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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煤田钻孔资料“二次开发”作为铀矿勘查新思路，择优选取三道明水盆地收集的煤田放射性异常孔进行原
位钻孔验证，通过验证结果对比分析，认为三道明水盆地铀矿化可能为层间氧化带和潜水氧化带复合型铀矿化。结
合该盆地的成矿地质条件，初步建立了该盆地砂岩型铀矿的成矿模式，根据该模式又探讨了两个靶区的找矿方向，
为在该盆地继续开展砂岩型铀矿找矿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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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铀资源地下浸出技术不断完善，沉积盆地
中砂岩型铀资源由原来的山地工程采矿技术所不能
利用的贫铀矿化，
转变为环保和经济可采的铀资源，
从而成为一种经济价值可观的能源矿产[1-3]。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将铀矿地质工作的重点从原来
主要寻找火山岩型和花岗岩型等内生铀矿床，转变
到主要寻找沉积盆地内砂岩型铀矿，并陆续在我国
北方的伊犁、吐哈、鄂尔多斯、二连等盆地获得找矿
突破，发现了一大批铀矿床[4]。近年来，中国地质调
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实施了“北方砂岩型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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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特征
三道明水盆地位于甘肃北山东部地区，属山间
断陷盆地，
大地构造上位于天山-兴蒙造山系与塔里
木地块结合带北侧的公婆泉岛弧（图 1），
成矿区带属
于古亚洲成矿域、塔里木成矿省、磁海-公婆泉 FeCu-Au-Pb-Zn-Mn-W-Sn-Rb-V-U-P 成矿带，
是甘肃省
乃至全国重要的成矿区带。
三道明水盆地地层发育相对齐全，在前寒武纪
变质岩基底之上依次发育志留系、侏罗系、白垩系、

矿调查工程”，以打破常规的跨越式勘
查理念，
全面开展中国主要含煤盆地铀
矿资源区域评价。以可地浸砂岩型铀
矿成矿理论为指导，
以成矿地质背景和
成矿地质条件为基础，
寻找地浸砂岩型
铀矿找矿靶区为目的，
对煤田钻孔资料
进行“二次开发”，开展勘查选区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5]。本文择优选择三
道明水盆地煤田放射性异常孔进行钻
孔验证，发现了铀矿化体，通过综合研
究初步建立了该区砂岩型铀矿的成矿
模式，
可为在该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
依据。

图 1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图
Fig. 1 Geotectonic map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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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近、新近系、第四系地层。周边侵入岩
分布广泛，主要形成于华力西期造山阶
段，以中酸性侵入岩为主，基性岩出露较
少。侵入岩大都呈岩基状、
岩株状或岩枝
状产出，近东西向分布，明显受区域构造
控制。研究区内区域变质岩较发育，
其总
体特征是，
时代较老的前震旦基底岩系变
质程度较深，达低角闪岩相；古生代多旋
回造山期，
变质变形主要受构造环境的制
约，以区域低温动力变质和埋深变质为
主；汇聚背景大地构造相条件下，常形成
低绿片岩相岩石，
变质作用类型为区域低
温动力变质。接触变质岩主要见于加里
东-印支期大型岩体的外接触带中，因受
后期变质变形的叠加改造，
接触变质岩和
区域变质有时不易区分。

图 2 三道明水盆地基底埋深电测深推断图
Fig.2 Electrical sounding map of the Sandaomingshui basin depth

2 盆地演化及特征

蚀源区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局部地段为断层接触。
中下侏罗统底部为砾岩，下部为中细粒砂岩与泥岩

