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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详细测量松辽盆地北部大庆长垣南端古恰地区含铀岩系四方台组砂岩粒度分析样品，获得了各粒

度样品的组分分布、粒度参数和频率曲线特征，进一步系统地划分和识别其概率值累积曲线和 C-M 图样式，揭示四
方台组沉积水动力条件及其沉积环境意义。14 个粒度样品主要表现为平均粒径 2.53 φ～4.44 φ，分选性较差，近于
对称至很正偏，中等至很尖锐，频率曲线呈不对称的单峰至多峰，概率值累积曲线以两段式、高斜率两跳一悬三段式
和多段式为主，牵引流 C-M 图中 QR 和 RS 段发育，反映了较强的牵引流沉积作用。综合四方台组岩性组合、沉积构造
特征与粒度分析结果，认为四方台组沉积相类型与曲河流相沉积特征一致，在各岩性段内识别出河道、堤岸和河漫 3
种沉积亚相及河床滞留、边滩、天然堤、决口扇、决口水道、河漫滩和河漫湖 7 种沉积微相，沉积基准面先下降后上升
再下降，沉积水动力条件发生多次变化，由高能向弱水流和中等水动力条件发展，地层垂向上自下至上具备“粗—细
—粗”的沉积旋回特征。四方台组一段为研究区内具高铀异常层位，属曲流河河道亚相中河床滞留和边滩沉积微
相，可作为古恰地区铀矿勘查的重点目标。该研究结果可为松辽盆地北部大庆长垣南端含铀岩系四方台组沉积环
境研究提供一定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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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析是沉积学研究中反映沉积物搬运介

针对研究区含铀岩系四方台组沉积相及沉积微相的

质，
判断水动力条件，
识别沉积环境类型应用较为广

识别工作略显不足，
特别是沉积相对砂岩型铀矿的控

[1-6]

泛的分析手段之一，
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

制作用研究亟待丰富[19-21]。本次笔者团队分别对位于

目前较为常见的粒度分析方法包括直接测量法、薄

该区不同地点的四方台组进行了研究[22-24]，
应用激光

片法、
沉降法、
筛析法和激光粒度分析仪法[7, 8]。粒度

粒度分析仪法对四方台组砂岩进行粒度分析，以常

分析不仅是地质应力强弱的度量指标，同时又对于

用粒度参数特征和不同曲线形态为主要依据，探讨

沉积储层的分析和评价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在油

沉积物的搬运方式、
水动力条件和沉积环境等，
同时

[9-11]

田地质勘探中应用甚广

。

对研究区含铀岩系四方台组沉积相进行判断，进而

松辽盆地北部是近年来砂岩型铀矿勘查的重点

结合区域地质、
岩性组合和沉积构造特征，
识别其沉

区域，
特别是大庆长垣南端地区，
已经取得了良好的

积微相类型，以期为四方台组沉积环境研究和该区

[12-13]

找矿效果

。前人对该地区铀矿目的层位四方台组

的研究成果，为该区内的找矿工作奠定了基础

[14- 16]

。

厚层泥岩中的砂岩可作为铀矿赋存的有利场所，
其沉
积微相类型对成矿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17-18]，但目前

砂岩型铀矿找矿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1 区域地质概况
松辽盆地是晚中生代以来形成的具有典型断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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坳陷叠合构造的大型陆相含油气盆地。研
究区位于松辽盆地北部大庆长垣南端的东
南部，地理位置上位于肇源县城北西方向
约 18 km，西邻超等乡，北接头台镇，南与
松原市隔江相望。大地构造位置属于中央
坳陷区内三肇凹陷的南部，西部紧邻大庆
长垣，南部为朝阳沟阶地（图 1）。前人研
究表明，
伴随着盆地断陷期、
坳陷期和反转
期的构造演化，朝阳沟阶地和大庆长垣的
持续抬升，三肇凹陷自晚白垩世早期沉积
开始共经历了三次持续的埋藏过程和两次
构造抬升，但整体幅度不大，具明显的“下
断上坳”二元结构特征[25]。区内岩浆岩不
发育，基底为石炭纪-二叠纪浅变质岩和
多期次火山岩、
花岗岩组合，
其上沉积逾万
米中、
新生代碎屑岩，
依次发育下白垩统沙
河子组、
营城组、
登娄库组、
泉头组，
上白垩

