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1卷 第1期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Vol.41 No.1

2018年3月 G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 Mar. 2018

松辽盆地大庆长垣南端四方台组含铀砂岩
岩石学特征及地质意义

陈路路1，2，汤超1，2，李建国1，钟延秋3，谷社峰3，魏佳林1，肖鹏1，
徐增连1，2，曾辉1，刘华建1，陈印1，2

（1.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天津 300170；2.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非化石能源矿产实验室，天津 300170；3.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摘 要：研究区位于松辽盆地北部大庆长垣南端构造区，其含矿目的层主要为上白垩统四方台组下段砂体。通过野

外地质调查、岩芯编录，岩矿鉴定、X衍射及扫描电镜等方法，详细研究了目的层砂岩碎屑组分、结构以及矿物特征，

并初步对其物源及源区构造背景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含铀砂岩类型为长石岩屑砂岩，其成分及结构成熟

度中等，成岩作用较弱，表现为较弱的压实作用、胶结作用、溶蚀作用以及部分重结晶作用，对铀成矿作用较为有

利；呈薄膜状或蜂窝状的蒙脱石等粘土矿物大量分布在颗粒表面，对铀的吸附具有重要作用。物源及源区构造背景

分析结果表明蚀源区与岩浆活动区和再旋回造山带等不稳定的构造区有关，物源可能来自于研究区东部张广才岭

一带的太古-元古宙变质岩系、中生代火山岩及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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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是我国北方砂岩型铀矿的重要产铀盆

地之一，目前已知的钱家店、白兴吐等砂岩型铀矿床

主要分布于盆地西南部，而松辽盆地北部的铀矿找

矿和综合研究工作较为薄弱。虽然有学者预测了松

辽盆地北部存在较好的砂岩型铀矿成矿前景[1-2]，但

砂岩型铀矿找矿工作一直没有取得突破。近年来在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组织下，与大庆