三道明水盆地发育在古生代褶皱带内，是地台

互层，上部为含陆相火山岩夹层的细砂岩，主要分

后造山带中的一个小型山间断陷盆地。该盆地前中

布在一些深度和面积较大的断陷中，是由温暖潮湿

生代经历了三大演化阶段：
前震旦纪古板块活动期、

环境下沉积的暗色含煤碎屑岩建造而成，沉积厚度

震旦-泥盆纪现代板块体制活动期和石炭-二叠纪裂

最大可达 4 000 多米，以湖沼环境为主，从沉积物中

谷活动期；
中新生代起决定作用的构造运动有三期：

发育较细、较厚泥岩的情况来看，应存在深湖环

晚三叠世的印支运动表现为北北东-南南西向强烈

境。下白垩统为杂色砂岩、粉砂岩、砾岩、泥岩夹泥

拉张，
形成了一系列北西西向为主的断陷盆地，
并控

灰岩、煤线、菱铁矿结核，往上含石膏层。晚白垩世

制了早-中侏罗世盆地基底的形态；
燕山运动Ⅰ幕表

至中新世为剥蚀期，直至上新世才沉积以红色为主

现为北北东-南南西向挤压，形成了大规模推覆构

的碎屑岩。

造，
伴有岩浆活动；
燕山运动Ⅱ幕表现为以北东及北
北东向左行剪切为主的一组 X 型共轭剪切，控制了

3 铀矿化特征

前白垩系变形呈北东走向，叠置在侏罗系断裂凹陷

3.1 含矿目的层特征

之上，
沉积范围有所扩大；
晚白垩世燕山运动Ⅲ幕造

三道明水盆地从沉积环境、
沉积厚度、
分布范围

成盆地上升，
使晚白垩世-中新世缺失沉积；
上新世，

及含铀性等方面来说，中下侏罗统和下白垩统地层

喜马拉雅运动使局部地区下沉，只接受了厚度不大

是盆地主要的盖层，也是砂岩型铀矿的主要含矿

的上新统苦泉组和更新统-全新统沉积。

层。中下侏罗统沉积环境虽然稳定，
相变不大，
粒度

三道明水盆地基底岩石以早古生代碎屑岩为

粗，层内聚铀物质多，但因后期构造作用，岩层产状

主，
其次为前寒武纪变质岩及古生界浅变质岩、
火山

陡立，断裂多，岩层褶皱变形程度较高，埋藏深度一

岩和古生代侵入岩。基底埋深电测深推断图（图 2）

般大于 300 m，固结程度较高，致密坚硬，含水性差，

显示，凹陷整体呈由北西向南东逐渐加深的箕状，

不利于含铀氧化水的渗入，
且铀矿化均在煤层内，
不

ZK1202 以西深度为 100 ~ 700 m，以东加深至 900 ~

易形成层间氧化带型铀矿。而早白垩世赤金堡组岩

1 000 m 以上；最大深度位于东南角，为 4 500 m。从

性组合为杂色砾岩、
砂砾岩、
长石砂岩、
粉砂岩、
泥质

沉积环境、沉积厚度、分布范围及含铀性等方面来

粉砂岩、泥岩夹煤线，厚度 300 ~ 700 m，为一套连续

说，中下侏罗统、下白垩统为盆地主要的盖层，其与

沉积的以灰色为主的含煤碎屑岩建造，具有泥-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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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组合。在盆地内埋深 200 ~ 388 m，铀矿化产出在