图 1 研究区及钻孔分布位置示意图
Fig.1 The study area and location of borehole distribution

统青山口组、
姚家组、
嫩江组、
四方台组、
明
水组，
第三系泰康组和第四系松散沉积物[26]。四方台

含矿含水层则多为浅灰色、
灰绿色粉砂岩、
细砂岩和

组是本区铀矿勘查的重点层位，四方台组沉积时期

含砾中砂岩。镜下岩矿鉴定结果显示，
砂岩主要为长

经历了一个连续的再埋深过程，与下伏嫩江组五段

石岩屑砂岩。碎屑组分中石英以单晶石英为主，
约占

呈不整合接触，与上覆明水组呈整合接触关系。四

40%～70%，
偶见波状消光。长石以钾长石为主，
其次

方台组是盆地北部湖盆萎缩阶段的产物，发育曲流
河-湖泊相为主的砂泥岩组合，沉积范围明显收缩，
此时盆地东部掀斜作用加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古
地理格局，
沉积中心不断向西迁移[27]。

2 四方台组岩石学特征及其岩性
段划分
根据钻孔岩性组合变化特征和测井曲线形态，

为酸性斜长石，
部分发生高岭土化和绢云母化，
钾长
石与斜长石比例约为2/1，
整体约占10%～25%。岩屑
含量约占碎屑组分的 15%～30%，
以火山岩岩屑和变
质岩岩屑为主。胶结物主要以泥质胶结、钙质胶结
和铁质胶结为主。砂岩碎屑颗粒粒径以细粒到中粒
为主，
多数颗粒为次棱角状和浑圆状，
分选中等。
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四方台组可进一步划分出
以下三个岩性段（图2、
图3）：

本文将钻孔 11D35-1 四方台组顶底界面分别划在

四方台组三段：深度 139.17～171.37 m，主要为

139.17 m 和 241.26 m。其上为明水组底部厚层灰绿

浅灰色、
灰绿色细砂岩及粉砂岩与棕色、
红棕色等杂

色砂砾岩和含砾粗砂岩，其下为四方台组顶部杂色

色泥质粉砂岩、
粉砂质泥岩，
局部夹灰白色钙质砂岩

碎屑岩，
测井曲线形态为高幅箱型和钟型组合，
界面

条带，
总体上以钙质结核、
钙质团块及泥砾发育为特

呈突变状。四方台组底部发育浅灰色粗砂岩、中砂

征，
该段砂岩较为发育，
“灰色岩系”
砂岩岩心较疏松，

岩等粗碎屑沉积物，其下与嫩江组五段顶部湖相深

透水性较好，
而
“红色岩系”
钙质结核含量较高，
多为

灰色泥岩细碎屑沉积呈突变接触，嫩江组五段顶部

泥质、
钙质胶结，
岩心致密，
透水性差。

测井曲线形态为低平直线型，而四方台组底部呈高
幅箱型和钟型组合。

四方台组二段：深度 171.37～219.12 m，上部以
棕色、红棕色夹浅灰色及灰绿色等杂色泥质粉砂岩

研究区四方台组发育了砂岩型铀矿成矿所必需

及粉砂质泥岩等细粒沉积为主，局部夹浅灰色粉砂

的
“泥-砂-泥”
结构。野外地质编录表明，
隔水层主要

岩薄层。该段
“红色岩系”
中发育少量波状层理及砂

发育深灰色、
红棕色泥岩、
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

纹交错层理，偶见灰黄色斑点。下部岩性则为浅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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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1D35-1 钻孔四方台组岩性段划分和沉积微相图
Fig.2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and lithologic member division of Sifangtai Formation

