张展适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39
摘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工作基础之上,重点对铀矿床产铀岩体内的晶质铀矿及与
之共生的放射性蚀变晕圈、寄主矿物(黑云母、长石)展开工作,利用偏光显微镜、
扫描电镜和电子探针等技术手段…

桃山矿田西南部青旗彩地区铀资源潜力分析
作者: 陈欣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夏菲 唐湘生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43
摘要: 本次研究在系统整理区内已有资料基础上,开展地质调查、物化探测量及槽
探揭露,从而进一步提取矿床外围地段深部矿化信息,总结成矿规律和控矿因素,
评价总体铀资源潜力,圈定可供预普查的远景区。

吐哈盆地长流水地区沉积特征与铀成矿条件分析
作者: 蔡旭森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聂逢君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15
摘要: 本文以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为指导,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室内镜下鉴定和钻
孔资料分析,对吐哈盆地东部南缘长流水地区岩石学和沉积相特征进行分析,并结
合钻孔资料和氧化带分布,取得了以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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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 273 铀矿床成矿地质特征与成矿流体性质研究
作者: 贾伟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王正其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37
摘要: 本文在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与研究基础上,采集了相关研究性样品,开展了
岩矿石岩相学、电子探针、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与成分测试、C—O、Pb 同位素
等多种研究手段,旨在系统阐明 273 铀矿床铀成矿地质特征…

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塔木素铀矿床矿石特征及成因研究
作者: 张栋泰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聂逢君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31
摘要: 本文以铀矿理论为指导,以塔木素铀矿床为研究区,以巴音戈壁组上段为主
要研究层段,以岩心精细观察和现代实验分析技术为主要手段,采用局部与整体相
结合,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江西邹家山铀矿床重稀土赋存特征及富集机制研究
作者: 王运
学位授予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李佑国 胡宝群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3460273
摘要: 通过对邹家山铀矿床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岩相学、电子探针分析、地球化
学分析、矿物微区分析、矿物自动分析、X 射线衍射、水岩实验、阴极发光、吸
附实验等以及矿床成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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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哈盆地白咀山地区铀成矿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
作者: 武正乾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王居里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600401
摘要: 白咀山地区铀成矿类型为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虽然找矿有所突破,但要
增加铀资源储量,必须扩大找矿工作、提高找矿效率。为了解决铀矿勘查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需通过野外地质调查…

西准噶尔白杨河铀矿床地质特征及论文题目成因探讨
作者: 陈光旭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刘晓东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42

桂北苗儿山向阳坪铀矿床蚀变岩及矿物学特征研究
作者: 秦蕾胜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刘晓东 王凯兴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38
摘要: 本文首先通过对向阳坪铀矿床两侧的香草坪和豆乍山岩体中黑云母和绿
泥石的化学成分对比研究,厘定了向阳坪铀矿床赋矿花岗岩的归属。在此基础之
上选取向阳坪铀矿床蚀变前后的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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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海子山-格聂地区花岗岩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铀成矿条件
作者: 尹明辉
学位授予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徐争启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3460046
摘要: 本论文在收集前人资料基础上,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和后期的资料整理和综
合研究,对海子山-格聂地区绒衣措、哈嘎拉、罗措仁、格聂花岗岩的地质学、年
代学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研究…

云南临沧印支-燕山期花岗岩地球化学特征及铀成矿条件分析
作者: 孙康
学位授予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徐争启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3459813
摘要: 本论文从铀成矿角度出发,在收集前人资料的基础上,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和
后期的资料整理及综合研究,重点对云南临沧印支-燕山期花岗岩进行了岩石学、
年代学、地球化学系统研究分析…

粤北诸广地区典型铀矿床矿石地质与地球化学特征研究
作者: 李丽荣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黎广荣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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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型铀矿成矿的构造控制及物理模拟研究——以脑木根和呼
仁布其凹陷为例
作者: 徐强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矿业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徐凤银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642083
摘要: 沉积型铀矿的形成取决于铀源、铀的迁移、沉淀、富集和保存诸条件。