矿和炭屑；煤层的铀品位为 0.026% ~ 0.256%，钻厚

煤线和炭质泥岩上部的粉砂岩内，
透水性相对较好，

0.31 ~ 0.61 m；

顶底板具有稳定的隔水性泥岩，
砂体发育，
主要以长

U2靶区异常产出于泥质粉砂岩和夹煤线的含砾

石砂岩为主，
单层砂体厚度适中，
是寻找层间氧化带

砂岩内，
异常钻厚1.4 ~ 2.5 m，
异常极值为32.5 γ。

的主要矿目的层。

3.3 验证孔矿化特征

3.2 煤田孔矿化特征

在天津地质调查中心铀矿项目的支持下，分

通过对三道明水煤田钻孔资料进行“二次开

别对 U1 和 U2 原煤田孔进行了原位验证。U1 靶

发”，共筛查煤田孔 15 个，在早白垩世赤金堡组圈定

区 内 ZK3201 见 三 层 矿 化 ，铀 品 位 为 0.011% ~

了 两 个 砂 岩 型 铀 矿 找 矿 靶 区（图 3），分 别 是 以

0.013%，宽 0.2 ~ 0.4 m，岩性为烟灰色炭质粉砂质泥

ZK3201 和水井孔为中心的 U1 靶区和以 ZK9001 和

岩；
水井孔内未见异常；
U2 靶区内 ZK9004 见一层异

ZK9004为中心的U2靶区。

常，
铀品位为 0.005%，
宽 0.07 m，岩性为深灰绿色泥

U1 靶区矿化产出于杂色砂砾岩、
深灰色细砂岩、
泥岩和煤层内，两个孔均有分布，砂砾岩铀品位为

质粉砂岩；ZK9001 未见异常。含矿岩性特征如下
（图 4）：

0.015% ，钻 厚 1.41 m；深 灰 色 细 砂 岩 的 铀 品 位 为

烟灰色炭质粉砂质泥岩：烟灰色、灰黑色，泥质

0.004% ~ 0.044% ，钻 厚 5.88 m；泥 岩 的 铀 品 位 为

结构，中厚层状构造，成分主要为泥质（98%）、微见

0.003% ~ 0.022%，
钻厚 0.20 ~ 2.04 m，
泥岩内具黄铁

粉砂（1%），断续见煤屑（5%），局部见有黄铁矿。

图 3 三道明水盆地砂岩型铀矿预测图
Fig.3 Prediction chart of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 in Sandaomingshui basin
1. 敦煌杂岩；2. 北山群各种片岩、大理岩、石英岩；3. 公婆泉群浅变质中酸性火山岩夹生物灰岩；4. 白山组千枚岩夹含铁
石英岩、中酸性火山岩；5. 红柳园组长石石英砂岩、细砂岩夹火山岩；6. 大山口群，碎屑岩夹煤层，偶夹褐红色粗砂岩；
7. 赤金堡组，长石石英砂岩夹粉砂质泥岩、炭质泥岩和煤线；8. 苦泉组粉砂质泥岩夹碎屑岩、盐岩、石膏；9. 上更新统洪
积砂、砾；10. 志留纪辉长岩；11. 志留纪斜长花岗岩；12. 石炭纪闪长岩；13. 石炭纪混合花岗岩；14. 石炭纪花岗闪长
岩；15. 石炭纪斜长花岗岩；16. 石炭纪花岗岩；17. 二叠纪花岗岩；18. 古板块缝合带；19. 走滑逆断层；20. 逆断层；21.
铁矿；22. 铜矿；23. 铀矿（化）点；24. 潜在铀矿化孔（煤）；25. 铀矿化孔（煤）；26. 无矿孔（煤）；
27. 筛选的矿化区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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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0.256%降低到 0.013%。从岩芯颜色上可以看出，
原煤田孔和验证孔矿化均产自于明显的还原带内。
U1 靶区矿化产出层位不透水，在层内未见明显
氧化还原带，
但在垂向上见从氧化到还原的过渡带，
矿化产出于还原带内，以上说明该处的铀矿化为潜
水氧化带型铀矿化，该矿化连续性差、规模小、厚度
薄；U2 靶区异常层透水型好，ZK9001 异常层产出氧
化带，
异常弱，
而 ZK9004 异常层产出于还原带，
异常
稍强，
说明该异常是由于层间氧化带引起的，
根据水
流方向说明在 ZK9001 和 ZK9004 之间确实存在一个
氧化还原过渡带，
这与陈功新[6]对三道明水盆地水文
地质条件与该区水源点反应条件指数（RCI）的研究
预测的氧化还原带位置一致（图 5）；
但在垂向明显可
见氧化-还原带，在矿化层上部为黄褐色砂砾岩（氧
图 4 验证孔中铀矿化特征
Fig.4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the test hole
1.ZK3201 验证孔含黄铁矿泥岩；2.ZK3201 验证孔含炭屑粉
砂岩；3.ZK9004 验证孔铀矿化段；4.ZK9004 验证孔铀矿化
泥质粉砂岩