油田、吉林油田、中陕核集团等密切合作，对松辽盆

地北部油田资料进行二次开发和钻孔原位验证，在

大庆长垣南端及周边地区发现了多处铀矿化富集

区，并发现了工业铀矿体。目前发现的铀矿层主要

位于上白垩统四方台组，而有关该层位的研究报道

相对较少，这严重制约了该地区下一步砂岩型铀矿

的综合研究与找矿工作。本次工作在大量详细的钻

孔地质编录、测井基础上，结合岩矿鉴定、扫描电镜

等手段，对大庆长垣南端四方台组含矿目的层位的

岩石学特征进行研究，以期对松辽盆地北部的砂岩

型铀矿的成矿作用及找矿勘查提供理论基础。

1区域地质概况
松辽盆地为一北北东向的菱形盆地，面积26×

104 km2 。盆地基底为古生代和前古生代变质岩系，

盆地内部以区域隆起和坳陷划分了六个一级构造单

元，分别是中央坳陷区、西部斜坡区、北部倾没区、东

北隆起区、东南隆起区和西南隆起区，组成了盆地地

质构造的基本格架[1]（图1）。

大庆长垣是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区中部的一个大

型背斜带，总体轴向为北东15°左右。据油气勘探资

料显示有大量油气井在嫩江组、四方台组存在高自

然伽马异常段，并成弧状围绕大庆长垣南端分布[3]。

长垣南部除发育延伸较平缓的北西向正断层外，尚

有在平面上呈弧形分布的南北向、北东向断层发育

（图1）。从大庆长垣地震剖面A-A'看，上部嫩江组、

四方台组及明水组地层遭受强烈剥蚀[3]。长垣隆起

主要受三期构造影响，一次是晚白垩世嫩江晚期的

构造运动形成了长垣的雏型；二是晚白垩世明水晚期

的北西-南东向挤压应力作用，导致大庆长垣构造体



系的递进变形，发育成完整的背斜；最后是早第三纪

末左行压扭使长垣进一步加强而形成整体构造形

态[2，4]。随着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及日本海的

拉张和闭合，松辽盆地进入晚期构造活动，盆地发生

整体抬升剥蚀作用。由于盆地东部比西部进入抬升

剥蚀作用的时间要早，其抬升剥蚀量相对更大[5]。在

研究区主要表现为东侧长春岭背斜隆升，使明水组、

四方台组等地层严重剥蚀而厚度减薄，甚至缺失。

研究区位于大庆长垣南端鼻状构造隆起附近，

区内钻探揭露地层有第四系、新近系泰康组、上白垩

统明水组、四方台组、嫩江组部分地层。泰康组（N2t）

具有碎屑颗粒粗、厚度大分布广、富水性强等特点，

主要为浅灰色含砾中粗砂、砂砾

岩，固结程度低。明水组（K2m）为

一套红色沉积建造，上部地层被剥

蚀，揭露岩性组合为灰色、绿灰色

细砂岩、中砂岩，夹灰绿色、红色、

棕色泥岩、粉砂岩，底部明显发育

河道砂体沉积。四方台组（K2s）是

该区的主要含矿目的层，为一套杂

色河流相及河湖三角洲相沉积。

依据野外钻孔地质编录，按沉积旋

回将四方台组划分为三段。上段

发育曲流河相的粗碎屑沉积，主要

岩性为浅灰色、灰色细砂岩、中砂

岩夹红色、棕红色粉砂质泥岩；中

段为以细碎屑为主的湖泊沼泽相

沉积，岩性为灰色、灰绿色的泥岩、

粉砂质泥岩夹薄层细砂岩，局部发

育水平层理；下段为发育曲流河河

道粗碎屑沉积，以灰色、绿灰色的

细砂岩、中砂岩夹薄层泥岩、粉砂

岩，底部见石英砾和泥砾，可见冲

刷不整合面（图 2）。嫩江组五段

（K2n5）为一套湖相细碎屑沉积，岩

性主要为深灰色、灰色、绿灰色泥

岩、粉砂质泥岩夹红色、红棕色泥

岩或杂斑，是较好的隔水层。

2四方台组岩石学特征
2.1砂岩类型

为了深入了解研究区四方台组含

矿砂体的岩石学特征，采取钻孔岩芯样品16件，包

括矿样及上下围岩，磨制薄片并开展详细的镜下鉴

定工作，碎屑颗粒组分及含量如表1所示。对表中

16个样品的碎屑组分通过面积估法进行分类统计，

最后在Folk（1968）的三角分类图上进行投点（图3），

可以看出样品投点主要落于砂岩分类图的Ⅵ区，即

长石岩屑砂岩中。

2.2碎屑成分特征

薄片镜下鉴定结果表明，研究区四方台组目的

层砂岩碎屑物含量平均为85%左右，主要为石英、长

石、岩屑，以及少量云母、黄铁矿、炭屑、重矿物等。

石英类碎屑总含量约占岩石的35%～58%，其

图1 研究区构造位置图（据高翔等[3]，2017修改）

Fig.1 Tectonic locations of the study area

（Modified from Gao et al.，2017）

a.松辽盆地构造分区图：Ⅰ.大庆长垣；Ⅱ.齐家－古龙凹陷；Ⅲ.三肇凹陷；

Ⅳ.黑鱼泡凹陷；Ⅴ.明水阶地；Ⅵ.龙虎泡红岗；Ⅶ.朝阳沟阶地；Ⅷ.长岭阶

地；Ⅸ.扶余华字井阶地；b.研究区构造位置图:c.大庆长垣南端A-A'地震

剖面:Ｔ02.明水组顶界；Ｔ02-1.明水组二段底界；Ｔ02-2.明水组底界；Ｔ03.四

方台组底界；Ｔ04.嫩江组五段底界；Ｔ05.嫩江组四段底界；Ｔ06.嫩江组三段

底界；Ｔ07.嫩江组二段底界；Ｔ1.嫩江组底界；Ｔ2.青山口组底界

A
A'

34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41卷



图2 研究区地层柱状图
Fig.2 The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he study area
1.深灰色；2.灰色；3.棕红色；4.棕色；5.灰绿色；6.

