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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北部含铀岩系沉积物源及铀源分析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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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在开展松辽盆地北部砂岩型铀矿地质调查时，系统收集了松辽盆地北部沉积物源、铀源的基础资料，对

松辽盆地北部主要含铀岩系物源体系研究进展进行了概括和总结：1）目前沉积物源研究主要针对含油气目的层展

开，而具重要铀成矿潜力的层位如上白垩统四方台组、明水组研究甚少；2）盆地北部各沉积时期物源具有明显的不

均匀性，传统物源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尚存在诸多分歧，需加强碎屑锆石U-Pb定年等新兴技术手段的应用。对松辽

盆地北部铀源条件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论述：1）松辽盆地北部具有良好的蚀源区供铀条件，岩体铀含量较高，活化

迁移明显，铀镭平衡系数表明了沉积盖层中存在铀的原始预富集和后生活化迁移；2）针对沉积盖层原始铀含量的计

算和空间上活化铀迁移规律的研究略显不足，同时缺乏“双重供铀”模式的认识，应加强铀预富集方面的研究。物源

和铀源及二者的源-汇过程与含铀岩系沉积环境研究关系密切，同时严重制约了铀矿床的产出，对其精确厘定有助

于深入理解砂岩型铀矿的局部预富集作用，并对砂岩型铀矿有利成矿区段进行合理的预测和评价。

关键词：研究进展；物源；铀源；砂岩型铀矿；松辽盆地北部

中图分类号：P619.14；P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135（2017）04－0281-09

收稿日期：2017-04-17

资助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2015CB453000）；油气田勘查区砂岩型铀矿调查与勘查示范项目

（DD20160128）

作者简介：刘华健（1993-），男，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砂岩型铀矿地质调查与沉积地质学方面的研究工作，E-mail：Li-

uhj_geo@163.com。*通讯作者：金若时（1958-），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砂岩型铀矿地质调查方面的研究

工作，E-mail: Ruosj2003@aliyun.com。

随着“主攻北方地浸砂岩型铀矿”勘查战略的实

施，在我国新疆、内蒙及东北地区，已经陆续发现了

一大批超大型铀矿床，建立起了数个铀资源基地，使

得我国北方砂岩型铀矿找矿工作取得了历史性重大

突破[1-2]。松辽盆地是我国重要的油气产地，而全球

大部分砂岩型铀矿床与煤、油共生[3]。辽河油田在松

辽盆地南部开鲁坳陷发现了钱家店超大型铀矿床，

由此拉开了松辽盆地铀矿勘探工作的序幕，但对盆

地北部铀矿的寻找相对薄弱。近年来，通过对松辽

盆地北部的油田钻孔进行筛选，发现了良好的放射

性异常，并通过钻探、测井、物探、水文地质等手段进

行验证，认定松辽盆地北部也具有很大的铀资源潜

力，促使松辽盆地的铀矿找矿工作向北进行了转移[4]。

物源和铀源及二者的源-汇过程严重制约着砂

岩型铀矿的形成。因此，在松辽盆地北部急需开展

物源和铀源方面的研究工作。物源供给是连接盆地

周缘造山带和含铀盆地的纽带，它不仅影响了含铀

岩系沉积路径和沉积序列的变化，同时控制了赋铀

砂体和含氧含铀流体运移通道的展布[5-7]。此外，因

含铀岩系物质来源不同，由其所形成的盖层砂岩含

铀性也会不尽相同。铀源是铀成矿的重要物质基

础，盆地周缘蚀源区高铀含量的岩体可为盆地内部

输送丰富的铀元素，同时也直接决定了砂岩型铀矿

含铀岩系能否形成对成矿有利的原始预富集[8-9]。沉

积盆地“源-汇”过程研究目前已经应用于石油勘探

当中，并初见成效[7]。因此，对砂岩型铀矿来说，将物

源和铀源研究紧密联系，形成从“源”到“汇”的沉积盆

地分析基本思想体系，深入探讨砂岩的富集机理和

铀的原始预富集，想必可以为砂岩型铀矿成矿机理

研究打开新的思路。目前，松辽盆地北部含铀岩系

沉积物源与铀源分析及二者的“源-汇”过程等基础

研究程度不高，尚存在意见不统一、定量测量而未定

性分析等不足。笔者搜集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松辽盆

地北部含铀岩系沉积物源和铀源研究方面的资料，

就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提出一些自己的观

点和建议，希望在该区物源和铀源未来的研究方向



上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并对铀矿成矿有利区段的

正确预测和找矿靶区的圈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区域地质概况
松辽盆地位于我国东北部，地跨东北三省和内