深绿色泥质粉砂岩：
呈深绿色、
黑色，
水平层理，

化带），
下部为灰色长石砂岩（还原带），
而铀矿化正产
出于深绿色、黑灰色泥质粉砂岩的氧化还原带过渡
带内；结合测井资料（图 6），可以看出原煤田孔 1985
年的伽马异常在 2015 年的验证中也基本可见，验证
孔第一层异常减弱，而第二层异常深度下移并明显
加强，
第四层异常明显减弱，
以上事实说明在 30 年内
铀矿化在垂向上明显在运移，
从异常岩性上看，
原煤

泥质粉砂结构，主要由粉砂级石英、长石和泥质

田孔第一层和第三层异常产在粉砂质泥岩的极弱透

（20% ~ 30%）组成，
泥质胶结，
含少量有机碳质，
形成

水层内异常只是减弱，而第二层异常产在含砾中细

于还原环境。

粒砂岩内，
透水性强故异常层下移。

3.4 对比分析

从验证结果看，三道明水盆地含矿
目的层是以冲积扇、辨状河和扇三角洲
沉积的白垩纪赤金堡组，
砂体产状一般 3
~ 7°，
地层见有少量黄铁矿和未碳化植物
碎屑，
具明显的泥-砂-泥组合，
从盆地边
缘向盆地中心，
砂泥比例逐渐增高，
在盆
地边缘砂泥比例一般 1/1 ~ 3/1，
砂体厚度
几十厘米至十几米，隔水层厚度与透水
层相当；盆地中心砂泥比例达 4/1 ~ 5/1，
砂体厚度达几十米，隔水层厚度小于透
水层。从矿化情况上看，异常层数减少
（ZK3201 从原先煤田孔四层变成三层，
ZK9004 孔由原煤田孔三层变为一层），
异常厚度变薄，
异常深度变深；
从含矿岩
性上，
从原煤田孔杂色砂砾岩、
深灰色细
砂岩、泥岩和煤层变成透水性差的粉砂
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分析结果看从最

图 5 三道明水盆地东部水文地质区 RCI EH 图（据参考文献[6]修改）
Fig.5 The RCI Eh isogram in the east of the Sandaomingshui basin
（after Chen GX et al., 2002）
1. 排泄源；2. 水源点及编号；3. 钻孔及编号；4. 地下水流向；5. 推测的氧化
还原过渡带；6.RCIEh 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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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半干旱转变，
蚀源区形成的富铀富氧
水向盆地运移并沿地表垂直渗入，发生
潜水氧化作用，在隔水层泥岩上部具还
原剂的粉砂质泥岩内形成铀矿化。
前期层间氧化带叠加阶段（图 7C）：
上新世，喜马拉雅运动使局部地区下
沉，只接受了厚度不大的上新统苦泉组
和更新统-全新统沉积。古地表含氧富
铀水沿盆地边部不整合面的砂体向盆
地中心继续运移，由于赤金堡组含矿砂
体上下泥岩的隔挡作用，形成了层间富
氧富铀的承压水，对早期潜水氧化带形
图 6 煤田孔 ZK9004 与验证孔伽马测井曲线对比图
Fig.6 Contrast map of gamma logging curves between coalfield
drilling ZK9004 and verification hole