绿灰色；7.砂砾岩；8.泥岩；9.粉砂质泥岩；10.粉砂

岩；11.粉砂质细砂岩；12.细砂岩；13.中砂岩；14.

砂岩薄夹层；15.泥岩薄夹层；16.黄铁矿；17.泥砾；

18.褐铁矿化；19.构造裂隙；20.含矿目的层位

Ⅰ.石英砂岩；

Ⅱ.长石石英砂岩；

Ⅲ.岩屑石英砂岩；

Ⅳ.长石砂岩；

Ⅴ.岩屑长石砂岩；

Ⅵ.长石岩屑砂岩；

Ⅶ.岩屑砂岩

图3 研究区含矿目的层砂岩分类图解
（底图据Folk，1968）

Fig.3 Sandstone classification of ore
purpose layer of the study area
（Modified from Folk，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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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单晶石英为主，部分见波状消光现象，颗粒表

面光洁。而多晶石英含量约4%～19%，主要为变质

石英岩、燧石等硅质岩屑。

长石含量约占岩石的14%～24%，可见斜长石、

条纹长石、微斜长石、正长石等。长石碎屑多呈板条

状或粒状，大部高岭石化、绢云母化发育（图4a、b），

个别蚀变严重的斜长石隐约可见聚片双晶纹。

岩屑颗粒总含量为39%～56%（这里包括了多晶

表1 砂岩样品碎屑颗粒含量及成熟度指数统计

Tab.1 Clastic components and maturity index of sandstone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样品号

11D001
11D002
11D003
11D004
11D005
11D006
11D007
11D008
11D031
11D034
11D036
10D002
10D003
10D031
10D033
10D034

岩性

灰色细砂岩
灰色含炭屑细砂岩

灰色中细砂岩
灰色细砂岩
灰色细砂岩
灰色细砂岩
灰色中砂岩

灰色中细砂岩
灰色中砂岩

灰色中细砂岩
灰色细砂岩
灰色细砂岩
灰色细砂岩
灰色中砂岩

绿灰色细砂岩
灰色含砾粗砂岩

Q

48
52
47
48
58
41
45
38
42
40
38
47
46
37
43
35

Qm

38
40
37
29
46
33
41
32
37
34
34
34
37
30
36
26

Qp

10
12
10
19
12
8
4
6
5
6
4
13
9
7
7
9

F

23
16
19
18
18
24
20
26
22
24
23
16
22
28
21
25

F'