相山铀矿田沙洲矿床蚀变特征及成矿意义
作者: 黄罗昱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胡宝群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18
摘要: 相山铀矿田沙洲矿床蚀变强烈,在矿床内广泛发育,按空间形态可分为面型
蚀变和线型蚀变两类,是最为明显的找矿标志。对沙洲矿床的蚀变特征进行系统
的研究,可以揭示各类元素组分在蚀变过程中的迁移规律。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砂岩型铀矿原位微区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地
质意义
作者: 庞康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吴柏林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600011
摘要: 本次工作则以上述盆地北部杭锦旗-大营铀矿区为对象,以铀的富集及黄铁
矿化、砂岩白色化、碳酸盐化等成矿现象与成岩蚀变内容为纽带,抛弃过去全岩
或混合单矿物同位素分析方法,首次应用原位微区稳定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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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鲁甸花岗岩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铀找矿前景
作者: 伍荣林
学位授予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王乾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Y3459915

二连盆地巴赛齐含铀古河谷构造建造与铀成矿模式研究
作者: 刘波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杨言辰 申科峰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首先对古河谷发育的区域地质背景进行介绍,介绍了区域构造、地层、
岩体及其含铀性等特征,论述了区域构造演化序列。其次,对古河谷发育的构造建
造特征分别进行了阐述…

内蒙古哈达图铀矿床成矿特征及找矿方向
作者: 张锋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孙国胜 杨建新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主要从砂岩型铀矿床的控矿因素入手,着重分析哈达图地区铀源、构
造、沉积体系以及氧化带与铀成矿的关系,研究哈达图已发现的铀矿体的特征,总
结哈达图地区铀成矿特征和成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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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相山矿田铀与多金属成矿作用对比研究
作者: 司志发
学位授予单位: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聂江涛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山地区区域地质背景、铀与多金属成矿
地质特征、成矿流体特征、成矿物质来源、成矿时代以及控矿构造等方面的系统
研究,剖析了相山矿田铀与多金属成矿机理…

广西苗儿山花岗岩型铀矿床成矿机制研究
作者: 王正庆
学位授予单位: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范洪海 林锦荣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通过对苗儿山花岗岩铀矿区大地构造背景、地层、构造、岩（脉）体、
矿床地质及流体演化等进行详细研究,揭示了铀成矿的动力源、热源、流体源及
铀的“源、运、储、变”机制…

内蒙古苏台庙地区铀成矿条件及远景预测研究
作者: 李强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孙国胜 苗爱生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通过对盆地北部构造演化特点的综合分析研究,提出了盆地中生代构造演
化为研究区内砂岩型铀矿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构造条件,揭示了盆地在中生代掀
斜、隆升的重大地质构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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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盆地艾勒格庙地区沉积环境和铀成矿的研究
作者: 袁晓华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吴国学 杨建新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野外剖面观察、钻孔岩心观察、室内单孔沉积相剖面分析、
剖面沉积相对比、沉积相平面展布分析,研究目的层沉积环境和沉积体系,探讨了
铀成矿规律,此研究工作为艾勒格庙地区下一步找矿指出方向。

松辽盆地通辽地区构造特征与铀成矿作用研究
作者: 陈程
学位授予单位: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蔡煜琦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在全面分析前人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通辽地区的区域地质
特征,重点利用地震资料对研究区沉积-构造特征进行推断解释,提出了通辽地区
地质构造演化、沉积充填和后期构造变形特征的新认识。

伊犁盆地南缘走滑断裂的构造转换及其与铀成矿的关系
作者: 侯芸
学位授予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王刚 邱余波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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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西准噶尔白杨河铀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作者: 陈光旭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王果 刘晓东 李光来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42
摘要: 白杨河铀矿是我国新疆地区最大的火山岩型铀矿,其含矿岩体在形成后遭
受了强烈的后期改造,本文借助 XRF、ICP-MS、MC-ICP-MS 等研究手段对含矿
岩体开展了岩相学、岩石地球化学…

尕斯库勒盐湖盆地水文系统中高浓度铀的迁移富集行为
作者: 韩积斌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蒋宏忱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论文从盆地水文系统角度来探讨铀的迁移富集行为。主要方案为:系统的
采集盐湖盆地内各类水体及岩石样品的基础上…

松辽盆地西南部钱家店砂岩型铀矿床岩石学和矿床地球化学研
究
作者: 闫枫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陈刚 张复新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600037
摘要: 通过显微镜薄片鉴定明晰含矿主岩类型、物质组成及矿化蚀变与铀成矿的
关系;利用地球化学方法探究含矿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和变化规律对铀成矿的指示
意义;使用电子探针手段查定铀的赋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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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煤铀同盆共存全球特征与中国典型盆地剖析
作者: 王飞飞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刘池阳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分别从全球特征和典型盆地实例两方面来进行研究,以分别从广度和
深度两个方面来系统探讨和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本文以多种能源同盆共存和盆
地成矿系统的学术思想为指导…

