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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北部三肇凹陷四方台组层序地层及其
与砂岩型铀矿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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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岩心、测井、录井及区域地质背景等资料，对三肇凹陷四方台组进行了层序地层学研究，并讨论了其沉

积特征和砂体展布规律。四方台组可划分为两个三级层序(SQ1和SQ2)，每个层序发育4个完整的体系域：低水位体

系域、水进体系域、高水位体系域和水退体系域；共识别出1种曲流河沉积相，河床、堤岸和河漫3种沉积亚相，滞留

沉积、边滩、天然堤、决口扇、决口水道、河漫滩、河漫沼泽和河漫湖泊8种沉积微相。根据砂岩型铀矿赋存特征及其

在层序地层格架中的位置，指出本区铀矿化主要产于四方台组底部低水位体系域厚大砂体中，并与水进体系域密切

相关。通过沉积微相与砂岩型铀矿的成矿关系研究，表明滞留沉积和边滩微相是松辽盆地北部最有利的沉积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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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70年代Vail提出层序地层学的基本

概念和方法以来，层序地层学已在油气勘探中广泛

应用[1-3]，而在砂岩型铀矿床的勘探中却应用较少，近

十几年才有学者尝试将层序地层学应用到砂岩型铀

矿床勘探中，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4-10]，如俄罗斯外乌

拉尔和外贝加尔地区潜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主要产

于低水位体系域的下切谷中；伊犁盆地南缘512铀矿

床和吐哈盆地南缘十红滩铀矿床的铀矿体主要产于

高水位体系域砂体中；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第三系

中，层序内高水位体系域中的辫状河三角洲砂体及

扇三角洲砂体是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最有利的成

矿单元等。

砂岩型铀成矿作用是一种典型的流体成矿作用，

即成矿流体主要沿可渗透性砂岩层内流动，在与围岩

发生强烈的水-岩反应过程中发生物质与能量的交

换，从而产生铀的沉淀富集作用。地浸砂岩型铀矿

床的成矿因素有很多[11-13]，其中发育有孔渗性能良好

的厚大砂体是控制铀矿体规模和空间分布的主要因

素之一。大型砂体构成了地下水动力系统的载体，为

铀成矿流体提供了运移通道。而泥-砂-泥地层结构中

砂岩与泥岩的空间配置必然受沉积旋回的控制[14]。

2014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我国北方多个

盆地内针对铀矿开展了以煤、油等勘查资料的“二次

开发”工作，发现了多个可地浸式砂岩型铀矿点和矿

产地，其中松辽盆地四方台组是重要的找矿目的

层。在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四方台组沉积相及层序

地层学展开研究，如陆洪滨等[15]对黑龙江省绥化市四

方台镇前头村-幺屯村四方台组地层进行分析，认为

本区四方台组底部和中部发育湖泊相滨浅湖亚相，

顶部转为曲流河相。王国栋等[16]通过对松科1井四

方台组岩心的精细描述，认为四方台组发育由下部

曲流河相→中部浅湖相→上部曲流河相的沉积模

式。张雷等[17]对松辽盆地北部四方台组层序地层特

征岩性油气藏发育规律进行研究，划分为两个三级

层序。而对四方台组铀矿储集层成因类型、砂体展

布等特征尚不清楚，难以满足勘探需要。