22
15
18
15
15
23
17
24
21
22
21
14
19
23
19
19

L

29
32
34
34
24
35
35
36
36
36
39
37
32
35
36
40

GRF

1
1
1
3
3
1
3
2
1
2
2
2
3
5
2
6

Lt

40
45
45
56
39
44
42
44
42
44
45
52
44
47
45
55

成熟度Q/
（F+L）

0.92
1.08
0.89
0.92
1.38
0.69
0.82
0.61
0.72
0.67
0.61
0.89
0.85
0.59
0.75
0.54

备注

含矿
含矿
含矿
含矿
含矿
含矿
含矿

/
/
/
/
/
/
/
/
/

注：其中石英端元Q=Qm+Qp，Qm为单晶石英，Qp为多晶石英，长石端元F = F' + GRF，F' 为单颗粒长石，

GRF为花岗质岩屑，L为岩屑，Lt = L + Qp“ / ”表示围岩或不含矿



图4 研究区目的层砂岩电镜显微照片

Fig.4 Micrographic photos of sandstone in the study area

a.绿灰色细砂岩，孔隙式胶结，长石表面“不干净”，土化严重，10D033，365.7m（-）；b.石英见波状消光，斜长石绢云母

化，隐约可见双晶纹，与a同视域（+）；c.灰色细砂岩，见大量细小鳞片状水云母类粘土矿物填充粒间孔隙，视域中央

为硅质火山岩岩屑，10D002，392 m（+）；d.灰色细砂岩，黑云母疏松变形，水云母化严重，11D036，274.5 m（-；e.可见

微斜长石以及少量碳酸盐胶结物，与d同视域（+）；f.灰色含炭屑细砂岩（含矿），炭屑呈条带状沿层理展布，11D002，

232.1 m（-）；g.灰色细砂岩，左下方为花岗岩岩屑，11D004，234.2m（+）；h.灰色含砾粗砂岩，见变质岩岩屑，源区石英

细脉充填交代，10D034，425 m（+）；i.灰色中砂岩，大量细小粒状黄铁矿充填粒间孔隙，10D031，309.5 m，反射光；j.碎

屑颗粒间大量粘土矿物充填，MX06，SEM，221.4m；k、l.碎屑颗粒表面被蜂窝状蒙脱石包裹MX06，SEM，25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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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的含量），以变质岩岩屑和火成岩岩屑为主，少

量沉积岩岩屑。镜下常见的变质岩岩屑有石英岩、

板岩、以及少量片岩、千枚岩及高级变质岩岩屑，而

火成岩中主要为火山喷发岩和隐晶岩等岩屑，少量

花岗质侵入岩（图4c、g、h）。石英岩颗粒呈缝合线状

接触，见云状消光现象，而喷出岩可见斑状结构、隐

晶结构以及安山结构，偶见凝灰结构，斑晶多为长

石和石英。

黑云母含量约 1%左右，呈长条带状、鳞片状，

大部分变得膨胀疏松（图 4d），另外可见少量白云

母。炭屑含量约0～8%，呈条带状、竹节状或碎片状

分布于填隙物中（图 4e、f）。黄铁矿平均含量不足

1%，仅反射光下见黄铁矿以细分散星点状、结核状

分布于粒间填隙物中（图4i）及碳屑周边。

结合镜下鉴定及人工重砂分析，该区重矿物常

见钛铁矿、石榴子石、锆石、磁铁矿、绿帘石，以及少

量的榍石、白钛石、黄铁矿、尖晶石、赤铁矿等，呈次

圆粒状，次棱角粒状少，个别圆粒状，说明其经历了

长距离搬运。其中钛铁矿含量最高，平均含量达

46.5%，富含Mn，指示钛铁矿主要为岩浆成因。富

Mn钛铁矿＋锆石＋榍石为主的重矿物组合指示研

究区有中酸性岩浆岩碎屑[6- 7]；石榴子石（平均含量

16.39%）+绿帘石＋磁铁矿的矿物组合表明混入了部

分变质岩碎屑。上述重矿物组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源区母岩类型应以中酸性岩浆岩及变质岩为主的