蒙古自治区，总体呈北东向展布，是中国最大的中新

生代陆相含油气沉积盆地[10]。盆地北部被大兴安岭、

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所夹持，出露中、新生代火山岩

和海西期、燕山期花岗岩以及少量的变质岩[11]。自晚

侏罗世以来，盆地经历了多次构造演化，形成了“基

底-断陷-坳陷-反转”四个构造阶段和北部倾没区、西

部斜坡区、东北隆起区、东南隆起区、中央坳陷区和

西南隆起区六个构造单元，以及NNE向、NNW向和

近NS向三组主要断层[12-13]（图1a）。在变质岩和花岗

岩基底之上，由于断坳陷沉降盆地充填了近万米中、

新生代火山岩和陆源碎屑岩盖层。自下而上依次为

下白垩统火石岭组、沙河子组、营城组、登娄库组、泉

头组，为一系列火山岩建造和含煤碎屑岩建造；上白

垩统青山口组、姚家组、嫩江组、四方台组、明水组，主

要岩性为暗色泥岩和灰绿色、紫红色砂岩互层，可形

成良好的“泥-砂-泥”含铀岩系，是松辽盆地北部重

要铀矿勘查岩系，其上为第三系依安组、大安组、泰

康组的松散砂砾岩、泥岩，和第四系黄土[14-16]（图1b）。

2研究现状
2.1 物源研究现状

物源分析在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研究和矿产预

测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经过多年的实

践工作，在传统物源分析方法（如沉积学方法、碎屑

组分分析、重矿物分析等）的基础上，目前国内外已

经涌现出多种创新技术手段[17-19]，如阴极发光法、元

素地球化学分析、地质年代学方法、地球物理学和磁

图1 松辽盆地区域地质图及地层综合柱状图（（1）据Yang et al [11],葛荣峰等[12]修改；（2）据Wang et al [16]修改）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and stratigraphic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in Songliao basin（（1）modified from

Yang et al [11] and Ge et al [12]；（2）modified from Wang et al [16]）

1.显生宙花岗岩；2.古生代火山岩；3.中生代火山岩；4.新生代玄武岩；5.缝合带；6.逆冲断裂；7.走滑断裂；8.一级构造线；

①.北部倾没区；②.西部斜坡区；③.东北隆起区；④.中央坳陷区；⑤.西南隆起区；⑥.东南隆起区

282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40卷



性矿物学特征分析等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使得分

析结果更加精确，更加高效。对砂岩型铀矿来说，判

断目的层物源区方向，确定母岩性质及其矿物组分，

理清碎屑沉积物搬运途径，现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

的重点课题[20-22]。

松辽盆地北部主要含铀岩系包括上白垩统青山

口组、姚家组、四方台组和明水组，在下白垩统泉头

组和上白垩统嫩江组部分地层也见少量铀矿化孔

（表1）。众多学者对松辽盆地北部地层物源问题进

行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针对主要含铀岩系均做了

不同程度的工作（表2、图2）。姚家组和嫩江组因其

油气勘探价值，研究程度最高，泉头组次之，而松辽

盆地北部主要含铀岩系四方台组和明水组以及嫩江

组五段的关注度却不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下白垩统泉头组三、四段是松辽盆地北部主要