色、
灰绿色粉砂岩及细砂岩夹红棕色粉砂质泥岩，
以

积，
透水性较差，
为下伏含矿段上部隔水层。含矿含

“灰色岩系”
沉积为主，
多见红棕色泥岩条带，
为四方

水层段主要岩性为浅灰色细砂岩、中砂岩及中粗砂

台组第二套含水层。
四方台组一段：深度 219.12～241.26 m，上部主

岩，透水性较好，具冲刷面构造，自下而上粒度由粗
变细。见少量炭屑及黄铁矿，
底部发育泥砾，
砾石为

要为红棕色粉砂质泥岩、
泥岩和灰色粉砂质泥岩，
局

深灰色粉砂质泥岩，呈扁平状及次圆状，定向排列，

部夹灰绿色细砂岩薄层。该段上部主要为细粒沉

大小混杂，
为本区四方台组铀矿勘查的重点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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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区四方台组砂岩显微镜下照片及典型沉积构造
Fig.3 Microscope images of the sandstone and typical sedimentary structures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a. 四方台组一段浅灰色中细砂岩（-）；
b. 四方台组一段浅灰色中细砂岩（+）；
c. 四方台组一段浅灰色中细砂岩；
d. 冲刷构造；
e. 平行层理构造，
夹灰黑色炭质薄层；
f. 流水砂纹层理构造；
g. 灰白色钙质结核；
h. 波状、脉状层理构造

3 样品采集与处理
研究区内四方台组铀成矿条件良好，钻探成果
显示了大面积铀矿化和异常，并存在较多钻孔已达

径，
并绘制了样品的C-M图[7]。

4 粒度分析结果
4.1 粒度组分分布特征

到工业品位。鉴于此，选择区内成矿效果最佳的钻

本文将研究区样品沉积物粒度划分出砾石（大

孔 11D35-1，
并结合该孔分层信息和野外地质编录情

于 2000 μm）、粗砂（500～2 000 μm）、中砂（250～500

况进行取样研究。自 139.17 m 至 241.26 m，取样间

μm）、细砂（100～250 μm）、粉砂（5～63 μm）和杂基

隔 80～100 cm，含矿含水层四方台组一段取样间隔

（小于 4 μm），
共 6 个粒级，
分别统计了每个样品中各

为 30～50 cm，共计获得 14 个粒度分析样品，基本涵
盖了钻孔所揭示的四方台组内部各套砂岩地层。

粒级的碎屑颗粒分布情况（图4、
5）。
14 个样品中细砂和粉砂的含量较高，属于细砂

样品的处理和测试工作在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

岩-粉砂岩范畴，且颗粒粒级主要集中在细砂组分，

学学院粒度分析实验室完成，实验过程主要包括碎

可进一步划分出细砂岩、
极细砂岩以及粉砂质细砂岩。

样、去除胶结物和有机质、分散和清洗等，具体步骤

样品中可见少量粗砂，
但含量小于1%，
最高仅0.46%。

省略。测试仪器采用 Microtrac S3500 激光粒度分析
仪，测量精度为 0.02～2 000 μm，重复测量误差小于
1%。对每一份样品，
测量了其中砂、
粉砂及黏土的百
分含量，
并依据林可分类法结合我国《石油天然气行
业标准碎屑岩粒度分析方法》相关命名准则对沉积
物进行命名。笔者采用 φ 值分级标准，
利用矩法公式
（Mc）计算了样品的平均粒径 Mz、标准偏差 σ、峰态
Kg 和偏度 Sk。应用 Grapher 12 绘制了各个样品的粒
度分布直方图、
频率曲线、
概率值累计曲线以及粒度
参数变化曲线等。运用图解法计算出了样品的 C 值
和 M 值，
分别为累计曲线上 1%和 50%处所对应的粒

图 4 样品粒度组分分布曲线
Fig.4 Grain-size content curves of the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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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可达 35.6%，
细砂约占 39.2%。14～16 号样品整
体比三段样品粒度偏粗，
12～13、
17～18 号样品则整
体偏细。19～22 号样品则来自于含矿段四方台组一
段砂岩，在剖面上连续取样。粒级呈明显的跳跃式
增大的趋势，
21 号和 22 号样品粒度突变，
中砂含量不
断增多，发育大量灰绿色泥砾，砾径介于 0.8～1.5
cm，
大小混杂，
分选性差。
4.2 粒度参数特征

沉积物粒度参数的研究，在探讨沉积物沉积特
征方面具有一定的地质意义。本文应用矩法公式

图 5 研究区样品沉积组成类型柱状图
Fig.5 Histograms of sediment composition types of
the samples in the study area

（Mc）计算样品相关粒度参数（表 1），包括平均粒径
（Mz）、
标准偏差（σ）、
偏度（SK）和峰度（KG）等[7, 23]，
绘
制了样品粒度参数垂向变化曲线（图6）。