南岭诸广山地区中生代花岗岩成因及其对铀成矿作用的启示
作者: 孙立强
学位授予单位: 南京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凌洪飞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选取诸广山地区的多个中生代花岗岩作为研究对象,包括了坪田二长
花岗岩、棉土窝黑云母花岗岩、灵溪花岗闪长岩,以及诸广山复式花岗岩体内部
的乐洞二云母花岗岩、寨地二云母花岗岩…

综合物探方法在某铀钼矿区应用效果研究
作者: 高明山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侯胜利 杨永红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作者在某铀钼研究区使用了地面伽玛能谱测量、活性炭吸附氡气测量、高
精度磁法测量及音频大地电磁测量等物探方法,以期在本区总结出一套高效的物
探勘查方法组合。经过数理统计并结合地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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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巴润地区铀成矿特征及找矿方向
作者: 黄镪俯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吴国学 杨建新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在野外地质报告、钻孔岩心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岩石薄片鉴定、电子探
针显微分析及元素地球化学分析等多项测试手段对巴润地区铀成矿特征进行了
深入研究,从矿石物质成份、铀矿物类型…

辽宁凤城翁泉沟地区含铀硼铁矿床成岩成矿年代学研究
作者: 赵宇霆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邓军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论文对铀矿物和成矿相关地质体展开了年代学研究,结合大地构造演化
背景,对矿床的成因机制进行探讨。成矿年代学研究内容是利用晶质铀矿的 U-Pb
同位素测年（TIMS）、晶质铀矿原位…

粤北诸广地区典型铀矿床矿石地质与地球化学特征研究
作者: 李丽荣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王正其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439712
摘要: 本文对诸广地区 361、棉花坑、澜河等 3 个典型花岗岩型铀矿床为研究对
象,对铀矿石矿物组成、矿石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开展了碳、硫同位素
地球化学研究,综合前人成矿物源示踪成果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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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东段中生代火山盆地与铀成矿作用研究
作者: 刘国奇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赵葵东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选取仁差盆地、寻乌盆地、菖蒲盆地和白面石盆地中的火山岩和次火
山岩为研究对象,进行详细的野外地质考察、系统采样,并进行锆石 U-Pb 年代学、
元素地球化学和 Sr-Nd-Hf 同位素分析…

鄂尔多斯盆地东部横山—富县地区铀成矿条件及成矿预测
作者: 于宏伟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鲁如魁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全面分析了工作区的铀成矿条件、矿化特征及成矿潜力。认识到工作
区晚侏罗世和晚白垩世期间的构造抬升,有利于紫红色古层间氧化带、灰绿色蚀
变带铀矿化的形成。

大营铀矿床后生蚀变特征及其对后续勘查的指导意义
作者: 刘忠仁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杨言辰 王辉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大营铀矿床目的层后生蚀变特征及其与铀成矿的关系,总结
铀成矿规律,提出下一步的勘查方向及建议。大营铀矿床铀矿化最主要的赋存部
位为直罗组的上、下两个亚段,下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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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地区铀成矿作用与找矿预测研究
作者: 李鹏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杨言辰 王辉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论文从区域背景入手,分析了区域构造、地层、岩浆岩及其含铀性、区域放
射性场晕等特征,论述了区域构造演化序列。从构造演化对铀成矿作用的约束特
征看,塔木素地区发育的双断型凹陷利于发育…

内蒙古鄂尔多斯盆地西北缘砂岩型铀成矿条件分析
作者: 高贺伟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杨言辰 彭云彪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通过对鄂尔多斯盆地西北缘开展铀成矿地质条件的综合研究,圈定铀
矿找矿靶区,预测铀资源找矿潜力,为下一步铀矿勘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盆地
北部的伊盟隆起和伊陕斜坡组成宽缓稳定的斜坡带…

鄂尔多斯盆地北东部铀矿床特征对比研究及其对周边找矿指导
意义
作者: 李振成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孙国胜 苗爱生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通过针对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皂火壕、纳岭沟、大营铀矿床开展典型铀
矿床成矿特征对比研究,分别对各个矿床特征的地层特征、水文地质特征、古层
间氧化带发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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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砂岩型铀矿成矿作用研究
作者: 张字龙
学位授予单位: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范洪海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论文依托于核工业地质局生产中科研项目《鄂尔多斯盆地南缘铀成矿地
质特征与远景评价》,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收集的科研资料
和钻孔数据,采用宏观观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内蒙古多伦县核桃坝地区铀矿特征及远景预测
作者: 刘小刚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孙国胜 申科峰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通过收集区内已有的基础性地质物化遥等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局
部开展钻探查证,同时开展氡气测量、激电中梯测量、地面伽玛能谱测量等手段,
对研究区进行综合研究评价…