的低渗透性致密砂岩储集层之一[23]。王玉珍等[24]、张

雷等[25]、付丽等[26]根据重矿物组合分析、ZTR指数、砂

体展布特征以及伊利石 40Ar-39Ar定年技术等方法认

为，在泉头组三、四段沉积时期具有多物源混源沉积

特征，目前已经形成了存在北部、北东、东部、南部和

西部物源的统一认识，但北西、南东、南西方向是否

存在物源供给仍存在一些分歧。

王树恒等[27]通过西部斜坡带上白垩统青山口组

沉积微相分析，发现砂体主要集中在盆地西北、西南

和东北部地区，表明青山口组二、三段受北西部物

源、北部物源、西部物源和南部物源四个物源体系供 应的影响（图2a）。

松辽盆地北部西部斜坡区姚家组具有良好的铀

矿勘探前景[28]。地层具多物源，多体系，环带状分布

的特点（图2b）。姚一段受控于多个物源体系，通过

重矿物分析等传统方法尚无统一认识[29- 33]，盆地北

部、北西、西部、东北、南部、西南均是潜在的物源方

向。Zhao et al.[33]通过碎屑锆石U-Pb定年测试技术，

得出了姚家组沉积物源可能以松辽盆地北部、西部

和西南部为主的结论，碎屑锆石年龄主要集中在130

~ 160 Ma之间，与大兴安岭地区岩体年龄一致，主要

包括大兴安岭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少量的年龄结

果集中在350 Ma附近，与大兴安岭中部和小兴安岭

东北部的地质体年龄相近 [34]。姚家组二、三段稳定重

矿物系数划分出了两大物源区，沉积微相平面展布

特征指出了齐齐哈尔物源区和英台物源区是其主要

的物源区，北部物源和西部短轴物源次之[35]。

嫩江组目前验证的铀矿化孔主要集中在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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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松辽盆地北部铀矿化层位一览表

（据罗梅等（2002）修改）

Tab.1 List of main uranium-hosting strata i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modified from luo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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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沉积微相分析

重矿物统计分析、
地震沉积学、地层
切片、地层颜色指
数平面分布特征、
碎屑锆石U-Pb定

年技术等

重矿物统计分析、
沉积微相分析等

重矿物统计分析、
沉积砂体变化特
征、碎屑锆石U-
Pb定年技术等

沉积微相分析

重矿物统计分析、
沉积砂体变化征、
伊利石 40Ar-39Ar
定年技术等

物源方向

近东西向物源

南北向长轴物源

北部

东部主导、东北
次之、西部小物

源

东北主导，东部
次之

齐齐哈尔、英台、
北部、西部短轴

物源

北部、西部、南
部、西北、东北、

西南

齐齐哈尔、北部、
西部、南部

东部、西部、南
部、北部、西南、
东北、西北、东南

作者

张雷等[41]

莫午零等[36]
刘滢等[37]

彭国亮等[38]
吕茜等[39]

Zhao et al.[33]

胡晓兰等[33]

许凤鸣等[29]
王超等[30]

马世忠等[32]
Zhao et al.[33]
丛林等[34]

王树恒等[27]

王玉珍等[24]
张雷等[25]
付丽等[26]

表2 松辽盆地北部白垩系地层沉积物源分析方法统计表

Tab.2 Statistics of the provenance analysis methods

of Upper Cretaceous sedimentary strata i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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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数量屈指可数，且主要集中在西部斜坡区（表