9～11 号样品采自四方台组三段，
从粒度含量分布曲

平均粒径（Mz）：
由图 6 可知，
19 号样品的平均粒

线特征上来看，
表现为一套由细变粗的砂体，
中砂含

径最小，
φ 值为 4.44，
15 号样品的平均粒径最大，
φ值

量近 10%～12%。12～18 号样品采自四方台组二

为 2.53，
全部样品的平均粒径平均值（φ 值）为 3.6，
且

段，
该段地层中砂泥比呈上部和下部较低，
而中部升

平均粒径较大值主要集中在四方台组一段。整个剖

高的波状起伏，
砂体由细变粗再变细，
15 号样品中砂

面平均粒径分布不均一，
且跨度较大，
指示了平均水

表 1 古恰地区四方台组样品粒度分析参数统计表
Tab.1 Statistics of particle size analysis parameters of Sifangtai Formation in Guqia area
样品编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深度
147.79
158.49
166.24
175.27
183.57
193.69
197.70
202.70
213.10
218.85
223.55
228.48
232.13
233.90

层 位 岩石定名
三段
极细砂岩
三段
细砂岩
三段
细砂岩
二段 粉砂质砂岩
二段
极细砂岩
二段
细砂岩
二段
细中砂岩
二段
细砂岩
二段
极细砂岩
二段
极细砂岩
一段
粉砂岩
一段
极细砂岩
一段
细砂岩
一段
细砂岩

Φ1
429.2827
291.1834
360.9823
479.6321
411.7955
360.9823
429.2827
301.4520
295.2482
253.4899
550.9526
351.1112
469.7614
469.7614

Φ50
平均粒径（Mz） 分选系数（σ） 偏度（SK） 峰态（KG）
103.6649
3.70
1.62
0.18
0.99
103.6649
3.82
1.54
0.41
0.78
156.0413
3.34
1.46
0.41
1.31
72.7958
4.17
1.54
0.19
1.06
105.8432
3.68
1.32
0.26
1.20
145.5917
3.59
1.67
0.50
1.20
246.5582
2.53
1.13
0.22
0.95
164.9385
3.29
1.34
0.57
1.40
114.2289
3.52
1.14
0.25
1.30
81.3339
4.13
1.66
0.32
0.91
57.5117
4.44
1.86
0.03
1.07
81.8996
3.97
1.27
0.18
1.08
197.5103
2.82
1.04
0.31
1.39
217.6376
2.75
1.16
0.34
1.80

注：测试单位为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粒度分析实验室
K

图 6 研究区样品粒度参数垂向变化曲线
Fig.6 Vertical variation of the grain-size parameter curves of the samples

第1期

刘华健等：松辽盆地北部古恰地区含铀岩系四方台组粒度特征及其沉积环境指示意义

45

动力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9～14 号样品的平均粒
径基本分布在平均值基准线上，反映了此时平均水
动力能趋于稳定。含矿段砂岩则表现出平均粒径逐
渐增大的趋势，
代表了平均水动力能逐渐增强。
分选系数（σ）：
分选程度与沉积环境的水动力条
件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作为重要的环境
判别指标。研究区样品分选系数最大值为 1.86，
最小
值为 1.04，平均值为 1.41（图 6）。全部样品分选系数
值介于 1～2 之间，
普遍表现为分选性较差，
沉积物颗
粒不均匀，表明了四方台组砂岩经历了较强水动力
条件的冲刷淘洗。
偏 度（SK）：研 究 区 14 个 样 品 偏 度 值 范 围 为
0.03～0.57，
平均值为 0.29，
均大于 0（图 6），
绝大部分
样品呈正偏至很正偏，说明沉积物主要粒度以粗组
分为主，细粒一侧表现为低的尾部。极个别样品偏
度值为 0.03，接近于对称分布，两种粒度总体近等量

图 7 研究区四方台组砂岩粒度参数离散图
Fig.7 Dispersion map of sandstone particle size
parameters in Sifangtai Formation