陆家堡地区铀矿成矿条件研究
作者: 魏达
学位授予单位: 东北石油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马凤荣 王世亮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通过测井、综合录井、岩心等信息的综合解释对陆家堡地区含铀岩系的关
键界面和标志层进行了识别,并进行了全区网络地层对比剖面的编制,建立了陆家
堡地区含铀岩系的等时地层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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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北东部罕台庙地区直罗组下段下亚段层间氧化带
特征及其与铀矿化的关系
作者: 胡立飞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李碧乐 苗爱生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鄂尔多斯盆地是中新生代在华北地台西部发育起来的大型内陆拗陷盆地,
伊陕单斜构造是盆地的主体构造单元。通过对盆地北部构造演化特点的分析研究,
认为盆地中生代构造演化和伊陕单斜构造…

高精度小口径铀矿伽玛能谱测井关键技术研究
作者: 赵丹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王南萍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开展了对高精度小口径铀矿伽玛能谱测井中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基
于本文构建的铀矿伽玛能谱测井系统,在铀、钍含量测量相对误差绝对值均小于
5%的情况下,铀、钍含量测量的范围…

鄂尔多斯盆地砂岩型铀矿衰变生热对炭质碎屑成熟度的催化影
响
作者: 张帆
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
学位名称: 博士
导师姓名: 焦养泉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选取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的大营铀矿和南缘的双龙铀矿为研究区,其中
大营铀矿是超大型的且为重点研究区,双龙铀矿为辅,以铀储层砂体中的炭质碎屑
为研究对象,借助煤化指标镜质体反射率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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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西北地区砂岩型铀矿成矿条件分析
作者: 王帆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聂逢君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松辽盆地是中国寻找砂岩型铀矿主攻盆地之一,在盆地西南部相继发现钱
家店和宝龙山铀矿床。研究区位于松辽盆地西北部,虽然研究区内的铀矿地质勘
查程度相对偏低,但是已发现一系列良好的铀矿化异常点(带)。

相山铀矿田云际重点勘查区三维地质结构解译与建模
作者: 叶子华
学位授予单位: 东华理工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林子瑜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本文依托导师承担的中核集团所属“龙灿工程”子课题项目,应用 GOCAD
软件建立了云际重点勘查区的三维地质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地质资料
和地球物理数据,进行了成矿的分析与建议…

鄂尔多斯盆地北东缘砂岩型铀矿勘查中的综合物探方法研究
作者: 张江旭
学位授予单位: 吉林大学
学位名称: 硕士
导师姓名: 路来君 李荣林
学位年度: 2018
获取途径: 万方博硕论文数据库
摘要: 实践证明,各类物探方法技术在盆地构造划分、地层对比及砂体圈定、沉积
环境认识、氧化还原界线及矿化信息识别等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应用效果。因此,
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砂岩型铀矿勘查地球物理方法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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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文图书
Ge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uranium deposits and description of
selected examples / 铀矿床地质分类及实例描述
责任者: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SBN: 9789201016188
丛编: IAEA TECDOC series, no. 1842
出版者: Vienna, Austria :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出版年: 2018
页码: 417 页
索书号: 426.3/G29
获取途径: 馆藏纸本
摘要: With the increased level of investigation into uranium deposits in recent years, a
wealth of new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vailable, which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investigate some of the least understood aspects of uranium metallogeny.

World distribution of uranium deposits (UDEPO) / 世界铀矿床
分布
责任者: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SBN: 9789201015181
丛编: IAEA TECDOC, 1843
出版者: Vienna, Austria :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出版年: 2018
页码: 247 页
索书号: 426.3/W89/2016
获取途径: 馆藏纸本
摘要: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Uranium Deposits (UDEPO) is a database on
technical, geographical and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orldwide uranium deposits.
This publication presents and describes modifications made sinc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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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nformity-related uranium deposits / 不整合面型铀矿
责任者: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SBN: 9201085184
出版者: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出版年: 2019
页码: 1 册
获取途径: 百链
摘要: This publication provides a description of existing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geological,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data to recognize the
footprint of the deposit and the key vectors to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Uranium : A Strategic Source of Energy / 铀 : 能源战略资源
责任者: Marian Radetzki
ISBN: 9781138104761
出版者: Routledge
出版年: 2018
页码: 1 册
获取途径: 百链
摘要: The uranium market is a particularly volatile and unpredictable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arket. This book,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1, analyses th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price rise and falls of uranium in the 1970s.