本文在前人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基础上，以岩心、

测井、录井和区域地质背景等资料为依托，分析了三



肇凹陷地区四方台组层序地层，特别是重点铀矿储

集层沉积微相类型、特征及其沉积微相模式、演化过

程。通过本次研究为三肇凹陷地区四方台组下一步

砂岩型铀矿勘探提供地质理论依据，同时对松辽盆

地腹地铀资源后备储量提升有借鉴意义。

1区域地质概况
松辽盆地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中-新生代陆

相沉积盆地，呈北北东向展布，盆地内发育松花江和

辽河两大水系。松辽盆地的基底具明显的双层结构

的特征，下部由前寒武纪结晶基底组成，上部由古生

代浅变质岩系和海西期的花岗岩组成；中、新生代沉

积盖层的分布范围较广，沉积厚度总体上可以达到

5 000 m以上。根据基底性质和盖层的区域地质特

征，松辽盆地进一步可划分为6个一级构造单元，分

别为东南、东北、西南三个隆起区、北部倾没区、西部

斜坡区及中央坳陷区（图1a）。

三肇凹陷位于松辽盆地中部偏北，是中央坳陷

区的一个二级负向构造单元，它在西侧与大庆长垣

相接，在东侧与朝阳沟阶地相接，在北侧与明水阶

地、绥棱背斜带及绥化凹陷相接（图1b），平面上呈现

“鼻状”样式，凹陷面积约为5 743 km2，是盆地内的一

个重要的生油、储油单元。三肇凹陷所经历的构造

演化阶段受盆地整体发育过程的控制，主要包括：火

石岭组至登娄库组沉积时期的断陷阶段（K1h-K1d）、泉

头组至嫩江组沉积时期的坳陷阶段（K1q-K2n）及四方

台组至明水组沉积时期的构造反转阶段（K2s-K2m）。

上白垩统四方台组属于松辽盆地坳陷沉降萎缩

阶段的产物，为一套浅湖滨湖相和河流相的杂色砂

泥岩组合。岩性特征如下所述：1）上部为红色、紫红

色泥岩夹少量灰白色粉砂、泥质粉砂岩；2）中部为灰

色细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红色、紫红色泥岩互

层；3）下部为砖红色含细砾的砂泥岩夹棕灰色砂岩

和泥质粉砂岩，有底面冲刷现象，粒度呈下粗上细的

特点[16]。其中四方台组底部以灰色、灰绿色巨厚-厚

层状中粗粒“底砂岩段”为典型特征，厚度在10 ~30 m

之间，内部夹有薄层-中层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及

灰色-灰绿色粉砂岩，砂体区域连通性及对比性强，

是整个四方台组最重要的含铀储集段，也是目前松

辽盆地北部地浸砂岩型铀矿找矿的主要目的层位。

2四方台组层序地层划分
嫩江组/四方台组沉积时期是松辽盆地古构造背

景和古气候环境转变的重要时期，古气候由湿润、半

湿润转变为干旱，在挤压应力下盆地东部发生抬升

并且伴随着轻微的褶皱运动，沉积中心向盆地西部

迁移，湖盆规模收缩。四方台组-明水组沉积时期总

体属于盆地萎缩期，虽然盆地开始进入了构造反转

期[17]，东部部分地区抬升，沉积范围进一步缩

小，但其仍然继承了坳陷期盆地的地形特征，

四方台组-明水组代表了在盆地整体萎缩背

景下形成的一个超层序组[19-21]。关于四方台

组目的储层的层序格架研究，笔者综合运用

沉积学和层序地层学的原理及方法，以钻井

取心、测井和录井等资料为基础，识别出3个

层序界面（SB1、SB2和SB3），最终将四方台

组划分为两个三级层序（SQ1和SQ2），每个

层序发育4个完整的体系域：低水位体系域

（LST）、水进体系域（TST）、高水位体系域

（HST）和水退体系域（RST）（图2），下面重点

描述其层序及内部体系域特征。

2.1层序界面（SB）特征

SB1：属于岩性岩相的突变界面，该界面

对应于盆地内由于快速负载沉降而形成的

区域性水进界面。由于物源供应充足，河道

下切作用发育，界面下方为嫩江组顶部滨浅
图1 研究区构造划分图

Fig.1 Tectonic division of the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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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松辽盆地北部三肇凹陷四方台组层序沉积综合柱状图