混合，
且分选性差，
常出现在河流沉积中 [28]。
峰态（KG）：
常用来度量粒度分布的中部和两尾

为“一主多次”的峰形。此外，频率曲线的双峰或多

部的展形之比，直观的反映了曲线峰部的尖锐程

峰性，
反映出研究区四方台组可能具多物源属性。

度。研究区 14 个样品峰态最小值为 0.78，最大值为

4.4 概率值累计曲线特征

1.8，平均值为 1.17，峰态数值普遍较低（图 6）。根据

根据碎屑沉积物搬运方式的不同，可划分出滚

福克的峰值等级划分，大部分样品呈平坦至中等尖

动、
跳跃和悬浮三种粗细不同的粒度组分，
在概率值

锐程度，
部分样品表现为尖锐。

累积曲线上产生不同的沉积响应，可反映出不同的

弗里德曼（1967）利用采自世界各地具代表性的

沉积水动力条件，对沉积环境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地

砂岩样品建立了区分河流砂、海滩砂与湖泊砂的模

质意义[29-31]。本次研究对采自钻孔岩心的 14 个粒度

式图，对沉积环境的识别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7，28]。

样品的不同粒度组分进行概率值累积曲线投图，结

因此，运用样品分选系数与偏度离散图对四方台组

果如图 9 所示，样品概率值累积曲线共划分出两段

砂岩进行沉积环境判别，
结果表明，
全部样品点落在

式、高斜率两跳夹一悬三段式和阶梯状多段式三种

河流区范围，
整体为陆相沉积环境（图7）。

类型。四方台组三段主要存在两段式和多段式，四

4.3 频率曲线特征

方台组二段三种类型均发育，
以多段式为主，
四方台

频率曲线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沉积物粒度组分

组一段则多见两段式，高斜率两跳夹一悬三段式和

的分布情况，分选程度的好坏，以及粒度分布的对

阶梯状多段式均不发育。

称程度和尖度等。由研究区样品粒度直方图绘制的

4.4.1 两段式

粒度频率分布曲线如图 8 所示，13 号、17 号、21 号和

（1）13 号、
17 号、
21 号和 22 号粒度样品的概率值

22 号粒度样品频率曲线主要呈现出不对称的单峰

累积曲线形态相似，
均呈两段式（图 9a），
表现为以跳

（图 8a），
15 号和 16 号样品频率曲线呈不对称的双峰

跃总体和悬浮总体为主，不含滚动总体。悬浮总体

（图 8b），其余样品频率曲线则呈不对称的多峰形态

含量约占 15%～25%，斜率均小于 45°，分选性较差，

（图 8c、d、e）。样品粒度分布范围较宽，介于 0.2 φ～

跳跃总体仅发育一段，含量约占 75%～85%，跳跃组

9.3 φ 之间，
主要碎屑组分以粗粒居多，
主峰集中分布

分线段斜率普遍比悬浮总体高，
多为 60°～75°，
表明

在 1.5 φ～3 φ，细尾部发育，部分样品可见多个次

分选性比悬浮总体好。跳跃总体和悬浮总体的截点

峰。总体上看，
自四方台组一段至二段，
粗组分含量

变化范围很小，
均在 3 φ～4 φ 之间。样品整体粒径变

逐渐减少，在频率曲线上表现为不对称的单峰过渡

化范围在 1 φ～8 φ 之间，
表明沉积物粒度变化范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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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研究区样品粒度频率曲线分布图
Fig.8 Distribution of the frequency curve of the samples