1）。莫午零等[36]、刘滢等[37]认为嫩江组一段沉积时

期，来自东北部的物源占主导地位，东部次之。彭国

亮等[38]、吕茜等[39]的重矿物组合及ZTR指数分析结果

认为，除东部的主控物源，在嫩江组三段沉积晚期存

在西部和南部两个小物源体系。而在嫩江组四段物

源体系发生明显改变，在盆地北部存在一主控物

源[37]。碎屑锆石U-Pb年龄图谱直观地反映出了盆

地东北、东部和东南是其主要碎屑物质来源区，大兴

安岭地区在此时也向盆地内输送了少量的碎屑物

质[33]（图2c）。目前关于嫩一段至四段物源方向已有

不同程度的成果和认识，然而，嫩江组五段作为中央

凹陷区重要铀富集层位四方台组下部隔水含水层和

局部铀异常层[40]，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四方台组作为松辽盆地北部重要铀含

矿层位，在物源分析方面的研究资料却显

得略有不足。张雷等[41]运用沉积学和层序

地层学原理，结合地震、测井等资料对四

方台组—明水组地层进行了高精度层序

地层格架的刻画。认为四方台组沉积时

期，盆地存在近南北向的长轴物源。明水

组沉积时期，盆地古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转

变，由南北向长轴物源改为近东西向短轴

物源（图2d）。

2.2 铀源研究现状

目前已知砂岩型铀矿中铀的来源主要

有三个方面：①蚀源区铀源②沉积盖层铀

源③深部铀源 [42-43]。航放资料表明，松辽

盆地北部分布有大量的花岗岩体、变质岩

体，提供了良好的外部铀源条件；沉积盖

层的铀含量多少可反映出盆地原始铀预

富集情况，而铀的预富集对区域成矿是有

重要意义的。地面异常调查和新老油田

钻孔异常资料显示出了泉头组、青山口

组、姚家组、四方台组、明水组等良好的含

铀性，含矿层位铀丰度和测得岩石样品的

铀质量分数相对较高，说明存在铀的富

集，近矿层位计算出的铀迁移率相对较

大，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铀丢失现象。高

含铀量和高迁移率是评价铀源条件优劣

的关键因素之一，为讨论砂岩型铀矿砂体

预富集奠定了基础。限于盆地北部铀矿

找矿工作起步较晚，深源成矿论在研究区内的应用

甚少，制约了对盆地北部深部铀源评价工作的开展。

2.2.1 蚀源区铀源

松辽盆地北部倾没区、西部斜坡区和东北隆起

区周缘变质岩、中酸性岩浆岩和火山岩发育，据核工

业东北地质局244大队的岩体地面伽玛能谱测量结

果显示：西部大兴安岭岩体铀含量平均值达7.4×10-6，

东部张广才岭岩体铀含量平均值可达7.02×10-6，北部

小兴安岭岩体铀含量平均值达3.9×10-6，均具有较高

的含铀性，以海西期、燕山期花岗岩为主，出露规模

大，可作为充足的铀源保证[44]。铀质量分数和迁出率

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铀的活化迁移现象。

根据赵杰[45]、宫文杰[50]、陈路路[46]等人的统计工作，整

图2 松辽盆地北部上白垩统沉积地层物源方向示意图

（据Wang et al [16]修改）

Fig.2 Provenance direction of Upper Cretaceous sedimentary

strata i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modified from Wang et al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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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了松辽盆地北部、西部和东北部蚀源区岩体铀

质量分数、迁出率、Th/U比值基本情况（图3）。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松辽盆地北部以西部斜坡