Fig.2 Sequence and sedimentary composite histogram of Sifangtai Formation in Sanzhao

depressio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1.泥岩；2.粉砂岩；3.细砂岩；4.中砂岩；5.粗砂岩；6.含砾粗砂岩；7.上升基准面；8.下降基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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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相灰绿色夹紫红色泥岩沉积，界面上方进入四方

台组发育期，河流广泛冲刷下切嫩江组泥岩，形成以

含砾粗砂岩、中粗砂岩为主的粗碎屑河流相沉积（图

2）；在测井上，该界面附近自然伽玛和电阻率曲线形

态和幅值变化明显，如箱形电测曲线与下伏线性测

井曲线的突变接触面（图2），表明水体存在由较深到

突然变浅的过程。

SB2：地层由进积叠加型式向退积叠加型式的转

换界面。测井曲线在界面上下表现为进积-退积形式

（图2），在界面之下测井曲线多表现为漏斗形，界面之

上自然伽玛多表现为微幅钟形，自然电位和电阻率

曲线呈箱形且自然电位曲线基线发生明显的偏移。

SB3：地层由进积叠加型式向加积叠加型式的转

换界面。测井曲线在界面上下表现为进积-加积形

式（图2），界面之下自然电位、自然伽玛和电阻率测

井曲线多表现为漏斗形；界面之上自然电位、电阻率

和自然伽玛测井曲线呈微幅钟形或箱形。

2.2 准层序组（体系域）特征

陆相湖盆中，体系域为同时期发育的有成因联

系的沉积体系的集合体，是三级层序的基本组成部

分[18]。在三级层序内部体系域的划分过程中，关键是

对初次洪泛面和最大洪泛面的识别及对比。

初始洪泛面（IFS）指湖平面下降到最低点并达

到相对稳定之后，湖平面开始快速回返时的最初位

置。地层由加积型准层序组向退积型准层序过渡的

转换面，测井曲线在界面上下表现为加积/退积形式，

自下砂泥比减小，该类界面常常为水进体系域和低

水位体系域的分界面。四方台组初始洪泛面对应

“底砂岩段”与其上部洪泛泥岩之间的岩性转换面，

二者呈突变接触，测井曲线变化迅速（图2）。上述地

层响应特征说明“底砂岩段”沉积后期地形平缓，伴

随着快速湖侵，湖岸线大规模后移，使得湖侵泥岩直

接覆盖于底砂岩之上，而二者间无过渡岩性出现。

最大洪泛面（MFS）是盆地基底明显下沉，湖平

面上升到最大位置时形成的沉积界面，是水进体系

域与高水位体系域的分界面。垂向上表现为地层退

积到加积的转换点（图 2），向上水进泥岩转变为薄

层-中层细砂岩、粉砂岩及泥岩的频繁互层，且砂体

含量逐渐增大（图2）。

3四方台组沉积相特征
根据四方台组岩性组合、沉积结构-构造、粒度

特征、岩电组合、地球化学及孢粉等化石特征（另文

发表），并结合区域沉积-构造背景、物源条件，认为

研究区四方台组主要发育曲流河相沉积，由河床、堤

岸和河漫3个亚相组成（图2）。

河床亚相主要分布于四方台组的低水位体系域

和水退体系域，岩性以浅灰、灰白色中细砂岩为主，

有时砂体底部可见红色-灰绿色泥岩撕裂屑及泥砾，

并发育冲刷面，将其归为滞留沉积微相（图3A，B）；滞

留沉积之上为边滩微相沉积，多发育槽状交错层理

（图3C）、爬升层理（图3D）、平行层理等层理类型，分

选较好。由于水动力强，河道频繁迁移，岩心垂向上

可见多个正旋回砂体叠置，相互冲刷侵蚀，形成厚度

较大的复合砂体。

堤岸亚相和河漫亚相属于泛滥平原沉积，主要

分布于四方台组水进体系域、高水位体系域和水退

体系域，岩性主要为浅红色、灰绿色粉砂岩、灰、灰绿

色、红色泥岩和少量浅灰色细砂岩。根据岩性和沉