图 9 研究区样品粒度概率值累积曲线图
Fig.9 Cumulative probability curve of the samples

窄，中砂至细砂碎屑颗粒的比重远远大于极细砂至

45°，
约在 35°～40°之间变化，
分选性较差。跳跃总体

粉砂，
总体粒度较粗，
故判断其为高能水动力条件下

仅发育一段，含量约占 10%～20%，斜率约为 75°～

沉积形成。

80°，
说明跳跃总体的分选性比悬浮总体好。两者的

（2）10 号、18 号和 19 号粒度样品的概率值累积

截点集中在3 φ左右，
沉积物粒度变化范围在1 φ～9 φ

曲线均为两段式（图 9b），表现为以跳跃总体和悬浮

之间，变化范围较窄，以粉砂和杂基为主，且比重远

总体为主，不含滚动总体。悬浮总体的累积百分含

大于细砂，
总体粒度较细，
故判断其对应沉积地层的

量可达 80%～90%，占主导地位，该段斜率均小于

水动力条件可能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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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号和 20 号粒度样品的概率值累积曲线形
态为两段式（图 8c），粒度组分以跳跃总体和悬浮总
体为主，不含滚动总体。其中跳跃总体和悬浮总体
的含量近于相等，跳跃总体的累积百分含量略有增
多，约占 55%～60%，悬浮总体约占 40%～45%。跳
跃总体的线段斜率约为55°～60°，
悬浮总体的线段斜
率约为35°～40°，
表明跳跃总体的分选性比悬浮总体
的分选性好。两者的截点在 3 φ～4 φ 之间，
粒度在 0
φ～8 φ 之间变化，
变化范围较窄，
粗砂和中细砂的含
量与粉砂和杂基含量相近，不含砾石。故判断其水
动力条件近于中等水平，
保留了较多的细粒组分。
4.4.2 高斜率两跳夹一悬三段式
15号和16号粒度样品的概率值累积曲线表现为
高斜率两跳夹一悬三段式的分布特征，粒度组分具
有两个跳跃总体和一个悬浮总体，
不含滚动总体（图

图 10 四方台组砂岩粒度 C-M 图
Fig.10 C-M pattern of the sandstones from
Sifangtai Formation

8d）。悬浮总体的累积曲线仅发育一段，
其含量仅占

253.49，平均值为 389.64；样品 M 值（μ 值）最大值为

10%～15%，
该段斜率均小于 45°，
斜率在 15°～20°之

246.56，最小值为 57.51，平均值为 132.09（表 1）。从

间变化，
分选性很差，
与跳跃次总体的截点集中在4 φ

C-M 图可以看出，14 个样品点的分布范围基本落在

左右。跳跃总体的累积曲线发育两段，总体含量约

塞帕加的典型牵引流 C-M 图中的 QR 和 RS 段，缺失

占 85%～90%，粒度区间介于 1 φ～4 φ，一段斜率可

滚动悬浮段OP和PQ，
表明研究区主要受牵引流沉积

达 80°，
二段斜率约为 45°～50°，
表明其分选性良好，

作用控制。QR 段代表递变悬浮沉积，
该段图形基本

两者之间的截点在2 φ～3 φ。碎屑颗粒绝大部分为中

与C=M基准线平行，
即C值随M值成比例地增加，
水

细砂，
含少量粗砂，
不含砾石。该曲线类型体现了一

动力条件较强到适中，
适合带动中—细砂，
难以搬运

定的冲刷回流作用，
反映了中等能量的水动力条件。

粗砂和砾石，同时细粒沉积物和杂基等悬浮组分难

4.4.3 阶梯状多段式

以稳定沉积，四方台组三段全部样品点和一段部分

9 号、11 号和 14 号样品的概率值累积曲线呈阶

样品点落在 QR 段。RS 段代表均匀悬浮沉积，沉积

梯状多段式出现，包含两个跳跃次总体和两个悬浮

物颗粒较细，以粉砂和杂基为主，最粗为细砂，由于

次总体，不含滚动总体（图 8e）。悬浮总体的含量约

沉积物基本不受底流分选影响，粒径随深度变化不

占 20%～30%，两段线段斜率为 20°～40°，分选性较

大。该段代表了递变悬浮之上的上层弱水流搬运沉

差，
两个次总体之间的截点在 5 φ～6 φ。跳跃总体的

积，
分选性较差。整体来看，
四方台组砂岩具有经典

含量约占 70%～80%，一段斜率可达 75°～80°，二段

曲流河C-M图分布模式[28，34，35]。

斜率约为 50°，分选性整体比悬浮总体好，两个跳跃

5 沉积环境指示意义

次总体之间的截点为 2 φ～3 φ。多段不同斜率的次
总体表明沉积环境动荡，造成了复杂多变的沉积物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可知，古恰地区四方台组粒

搬运方式。

度参数特征主要表现为平均粒径 2.53 φ～4.44 φ，以

4.5 C-M 图

细砂岩和粉砂岩为主，
分选性普遍较差，
偏度正偏至

为研究地层的沉积成因，笔者以样品的 M 值作

很正偏，
峰态中等至很尖锐，
频率曲线呈不对称的单

为横坐标，
C 值作为纵坐标绘制成图（图 10）。根据所

峰、双峰及多峰形态，概率值累计曲线以两段式、高

得图形的形态，
与 C=M 基准线和典型的 C-M 图进行

斜率两跳一悬三段式和多段式为主，
C-M 图中 QR 和

对比，
并结合钻孔的岩性及沉积构造特征，
对其沉积

RS 段发育，
反映了较强的牵引流沉积作用。因此，
参

[7，
28，
32，
33]