区和东北隆起区的岩体含铀条件相对突出，北部倾

没区相对较差。北部倾没区主要由火山岩和花岗岩

组成，平均铀含量在3×10-6 ~ 7×10-6左右，铀浸出率为

20%左右。东北隆起区小兴安岭褶皱带中，东部和南

部富铀的花岗岩类、中酸性火山岩类和古生代变质

岩极为发育。航测资料显示区内花岗岩体实测铀质

量分数平均值高达7.02×10-6，铀浸出率高达25.07%，

为最具供铀潜力的岩体。火山岩中铀含量最高可达

3.64×10-6 ~ 4.37×10-6。综合航空伽玛能谱分析，原始

铀及铀含量高场分布多呈北东向延伸，且分布在盆

地周缘基岩出露地区，表明活化铀的迁移趋势是自

东部、北部向盆地内部迁移，且蚀源区内岩体风化程

度较强，在氧化作用和淋滤作用下原岩中铀含量逐

渐降低，为沉积盆地内赋铀地层和矿床的形成提供

了丰富的铀源[47-49]。大兴安岭东坡是西部斜坡区主

要的物源供给区。中生代火山岩和海西期及燕山期

花岗岩大面积出露，根据前人的统计资料[50-52]表明，

海西期和燕山期花岗岩含铀丰度普遍高于区内其他

岩体，是主要的供铀体。其中，黑云母花岗岩分布最

广，且铀含量高，铀丰度值为4.0×10-6 ~ 22.3×10-6，迁

出率为15% ~ 58.07%，钠闪花岗岩和白岗质花岗岩

次之，最高含铀量可达16.5×10-6，迁出率为26.9%，火

山岩中铀丰度最高的为中晚侏罗世火山岩和火山碎

屑岩，铀质量分数为6.5×10-6 ~ 8.7×10-6，其次是二叠

纪浅变质岩，铀质量分数为5.4×10-6 ~ 7.4×10-6。

因此，综合对比西部斜坡区西部和北部岩体含

铀性，西部各岩体铀含量平均值比北部铀含量

平均值高，初始铀含量高，活化迁移率大，是本

区的重要铀来源。

盆地周缘三大地质体在盆地演化过程中长

期处在一个隆升剥蚀的状态，一方面向盆地内

源源不断地输送碎屑物质，成为盆地北部重要

物源区；另一方面母岩铀含量普遍较高，且盆地

周缘地表水及地下水系发育，不断向中心汇聚，

属渗入型自流水盆地，能将岩体中丰富的铀元

素带入到盆地内，扮演了铀源的角色。

2.2.2 盖层铀源

松辽盆地北部下白垩统泉头组、上白垩统

青山口组、姚家组、四方台组、明水组是主要的

矿化层和含矿层（表1），主要岩性特征为砂岩、

粉砂岩、细砂岩、泥质粉砂岩和含砾中细砂岩。

对松辽盆地北部杜90井和动2井铀矿化（异常）钻井

中矿化层段进行了放射性异常研究工作（表3），同

时，对动1井、来61井、来14井、杜90井等六个矿化

钻孔进行了放射性铀镭平衡系数测定（表4）。发现

了铀含量高的层段铀镭平衡系数普遍偏低，指示该

层段砂岩明显偏铀，而铀含量低的层段铀镭平衡系

数较高，普遍偏镭，表明了矿化层段中铀含量低的层

段岩石存在铀的淋出[47、53]。盆地东北部地面放射性

异常调查结果显示出了地表露头具有良好的含铀

性，铀含量最高可达3.64×10-6 ~ 4.37×10-6，Th/U比值

高，存在铀的后生迁移富集作用[54]。目前收集到的地

表露头实测数据、岩心微量元素分析和伽玛能谱测

井等资料表明了各个层段的含铀量不尽相同，地层

的供铀和聚铀能力有强有弱。一些铀含量高的层

位，如明水组、四方台组等，可能说明铀的富集现象，

图3 松辽盆地北部周缘蚀源区各类岩体含铀性分析直方图（数据

引自陈路路等[46]、赵杰等[45]、宫文杰等[50]）

Fig.3 Histogram of Uranium Fertility of the rocks from

provenance areas around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the

information from Chen et al 2013、Zhao et al 2002、

Gong et al 2010）

地层名称

铀质量分
数平均值

青山口组

36.2×10-6

姚家组

24.4×10-6

嫩江组

36.2×10-6

四方台组

21.9×10-6

明水组

26.8×10-6

表3 松辽盆地北部主要矿化层及含矿层铀质量分数平均

值统计表（数据引自罗梅等[53]）

Tab.3 Average of uranium mass fraction in the main

uranium-hosting or uranium-bearing strata i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the information

from refeerence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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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铀含量低的层位，如嫩江组，其钍铀比值却很

高，可能说明铀存在原始预富集和后期的活化迁移。

通过现有的分析资料并不能就盖层的供铀和聚

铀能力做出准确评价，对沉积盖层原始预富集特征

的总结和空间上活化铀的迁移规律还需做进一步工

作。对现今地层中铀含量的测量工作也较为笼统，

现测铀含量并不是目的层岩石形成时铀含量的真实

反映，需做进一步的测试分析和计算工作来还原地

层原始铀含量和铀迁移比率。目的层位氧化带、还

原带和过渡带的针对性铀含量测量资料不足，缺少

空间上横向和纵向、矿化层和非矿化层的对比工作，

进一步划分出地层贫铀区和地层富铀区，从而估算

出松辽盆地北部沉积盖层的供铀和聚铀能力。

3问题分析及展望
物源供给是连接盆地周缘造山带和含铀盆地的

纽带，它控制了沉积砂体和含铀岩系的形成，指明了

沉积盆地地壳与大地构造演化的全过程。因此，将

查明含矿层赋铀砂体来源作为成矿作用和成矿机理

研究的切入点，理清构造运动对盆地物源方向和搬

运途径的控制，架起连接“盆地演化-沉积环境分析-

成矿物质富集”之间的桥梁，对松辽盆地北部铀矿床

的分析和预测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针对含铀岩系的沉积物源分析研究还不够

深入，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学者们多采用了

沉积学、岩石学等传统物源分析方法，仅能粗略判断

出物源区大致方向，不能精确定位和识别母岩性质，

严重制约了松辽盆地北部物源分析研究成果的突

破。应加强诸如元素地球化学、地质年代学、磁性矿

物学等新兴技术手段在研究区的应用，通过新的科

学技术手段加以探索和验证。

铀源是铀成矿的必要条件，且铀源越富越有利

于成矿。松辽盆地北部铀的来源可以是来自盆地周

缘隆升的岩体，也可以是沉积盖层中的铀源或者是

含铀岩系本身的铀源。从风化剥蚀、沉积成藏到后

生改造成矿，上述铀源在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主要包括蚀源区高铀岩体铀的淋出渗入，