成的部分矿体造成破坏。在遇到含丰
富有机质、黄铁矿等还原剂后，则再次
叠加富集。

后期潜水氧化带改造阶段（图 7D）：在新构造

4 成矿模式和找矿方向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认为，三道明水盆地矿化可能
为层间氧化带和潜水氧化带复合型铀矿化，初步建
立三道明水盆地砂岩型铀矿的成矿模式，可分为四
个阶段：
原生沉积预富集阶段、
前期潜水氧化带作用
阶段、
前期层间氧化带叠加阶段、
后期潜水氧化带改
造阶段（图7）。
原生沉积预富集阶段（图 7A）：盆地南西侧发
育了大量的华力西期富铀花岗岩，强度可达 30 ~

运动的影响下，产生新断裂构造，使下白垩统赤金
堡组内承压水遭到破坏，近现代气候干旱、干燥的
环境，使地表形成的富氧含铀水以洪流的方式沿盆
地水平运移，借助断裂的通道沿垂直渗入，再次发
生潜水氧化作用，使层间氧化带形成的矿体遭到破
坏，在具还原物质粉砂岩内形成新的矿化。
通过近年来的勘查与研究，砂岩型铀矿已成为
我国主要的铀矿类型，
我国北方诸如鄂尔多斯盆地、
二连盆地、伊犁盆地均发现可地浸的砂岩型铀矿
床[5,8-9]，
甘肃省三道明水盆地与东边的二连盆地马尼

50 γ，U 值 5 ~ 10 ug/g，为盆地下白垩统地层提供丰

特式和西边的伊犁盆地伊犁式大型铀矿处于同一个

富的物源和铀源。早白垩世中晚期，气候由干热转

大地构造位置，
在铀源条件、
构造条件、
气候条件、
元

化为温湿，动植物处于相对繁盛时期，植物主要为

素迁移条件、地层结构和层间氧化带发育条件上都

Ruffordia- 0nychiopsis 组合，可见丰富的介形类、瓣

具有较好的找矿潜力[6，8，10-11]。通过对三道明水盆地矿

鳃 类 、腹 足 类 、叶 肢 介 、轮 藻 、鱼 、昆 虫 等 动 物 化

化特征和成因探讨，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找

石 [7]，由于湖泊多处于相对稳定的封闭和半封闭状

矿力度：

态，沉积物中普遍出现泥灰岩、薄层石膏，局部出现

（1）在三道明水盆地内，
以层间氧化带和潜水氧

油页岩沉积，湖相泥岩中富含菱铁矿，黄铁矿结

化带复合型铀矿化的成矿模式开展找矿工作，可能

核。早白垩世晚期北山地区再度抬升，湖盆萎缩，

会实现更好的找矿效果。

湖水变浅，局部出现沼泽、半沼泽化，在三道明水盆

（2）潜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矿化主要受现代或

地形成含煤碎屑岩沉积，这为铀的原始富集提供了

古潜水氧化-还原界面控制，
但该类矿床形成时间较

丰富的还原剂。

新，
缺少镭，
所以很难发现放射性异常[2]，
而三道明水

前期潜水氧化带作用阶段（图 7B）：晚白垩世至

盆地现在还在进行着潜水氧化带的过程，
故在 U1 靶

上新世（K2-N2），受燕山运动的影响，盆地处于长期

区注重潜水氧化带型铀矿的找矿工作，工程布置时

的隆升阶段，赤金堡组长期暴露在地表，晚白垩世-

要结合前人测井资料对盆地边缘断裂附近可能具有

中新世沉积缺失，伴随在这一地质时期古气候向干

潜水氧化带的部位开展钻探验证，编录时除了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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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白垩系为其找矿目的层，并划分出东西两个找
矿靶区，择优对靶区内煤田放射性异常孔进行原孔
验证。
（2）经对验证结果的对比分析认为，三道明水
盆地铀矿化可能为层间氧化带和潜水氧化带复合
型铀矿化；并结合该盆地的成矿地质条件，初步建
立三道明水盆地砂岩型铀矿的成矿模式，可分为四
个阶段：原生沉积预富集阶段、前期潜水氧化带作
用阶段、前期层间氧化带叠加阶段、后期潜水氧化
带改造阶段。
（3）根据其成矿模式探讨了两个靶区的找矿方
向，为在该盆地继续开展砂岩型铀矿找矿工作提供
新的思路。
致谢：感谢甘肃省地矿局四勘院杨镇熙工程师提供