Uranium: Mineralogy, Geochemistry, and the Environment / 铀:
矿物学、地球化学和环境
责任者: Peter C Burns and Robert J Finch editors
ISBN: 9780939950508
出版者: De Gruyter
出版年: 2018
页码: 696 页
获取途径: 易阅通
摘要: Volume 38 of Reviews in Mineralogy provides detailed reviews of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ineralogy and geochemistry of uranium. We have attempted to
produce a volume that incorporates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urani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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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文科技报告
Extraction of Uranium from Seawater : Design and Testing of a
Symbiotic System / 从海水中提取铀 : 共生系统的设计和测试
报告号: 14-6557
作者: Slocum Alex
发布日期: 2018-02-22
研究机构: 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nology (MIT), Cambridge, MA (United States)
获取途径: 尚唯科技报告数据库
http://25.rm.cglhub.com/info.aspx?id=2FEA3B8E-0BCD-4BC3-A3DA-2F7E5ECC8
8C5
摘要: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in October 2014 awarded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a Nuclear Energy University Program grant
(DE-NE0008268) to investigate the design and testing …

Enhancement of the Extraction of Uranium from Seawater / 提
高从海水中提取铀的能力
报告号: DOE-UMD-0008437-1 15-8663
作者: Dietz, Travis Fastow, Eli Tsoi, Micah Tsinas, Zois Pazos, Ileana Al-Sheikhly,
Mohamad
发布日期: 2018-12-31
研究机构: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ttp://25.rm.cglhub.com/info.aspx?id=06C6D3B4-1A81-4016-B5D5-F661796EF1DE
摘要: Due to the limited uranium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recovery through mining and
ore processing and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se operations,
the future of nuclear power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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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a dose assessment of small mammals sampled near uranium
mines in northern Arizona / 亚利桑那州北部铀矿附近的小型哺
乳动物的生物区系剂量评估
报告号: SRNL-STI-2018-00007
作者: Jannik,T. Minter, K. Kuhne, W. Kubilius, W.
发布日期: 2018-01-09
研究机构: Savannah River Site (SRS), Aiken, SC (United States)
http://25.rm.cglhub.com/info.aspx?id=7d1064d6-48be-4c45-960c-9bbf71b7bc0f
摘要: In 2015, the U. 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collected approximately 50 small
mammal carcasses from Northern Arizona uranium mines and other background
locations. Based on the highest gross alpha resul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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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文学位论文
Uranium Isotope Variations across Key Evolutionary Intervals
in Geological History / 地质历史上关键演化区间的铀同位素的
变化
作者: Zhang, Feifei
页数: 361 页
出版日期: 2018
大学/机构: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ISBN: 9780438287648
导师: Anbar, Ariel
学位: Ph.D.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F8B786C9BB1BC1526D4194806F6D3C
3C
摘要: There is a growing body of evidence that the evolving redox structure of the
oceans has been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animals.
Howeve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connections …

Paragenesis of Uranium Minerals in the Grants Mineral Belt,
New Mexico : Applied Geochemi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xidize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 新墨西哥州格兰特矿带铀矿
物共生 : 应用地球化学与氧化铀矿化的发展
作者: Caldwell, Samantha
页数: 202 页
出版日期: 2018
大学/机构: New Mexico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ISBN: 9781392150184
导师: Chavez, William X.
学位: M.S.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E0B1A0603ADD006CE3A4C5240417F
2A5
摘要: The Grants Mineral Belt of northwestern New Mexico was mined from the
1940s to the late 1980s, with more than 34 0 million pounds of U3O8 extra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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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style and timing of deformation on the Bathurst fault
in the eastern Slave craton, western Nunavut, Canada / 加拿大
努纳武特西部东奴克拉通巴瑟斯特断层构造样式与变形时序
作者: Ma, Svieda
页数: 257 页
出版日期: 2018
大学/机构: Queen's University (Canada)
导师: Kellett, Dawn A; Godin, Laurent
学位: M.S.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F46F771F112695AF934324298B6FED0
F
摘要: Crustal-scale basement faults persist as long-lived structures that localize
deformation and can enhance permeability in the Earth’s crust. The NNW-striking
left-lateral Bathurst fault in the eastern Slave craton …