上覆或下伏地层中沉积铀的渗出。在漫长的盆地演

化历史当中，由构造运动所引起的基地隆升、沉降

等，必然造成地下水渗入-渗出体系的多次转变，从

而影响铀从蚀源区岩体到沉积盖层再到含铀岩系的

迁移和聚集规律。因此，蚀源区地质体、沉积盖层和

含铀岩系的含铀性研究对指导找矿有重要意义。

经过多年的勘探和研究，发现盆地周缘岩体的

含铀性良好，为铀矿床的形成提供充分的铀元素。

相比之下，对内部铀源的研究就显得略微单薄，特别

是针对沉积盖层与含铀岩系及盆地内各层砂体原始

铀含量的总结和空间上活化铀迁移规律的研究，探

讨其与铀成矿的关系，仍有待做进一步的工作。此

外，对现今地层中铀含量的测量工作也较为笼统，现

测铀含量并不是目的层岩石形成时铀含量的真实反

映，需做进一步的测试分析和计算工作来还原地层

原始铀含量和铀迁移比率。针对目的层位氧化带、

还原带和过渡带的铀含量测量资料不足，缺少空间

上横向和纵向，矿化层和非矿化层的对比工作，从而

进一步划分出地层贫铀区和地层富铀区，估算出松

辽盆地北部沉积盖层的供铀和聚铀能力。在松辽盆

地北部，很多层位都出现了铀含量很低，但Th/U比值

却很高，并且矿化层明显偏铀，非矿化层明显偏镭的

现象，指示了这些层位在近代地下水的后生改造过

程中可能存在铀的再分配，使得非矿化段砂体迁出

铀，而矿化段的砂体获得铀。因此，“双重铀源”的供

铀模式研究[55-56]应当在松辽盆地北部引起学者们足

够的重视。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杜乐天等[57]就对铀预富

集的重要性做出了探讨，认为铀的预富集对区域成

矿远景预测和评价十分必要。夏毓亮等[58]对鄂尔多

斯盆地东胜地区砂岩型铀矿含矿层位直罗组预富集

与铀成矿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提出了在沉积盆地中

的铀矿找矿工作，应特别加强沉积砂体是否存在铀

预富集的研究，从而更有效地确定找矿目的层和成

序
号

1

2

3

4

5

6

平 均 值

井号

动1井

动2井

来61井

来63井
来14井

杜90井

野外描述

灰色粉砂岩、泥质粉砂岩

黄灰色细砂岩、灰色鲕粒
灰岩

灰色细砂岩、粉砂岩（含
介形虫）

灰色泥质粉砂岩、细砂岩
灰色钙泥质粉砂岩

灰色粉砂岩、亮晶粒屑灰
岩

U×10-6

2.60 ~ 17.3

14.4 ~ 16.20

2.5 ~ 26.90

2.70 ~ 18.40

5.0

4.1 ~ 19.5

10.3

Ra×10-6

1.93 ~ 11.08

9.17 ~ 10.20

2.86 ~ 9.76

2.87 ~ 9.50

3.96

5.43 ~ 9.71

6.01

平衡
系数

1.64

1.85

2.35

2.09

2.33

2.25

2.09

表4 矿化层岩石铀含量及放射性平衡常数统计表

（据罗梅等[53]修改）

Tab.4 Statistics of uranium content and U-Ra

equilibrium coefficient in uranium-hosting strata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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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有利地段靶区。通过现有资料，已经明确地指出