特征。

2.3结构特征

总体上研究区含铀目的层砂岩的成分成熟度和

结构成熟度中等。成分成熟度指数0.54～1.38，大部

分都<1或接近于1，部分样品大于1（表1）。大多数

砂岩样品具细粒、中粒、不等粒砂状结构，个别为粗

粒砂状结构。粒径范围0.06～1.1 mm，主要以0.1～

0.55 mm为主，其中个别砾岩中变质岩和花岗岩岩

屑粒径达4.6 mm以上。砂岩以颗粒支撑、孔隙式胶

结为主，其次为基底式胶结。大部分碎屑颗粒分选

中等-好，磨圆以次棱角居多，部分呈棱角状、次圆

状。其中含矿段的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要相对

偏高一些，以细砂岩或极细砂岩（粗粉砂岩）为主。

2.4填隙物特征

研究区目的层砂岩中填隙物含量8%～18%，个

别为杂砂岩，镜下观察填隙物类型主要为泥质（粘

土矿物）、粉砂质杂基以及少部分碳酸盐等胶结物

（图4c、e）。

3成岩及蚀变作用
3.1压实作用

该区目的层砂岩较为疏松，压实作用较弱，仅

局部可见因机械压实作用的痕迹：粒间长条状黑云

母因碎屑颗粒挤压而弯曲（图4d），沿层理分布的炭

质纹层遇颗粒扭曲变形（图4f），偶见略有变形塑性

岩屑。

3.2胶结作用

3.2.1粘土质胶结

粘土质（泥质）胶结是研究区含铀砂岩的主要胶

结类型。镜下可观察到大量细小的水云母、绢云母

等粘土矿物填充粒间孔隙（图4c）。扫描电镜下可见

大量黏土矿物充填粒间孔隙，碎屑颗粒表面被蜂窝

状蒙脱石包裹（图4j、k、l）。X粉晶衍射结果表明研究

区含铀砂岩中粘土矿物平均含量为19.13%，主要为

蒙脱石、伊蒙混层为主，其次为伊利石，绿泥石、高

岭石含量极少。

3.2.2碳酸盐矿物胶结

本区目的层极为疏松，碳酸盐化较弱，仅局部

可见少量弱碳酸盐化现象。镜下观察其碳酸盐胶结

物以亮晶方解石为主，泥晶方解石不易观察。亮晶

方解石颗粒大，个别解理明显，分布于粒间孔隙中，

局部呈连晶状，交代了部分基质，应为成岩期产物

（图4e）。可能是早期干旱气候下形成的碳酸盐物质

（如泥晶方解石等）在流体作用下发生溶解后再

沉淀。

3.2.3黄铁矿胶结

黄铁矿胶结作用不明显，大部分呈细小粒状、草

莓状充填于粒间孔隙中，仅个别样品见脉状黄铁矿

或局部填充胶结粒间孔隙（图4i）。

3.3溶蚀作用

研究区发生的溶蚀作用主要表现为长石及岩屑

的酸性水解，释放K+、Ca2+生成高岭石，颗粒表面不

干净，形成粒间溶孔（图4a、b）。

Na2CaAl4Si8O24（斜长石）+ 4H + + 2H2O → Al4

[Si4O10]（OH）8（自形高岭石）+ 2Na+ + Ca2 + + 4SiO2

（非结晶相SiO2） （1）

4KAlSi3O8（钾长石）+ 4H+ + 2H2O → Al4[Si4O10]

（OH）8（自形高岭石）+ 4K + + 8SiO2 （非结晶相

SiO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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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重结晶作用