积特征，堤岸亚相可细分为天然堤、决口扇和决口水

道3个沉积微相，河漫亚相可细分为河漫沼泽、河漫

湖泊和河漫滩3个微相。天然堤沉积以浅红色泥质

粉砂岩、灰色粉砂岩为主，多发育波状层理、透镜状

层理和垂直虫孔（图3E）；河漫滩沉积多为红色粉砂

岩、泥岩，多发育平行层理和透镜状层理（图3F）；决

口扇沉积以浅灰色细砂岩、灰色、浅红色粉砂岩，二

者常呈冲刷接触（图3I，G），同时在灰色粉砂岩中常

发育变形层理（图3H）；河漫沼泽和河漫湖泊沉积以

灰色泥岩沉积为主，通常含灰白色粉砂岩条带（图

3J）和介形类化石（图3K）。

4层序格架中的砂岩型铀矿化发
育控制因素

砂岩型铀矿床的形成受构造背景、铀源、古气

候、地层结构、砂体特征、氧化还原及地下水动力条

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11-13]，其中由相对湖平面（基

准面）升降控制的可容纳空间变化及沉积充填特征

差异是形成砂体展布规律性变化的主要原因。

4.1可容纳空间变化控制砂体展布的垂向变化

层序格架特征与砂岩型铀矿化具有良好的对应

关系，垂向上砂体展布受可容纳空间及沉积物供给

条件控制。

（1）湖盆发育早期，相对水平面较低，可容纳空

间较小，河道侧向迁移强烈，形成纵向上相互叠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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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上连片、分布较为稳定和孔渗性能高的河道砂

体，砂体本身厚度较大，泥质夹层少，同时低可容纳

空间下河床的侵蚀作用以及滞留沉积使砂体中夹有

大量植物残屑，使砂体具有一定的还原能力。

（2）随着相对水平面上升，湖盆沉积范围扩大，

水体加深，可容纳空间持续增加，而沉积物供给速率

远小于可容纳空间的增长速率，河道内砂体以垂向

加积为主，侧向延伸及连通性逐渐变差，砂岩碎屑粒

度变细，泥质含量也逐步增高，砂体的孔渗性能逐步

降低。达到最大洪泛面附近盆地内可容纳空间达到

最大时，由于陆源碎屑供给不足和沉积速率极低，形

成细粒沉积，巨厚泥岩可以为其下部砂体提供隔

图3 松辽盆地北部三肇凹陷四方台组典型沉积结构构造

Fig.3 Typical sedimentary structure of Sifangtai Formation in Sanzhao depressio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A.灰色含红色泥砾中砂岩(中砂质泥砾岩)，块状构造，解释为河床滞留沉积；B.灰色含砾粗砂岩，解释为河道滞留沉积；

C.浅红色细砂岩，底部发育槽状交错层理，上部发育平行层理，解释为边滩沉积；D.浅灰色细砂岩，发育槽状交错层理、

爬升层理，解释为边滩沉积；E.浅红色泥质粉砂岩，夹灰白色粉砂岩条带，发育波状层理，透镜状层理和垂直虫孔，解释

为天然堤沉积；F.浅红色泥岩夹浅灰色粉砂岩条带，发育平行层理和透镜状层理解释为河漫滩沉积；G.浅灰色粉砂岩，

底部冲刷面，解释为决口扇沉积；H.灰色粉砂岩，发育变形层理，解释为决口扇沉积；I.浅灰色细砂岩与浅红色粉砂岩冲

刷接触，解释为决口扇沉积；J.灰黑色泥岩夹灰白色粉砂岩条带，解释为河漫沼泽(湖泊)沉积；K.浅灰色泥岩，含介形类

化石，解释为河漫湖泊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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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层。