了松辽盆地北部地层存在铀的预富集现象，具有一

定的供铀能力，应加强盆地预富集情况与铀成矿关

系方面的研究。

砂岩型铀矿对盆地演化和充填中的“源-汇”过

程十分“敏感”[59]。蚀源区的抬升剥蚀向盆地内提供

了砂体储层和成矿所必须的“泥-砂-泥”结构，同时，

物源方向与目的层的沉积路径息息相关，在砂体展

布方向上砂体厚度、砂泥比例、碎屑粒度及氧化还原

带等的变化均会对铀矿的发育和走向产生一定的影

响。蚀源区高背景值的岩体既可以是盆地内富铀砂

体的良好物源，又可以在形成砂岩型铀矿过程中提

供铀元素，铀矿的形成依赖于蚀源区岩石高铀含量

岩体中铀的输送和沉积盆地中赋矿围岩在流体作用

下铀的迁出后局部还原富集。因此，查明具铀高背

景值的含矿层物质来源，约束物源空间和时间上的

变化规律，并确定主要蚀源区岩体的富铀情况显得

尤为关键。若单方面的考虑含铀地质体或流体自身

铀的含量对铀富集的影响并不是科学的辩证思

维[42-43]，因为不能排除某些铀含量高的地质体对铀富

集贡献寥寥无几的可能性。应综合考虑地质、地理、

气候、水文地质等多方面因素，在淋滤-溶解-迁移-

富集-沉淀的过程中综合作用，才能精确判断研究区

铀源条件是否有利于形成矿体，形成何种规模的矿

体，促进成矿预测和找矿工作取得新的突破。对物

源和铀源及二者的“源-汇”过程的精确厘定有助于

深入理解砂岩型铀矿的铀预富集作用，并对砂岩型

铀矿有利成矿区段进行合理的预测和评价，指导区

域找矿工作的部署。

4结论
综合现有资料和数据，结合其他典型盆地分析

思路和砂岩型铀矿研究方法，对松辽盆地北部沉积

物源和铀源分析主要进展归纳出以下几点结论：

（1）学者们针对重要含油气目的层位泉头组、姚

家组和嫩江组部分地层物源分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利用传统物源分

析方法获取了若干主要源区方向，对砂岩型铀矿基

础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航测等资

料显示了盆地周缘岩体的铀含量较高，Th/U反映了

铀活化迁移明显，目的层岩石放射性铀镭平衡系数

表明了沉积盖层与含铀岩系中存在铀的原始预富集

和后生活化迁移，具备“双重供铀”的模式，说明盆地

北部砂岩型铀矿的形成具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成

大矿”的潜力。

（2）松辽盆地北部主要含铀岩系泉头组、姚家组

等具多物源属性，但限于分析方法较为传统和单一，

导致目前个别分支体系仍然存在诸多分歧，中央坳

陷区四方台组、明水组和嫩江组五段研究程度甚低，

无法满足现阶段铀矿勘查需要；对盆地沉积盖层供

铀能力的评估仅停留在了定量测量，且较为笼统，不

能真实的反映盆地原始预富集情况和空间上活化铀

迁移规律，严重制约了松辽盆地北部铀矿找矿工作

的突破。

（3）应将研究重点向松辽盆地北部主要含铀岩

系转移，同时加强新兴技术手段在本区的应用。深

入探讨盖层铀预富集情况与铀成矿的关系，“双重铀

源”的供铀模式研究应当在松辽盆地北部引起学者

们足够的关注。对物源和铀源及二者源-汇过程的

精确厘定有助于深入理解砂岩型铀矿的局部预富集

作用，并对砂岩型铀矿有利成矿区段进行合理的预

测和评价，指导区域找矿工作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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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in reseach for sedimentary and uranium source analysis of

the uranium-bearing series i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LIU Hua-jian1,2,3, JIN Ruo-shi1,2, LI Jian-guo1,2, XU Zeng-lian1,2, WANG Tie-jun3,

AO Cong1,2, TANG Chao1,2, WEI Jia-lin1,2

(1. Tianjin Center ,CGS, Tianjin 300170, China；2.Laboratory of Non-fossil Energy Minerals,Tianjin Center ,CGS, Tianjin 300170,

China; 3.Sinosteel Tianjin Geological Academy, Tianjin 3001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materials of sedimentary and uranium sources in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main provenance system in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1)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sediment source is mainly aimed at the hydrocarbon-bearing target layer, however, the po-

tential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the Upper Cretaceous, such as Sifangtai Formation and Mingshui Formation, is

rare; (2) The results of the traditional provenance analysis methods still exist in many different ways,and need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detrital zircon U-Pb dating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y means. Uranium source

in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is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1) The uranium content in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

sin has a good uranium source conditions, and the uranium content in the rock mass is high and the activation and

migration are obvious, U-Ra equilibrium coefficient also indicates the original preconcentration and post-activa-

tion migration of uranium in sediment; (2) The lack of the study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original uranium con-

tent, the migration principle of uranium in space and the knowledge on " double uranium sources" model, the

original preconcentr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source of the sediment and uranium se-

verely restrict the output of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 and its precise determination will be favorable for un-

derstanding the local preconcentration, the predi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favorable metallogenic section, and

guiding the deployment of regional prospecting work.

Key words: research progress; sedimentary source; uranium source; sandstone type uranium or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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