的部分资料，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图 7 三道明水盆地砂岩型铀成矿模式图
Fig.7 metallogenic model of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 in Sandaomingshui basin
1. 侏罗系大山口组；2. 下白垩统赤金堡组；3. 新近系苦泉组；
4. 第四系；5. 花岗岩；6. 砂岩；7. 砂砾岩；8. 泥岩；9. 断层；10.
不整合面；11. 氧化带；12. 还原带；13. 矿化体；14. 水流方向

放射性异常外，
重点寻找潜水氧化带界面。
（3）U2 靶区从钻孔验证和前人研究结果[6,10-11]上
都说明确实在原煤田孔 ZK9001 至 ZK9004 间存在氧
化-还原带过渡带，在进行工程部署时，要主要部署
在原煤田孔 ZK9001 至 ZK9004 间的氧化-还原带过
渡带内具有断裂构造附近。

5 结论
（1）通过明水盆地煤田钻孔资料的
“二次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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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allogenic model and prospecting target of the Cretaceous
sand-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the Sandaomingshui basin,
Gansu provicne
REN Wen-xiu1,2, LIU Zi-rui1, WANG Huai-tao1,2, MA Yong-dong1
（1.Geological Survey of Gansu Province, Lanzhou 730000, China;

2.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Using the new idea of employing the data of coalfield drilling for second-round development of urani-

um resources, we verified key coal anomaly drill holes.Throug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we believe that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the basin is a composit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between phreatic
oxidation zone and interlayer oxidation zone. Combining with the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onditions , we have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the metallogenic model of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the basin. According to
its metallogenic model, the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two target areas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hich provide new
ideas for continuing to carry out sandstone-type uranium ore prospecting work in the basin.
Key words：Sandaomingshui basin; Cretaceous;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 metallogenic model; prospect-

ing target

Petr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anium-bearing layer of Sifantai
Formation in Daqing placanticline of Songliao basin and their
geological implications
CHEN Lu-lu1,2, TANG Chao1, LI Jian-guo1, ZHONG Yan-qiu3, GU She-feng3, WEI Jia-lin1,
XIAO Peng1, XU Zeng-lian1,2, ZENG Hui1, LIU Hua-jian1, CHEN Yin1,2
（1. 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y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2.Laboratory of Non-fossil Energy Minerals, Tianjin Center ,CGS, Tianjin 300170, China;
3.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China Daqing Oilfield，Daqing，Heilongjiang 163712, China）

Abstract：The study area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Daqing placanticline structure area in Songliao basin.The
sandbody from the lower member of Sifantai Formation in Late Cretaceous is the metallogenichost rock. Through
methods of field geological survey，core logging，combining the rock-mineral determination，the analysis of Xdiffraction，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this paper has detailed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trital grain
composition，structure and mineral. In the end，it has made some discussion about the provenance and tectonic
background of source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ypes of uraniferous sandstone are mainly feldspathic
litharenite. Both the compositional maturity and textural maturity are poor，the diagenesis is also weak. It shows
the weak compaction，cementation，dissolution and partial recrystallization. The source area is related to the
unstable tectonic zone， such as magmatic activity zone and recycle orogenic beltits. And the provenance of
study area is likely to come from the Zhangguangcai mountains， where develop the Archaean- Proterozoic
metamorphic series and Mesozoic volcanic rocks and granites.
Key words: Songliao basin；Sifantai Formation；Daqing placanticline；sandstone- hosted uranium deposit；
petrology characteris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