环境做出判断

。

样 品 C 值（μ 值）最 大 值 为 550.95，最 小 值 为

考前人总结的各沉积相粒度特征结果[7，28]，推断研究
区内四方台组砂岩总体上与河流相沉积的粒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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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砂岩为主，
可能为河道和堤岸沉积。综上所述，
古

对于四方台组的沉积环境研究，
前人在松科 1 井

恰地区四方台组整体为曲流河相沉积，在各岩性段

从岩性、岩相和旋回等方面进行了沉积序列的厘米

内共识别出河道、堤岸和河漫 3 种沉积亚相，可进一

级精细刻画，识别出了曲流河红色粗碎屑岩沉积和

步划分出河床滞留、边滩、天然堤、决口扇、决口水

浅湖黑色静水泥质沉积两种沉积亚相以及 10 种沉积

道、河漫滩和河漫湖 7 种沉积微相，沉积基准面先下

微相，
记录了松辽盆地坳陷期-构造反转期湖盆萎缩

降后上升再下降，由粒度特征反映出的沉积水动力

[14]

阶段的沉积充填特征 。本文通过粒度分析结果，
限

条件发生多次变化，由高能向弱水流和中等水动力

定了研究区四方台组整体为河流相沉积环境，同时

条件发展，
垂向上自下至上具备
“粗-细-粗”
的沉积旋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依据该孔岩性组合和典型沉积

回特征。

构造特征，认为该区四方台组具备明显的曲流河沉

四方台组一段为研究区内具高铀异常层位，以

积特征（图 2）。四方台组一段粒度较粗，
以浅灰色细

细砂岩、中砂岩和粗砂岩为主，从整个研究区来看，

砂岩、中砂岩及中粗砂岩为主，平均粒径 2.75 φ～

该层砂体发育稳定，出现频次最高，厚度百分比最

3.97 φ，频率曲线以单峰型为主，正偏，很尖锐，分选

大，属曲流河河道亚相中河床滞留和边滩沉积微

性差，在 C-M 图中数据点集中分布在 QR 段，概率值

相。从垂向上来看，该层上部为四方台组二段泛滥

累积曲线则以两段式为主，与典型河道砂体概率值

盆地沉积，
其下为嫩江组五段顶部滨浅湖沉积，
均为

[3，
7，
28，
34]