本区岩石重结晶作用不明显，主要表现为泥晶-

微晶方解石重结晶为颗粒粗大或连晶产出的亮晶方

解石，应为成岩后期的产物。

4地质意义
4.1物源及源区大地构造背景分析

目前依据砂岩碎屑成分判断不同种类砂岩所属

的大地构造区域，进而分析其蚀源区性质的研究模

式已相对成熟[8-12]。将三端元组分投到碎屑成分构造

三角图中，图5a显示样点主要集中于再旋回造山区

和切割弧区内，再旋回造山区反映了源区属于缝合

带或前陆隆起，说明母岩区经历了俯冲缝合到造山

的过程，其构造环境为伴随有火山喷发作用的碰撞

造山带褶皱造山作用；而图5b显示样点主要落在混

合区和岩浆弧蚀源区，少部分落在过渡再旋回区及

过渡弧中，岩浆弧区代表了源区存在大量的岩浆活

动，形成火山岩和侵入岩，这反映了目的层砂岩成

分混杂，来源并非单一。位于松辽盆地大庆长垣东

部的张广才岭造山带，实际上是佳木斯地块与松嫩

地块之间的俯冲-碰撞造山带，发育一套复杂的构造

混杂岩[13]。区域上除发育有太古宙—元古宙古老变

质岩系外，自晚古生代以来受古太平洋板块的洋壳

向松嫩地块下俯冲影响，发生大规模褶皱造山，并伴

随有强烈的岩浆侵入和火山喷发活动，形成大面积

的印支期、燕山期的花岗岩以及侏罗-白垩世的火山

岩出露[2，13-15]，且长期处于隆起剥蚀状态。碎屑统计

研究表明，岩屑颗粒总含量为39%～56%，岩屑以变

质岩和火成岩为主，变质岩岩屑为石英岩、板岩、以

及少量片岩、千枚岩等高级变质岩岩屑，而火成岩岩

屑中见火山喷发岩和隐晶岩，以及少量花岗质侵入

岩岩屑。综合研究表明蚀源区与岩浆活动区和再旋

回造山带等不稳定的构造区有关，研究区物源可能

来自于张广才岭的太古宙-元古宙古老变质岩系以

及显生宙花岗岩和火山岩。

4.2对砂岩型铀成矿作用的约束

研究区铀储层碎屑矿物组分、蚀变特征以及成

岩作用等对砂岩型铀成矿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研

究表明，该区砂岩岩屑含量较高，含大量的变质岩、

喷出岩以及花岗侵入岩等。研究区物源区主要来自

其东部-东南部的张广才岭西坡，有较连续的伽玛偏

高场和航放异常密集带，岩性主要为粗粒花岗岩、黑

云母花岗岩、闪长岩、流纹岩等杂岩体。前人研

究[16-17]发现海西期花岗岩铀含量为 2.36×10-6～5.5×

10- 6，平均值为 3.83×10- 6；燕山期花岗岩铀含量为

1.78×10-6～8.9×10-6，平均值为5.2×10-6；赵杰等[18]分

析盆地东部张广才岭燕山期杂岩体铀含量 7.05×

10-6，迁出率约 25.07%；印支期杂岩体铀含量 6.98×

10-6，迁出率约20.13%。蚀源区较高的铀含量及铀迁

出率反映了该区较好的铀预富集作用以及较好的铀

源条件。岩石衍射及扫描电镜数据表明含铀砂岩中

粘土矿物发育（如蒙脱石等）对铀的吸附具有重要作

用。长石及岩屑黏土化酸性蚀变、微细粒黄铁矿化

以及局部方解石胶结等，体现了该区复杂的蚀变流

图5 研究区砂岩碎屑成分构造三角图解

Fig.5 Triangular plots showing the debris compositions for sandstones from the study area

38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41卷



体环境，对铀成矿极为有利。另外该区铀储层成岩

作用较弱，岩性疏松，固结程度低，极利于含铀含氧

流体的层间渗入。

大庆长垣背斜轴部缺失明水组和部分四方台

组，有长达18 Ma的剥蚀期，目的层直接裸露地表形

成构造天窗，可作为一个层间流体渗入或渗出的运

移通道。流体中大量的铀与岩石中的有机质、黄铁

矿、油气及粘土矿物等发生复杂的吸附还原反应，在

氧化还原过渡带（环境）中富集成矿[2，19]。

5结论
（1）研究区含铀砂岩类型为长石岩屑砂岩，成分

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中等。其成岩作用相对较弱，

是较好地铀储层，主要表现为较弱的压实作用、胶结

作用、溶蚀作用以及部分重结晶作用。

（2）微观矿物学研究发现在碎屑颗粒表面发育

呈薄膜状或蜂窝状的蒙脱石等粘土矿物。

（3）碎屑组分研究表明大庆长垣南端其蚀源区

大地构造背景显示与岩浆活动区和再旋回造山带等

不稳定构造区相关，沉积物源可能来自于研究区东

部张广才岭一带的太古-元古宙变质岩系、中生代火

山岩及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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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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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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diffra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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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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