Theoretical Insight Towards Uranium Extraction from Seawater
/ 从海水中提取铀的理论见解
作者: Priest, Chad Wheeler
页数: 232 页
出版日期: 2018
大学/机构: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ISBN: 9780438430679
导师: Jiang, De-en
学位: Ph.D.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E0B1A0603ADD006CEBC82C245:
45B43E2
摘要: Uranium’s economical consumption is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nuclear fuel cycle.
Today there remains 4-6 million tons of terrestrial uranium in Earth’s ores. However,
as the projected population is estimated to double by 2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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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eochemical

Controls

of

Uranium

Remediation

and

Transport / 铀的生物地球化学控制
作者: Dangelmayr, Martin A.
页数: 150 页
出版日期: 2018
大学/机构: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ISBN: 9780355768572
导师: Figueroa, Linda A.; Stone, James J.
学位: Ph.D.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8061A7930582D62276B5E24959181138
摘要: In the U.S. almost 140 sites have been contaminated by uranium mining and
milling operations or by the storage of radioactive materials. In-situ recovery (ISR)
facilities still face challenges restoring water

Earth's Thorium and Uranium Abundance and Distribution /地
球的钍和铀的丰度和分布/
作者:Guo, Meng
页数:67 页
出版日期:2018
大学/机构: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ISBN:9780438536852
导师:McDonough, William F.
学位:M.S.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684DDDE2827298E45A8FA14A2A661
273
摘要: The abund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thorium (Th) and uranium (U) in the Earth
can provide important data for constraining its composition, heat budget, and
processes of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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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of Uranium Ore Passivation During in Situ
Phosphate / 铀矿在磷化过程中的钝化机理
作者:Kane, Tyler J.
页数: 103 页
出版日期: 2018
大学/机构: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ISBN: 9780438836921
导师: Templeton, Alexis;Campbell, Kate
学位: M.S.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FDFB6143D5AC2D0DC7D26DA24160
3A95
摘 要 : The geochemical behavior of uranium (U) in environmental systems is
governed by its redox biogeochemistry, groundwater geochemistry, and the very low
solubilities of certain U-bearing phosphate minerals.

Developmental

Fusion

:

Chinese

Investment,

Resource

Nationalism, and the Distributive Politics of Uranium Mining in
Namibia / 发展融合 : 中国投资、资源民族主义和纳米比亚铀
矿开采的分配政治
作者: DeBoom, Meredith J.
页数: 362 页
出版日期: 2018
大学/机构: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ISBN: 9780438384170
导师: O'Loughlin, John
学位: Ph.D.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F8B786C9BB1BC15213A8B836DF2352
44
摘要: China’s rising global influence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politics of
natural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Focusing on the
uranium industry, I analyze how China’s influence opera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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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bility of Dissolved Uranium and
Arsenic in Unregulated Groundwater Sources - Western Navajo
Nation / 不规范地下水中溶解铀和砷的时空变异性
作者: Jones, Lindsey Mason
页数: 153 页
出版日期: 2019
大学/机构: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ISBN: 9781392275511
导师: Ingram, Jani C.; Parnell, Roderic A.
学位: M.S.
文档 URL:
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1F35BA4E49142833957042CFB9A0AD
8F
摘要: Concentrations of dissolved uranium (U) and arsenic (As) above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in unregulated water sources pose various human health risks. Although
high natural background concentrations may occur …

Changes in Forms of Uranium in Anoxic Lake Sediments and
Porewaters Near an Abandoned Uranium Mine, Bancroft,
Ontario / 安大略 Bancroft，一个废弃铀矿附近的缺氧湖沉积物
和孔隙水中铀形态的变化
作者: Shu, Haoran
页数: 95 页
出版日期: 2018
大学/机构: Trent University (Canada)
ISBN: 9780438180307
导师: Evans, R. D.
学位: M.S.
文档 URL:
URL:http://2253809.rm.cglhub.com/thesisDetails/E0B1A0603ADD006C3DF989C43
C28C8FA
摘要: Soluble uranium (U) has been observed continuously in the porewaters of
Bentley Lake, a lake with semi-permanent anoxic sediments, despite the fact that
reduced U(IV) is known to be insol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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