累积曲线特征一致

，
指示了较高能的水动力条

厚层红棕色或深灰色泥岩，
可作为重要隔水层，
具备

件，发育冲刷面构造和槽状交错层理构造（图 3），认

砂岩型铀矿成矿所必须的“泥—砂—泥”三段式结

为该段可能发育曲流河河道沉积，在钻孔柱状图中

构，区内铀矿化和异常大多由河道砂体控制。纵观

可进一步划分出河床滞留和边滩沉积微相，代表了

我国各个重点产铀盆地，以河道砂体为主要赋矿层

河道下切，沉积基准面逐渐下降的过程。四方台组

位的砂岩型铀矿已成为当前勘查的首选区域[35]。古

二段沉积物平均粒径逐渐变细，
介于 3.5 φ～4.5 φ 之

恰地区四方台组一段河道砂体厚度大，
埋藏浅，
压实

间，
岩性以厚层红棕色泥岩为主体，
频率曲线特征则

作用弱，
物性条件优越，
具备良好的砂岩型铀矿成矿

表现为底部单峰形态，向上以不对称的双峰或多峰

先天优势，
可作为古恰地区铀矿勘查的重点目标。

为主，正偏至很正偏，偶见近似正态分布，中等至尖
锐，
该段分选性变化较为动荡，
认为该段沉积时期水

6 结论

流不稳定，
可能存在多次洪泛作用，
在 C-M 图中多分

（1）通过对古恰地区四方台组粒度分析，
得出参

布在 RS 段。概率值累积曲线为下部两段式、
高斜率

数特征主要表现为平均粒径 2.53 φ～4.44 φ，以细砂

两跳夹一悬三段式和多段式，
上部多段式的组合，
反

岩和粉砂岩为主，分选系数 1.04～1.86，分选性普遍

映了中等至较弱的水动力条件，流速较四方台组一

较 差 ，偏 度 0.03～0.57，近 于 对 称 至 很 正 偏 ，峰 态

段逐渐变缓，说明四方台组二段沉积时期泛滥盆地

0.78～1.8，中等至很尖锐，频率曲线呈单峰或多峰，

沉积的占比明显增大，
随着湖平面的持续升高，
沉积

概率值累计曲线以两段式、高斜率两跳一悬三段式

基准面有上升的趋势。该段浅灰色粉砂岩常发育平

和多段式为主，C-M 图反映了较强的牵引流沉积作

行层理构造、
流水砂纹层理构造、
小型交错层理构造

用，
总体上与河流相沉积特征相吻合。

以及滑塌变形构造等（图 3），
认为该段下部显示了河

（2）综合四方台组岩性组合、
沉积构造特征与粒

道废弃的过程，河水流速逐渐降低，上部湖平面升

度分析结果，认为古恰地区四方台组整体为曲流河

高，水动能减弱。故认为四方台组二段具曲流河堤

沉积，在各岩性段内识别出河道、堤岸和河漫 3 种沉

岸和漫滩亚相沉积特征，可进一步划分出底部天然

积亚相及河床滞留、
边滩、
天然堤、
决口扇、
决口水道、

堤、
决口扇和决口水道，
上部为河漫滩和河漫湖的沉

河漫滩和河漫湖 7 种沉积微相，
沉积基准面先下降后

积微相特征。四方台组三段又以粉砂岩和细砂岩为

上升再下降，
沉积水动力条件发生多次变化，
由高能

主，
粒度参数仍体现出河流相砂体的特征，
具多段式

向弱水流和中等水动力条件发展，垂向上自下至上

和两段式的概率值累积曲线组合，反映了湖平面再

具备
“粗-细-粗”
的沉积旋回特征。

次下降，
水动力条件有所增强，
但沉积物粒度仍以细

（3）四方台组一段高铀异常段属河道亚相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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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滞留和边滩沉积微相，其上部隔水层以天然堤和
河漫滩沉积微相为主，与嫩江组五段顶部滨浅湖相
泥岩共同构成成矿所必须的“泥-砂-泥”三段式结
构，
可作为古恰地区铀矿勘查的重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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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siz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of uraniumbearing series in Guqia area,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and its
sedimentary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LIU Hua-jian1,2,3, JIN Ruo-shi*1,2, XIAO Peng1,2, TANG Chao1,2, XU Zeng-lian1,2, LI Jian-guo1,2,
WANG Tie-jun3, CHEN Lu-lu1,2, WEI Jia-lin1,2
(1.Tianji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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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grain-siz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n

Guqia area, southern Daqing placanticline of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Grain size composition,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s and frequency curve of each grain size sample were obtained, and further systematically divide and
identify its probability value cumulative curve and C- M pattern, and reveal the sedimentary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and its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significance. The 14 samples shows that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2.53 φ ～4.44 φ, the medium to good sorting, nearly symmetrical to very positive,
moderate to very sharp, and the frequency curve shows a single peak to multiple peaks. The probability of
cumulative curve types are realized as two-stage, three-stage of high-slope with two jump and one suspension and
multi-stage. C-M patterns develop QR and RS segments. It reflects the strong sedimentation of the traction flow.
Based on the lithologic assemblage, sedimentary structure and grain size analysis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sedimentary facies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iver fluvial facies. Three
kinds of sedimentary sub- facies, such as channel, bank and overflow, are identified in each lithology sec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channel lag deposit, point bar, natural levee, crevasse
splay, crevasse channel, flooded plain and pond. The sedimentary datum first descends and then rises and then
descends and has the features of "coarse- fine- coarse" sedimentary cycles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Sediment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occur many changes, from high energy to weak water flow and moderate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uranium anomaly in the study
area and develops the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of channel lag deposit and point bar, 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key
target of uranium prospecting in the Guqia are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provide some indications for the
research of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n the southern end of Daqing placanticline in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Key words: grain size analysis;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Sifangtai Formation; Guqia area;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 northen Songliao ba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