（3）最大洪泛期之后，沉积物补给超过可容纳空

间上升，消耗高位期递减增加的可容纳空间以及水

进期剩余的可容纳空间，侧向迁移将变成主要营力，

改造泛滥平原，发育一套曲流河沉积体系。

（4）后期随可容纳空间逐渐减少，粗碎屑沉积增

多，不仅砂岩层厚度较厚，而且砂体在平面上分布范

围更广，横向连续性有所增强，以发育储层为主。

在低水位体系域，沉积了厚达10 m的砂岩，为后

期氧化带和铀矿化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介质，由于

含铀含氧水一般会沿着物性好的部位迁移，同时又

由于下部含有较多的还原性物质，当含铀含氧水经

过时，由于还原作用使铀主要在该部位堆积下来；水

进体系域期间沉积了巨厚的泥岩，为下部砂体中氧

化带的发育提供了顶板隔水层；四方台组砂体下面

一般为嫩江组的灰色泥岩，为滨浅湖沉积，其是在高

可容纳空间下沉积的，这套泥岩为氧化带和铀矿化

的发育则提供了底板隔水层。鉴于四方台组底部砂

体具有的这些特点，加上有利的地质背景，使铀在其

中聚集，局部富集形成矿床。

4.2沉积微相对铀矿化的制约

四方台组底部的矿体主要赋存在曲流河道中，

通过对研究区大量的含矿钻孔进行统计发现（图5），

四方台组底部的砂岩型铀矿化与沉积微相在空间上

的展布关系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矿体

在河道中主要赋存在河床滞留的粗粒沉积砂体中；

其次在边滩沉积中，矿体主要赋存在靠近泥岩特别

是碳质泥岩夹层附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少量的夹

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层间水的运移速度。

根据大量研究发现，松辽盆地北部四方台组底

部砂岩型铀矿化对微相环境有明显的选择性，滞留

沉积和边滩微相为研究区的优势相。垂向上主要是

由于这种微相具有砂体厚度和规模大，透水性好，

泥-砂-泥结构完整，走向、倾向上连通较好的主砂层

（体），构成透水层，有利于蚀源区的UO2
2+在其中运

移、沉淀和成矿。

5结论
（1）综合测井、录井、岩心等资料，把松辽盆地北

部四方台组划分为两个层序，每个层序发育4个完整

图5 四方台组下段沉积微相与砂岩型铀矿空间关系图

Fig.5 Spatial relation between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and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s of

the lower member of Sifangtai Formation

（岩性图例同图2和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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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域：低水位体系域（LST）、水进体系域（TST）、

高水位体系域（HST）和水退体系域（RST）。

（2）根据岩性组合、沉积结构构造、粒度、地球化

学及孢粉化石等特征，研究区四方台组可划分为曲

流河相沉积，包括河床、堤岸和河漫3个亚相。

（3）水平面变化控制的可容纳空间及沉积物供

给是形成垂向上砂体展布规律性变化的主要原因，

以SQ1层序低水位体系域砂体分布范围较广，连通

性最好，是砂岩型铀矿主要的赋存部位。

（4）对研究区大量的含矿钻孔进行统计发现，四

方台组底部砂岩型铀矿化对微相环境有明显的选择

性，河床滞留沉积和边滩沉积微相为研究区砂岩型

铀矿化的有利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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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the Sanzhao depression,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XU Zeng-lian1, 2, TANG Chao1, 2, LI Jian-guo1, 2, WEI Jia-lin1, 2, ZENG Hui1, 2, XIAO Peng1, 2,

LIU Hua-jian3, CHEN Lu-lu1, 2

（1. Tianjin Centre,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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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ore observation, well data, and regional geologic background, the

sequence stratigraphic division, the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andbodies in the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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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taceous Sifangtai Formation are studied in Sanzhao Depression of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Three sequence

boundaries were recognized in Sifangtai Formation, which further divided Sifangtai Formation into 2 third-order

sequences（SQ1 and SQ2）. Each sequence is composed of four system tracts（LST, TST, HST and RST）. More-

over, one sedimentary facies（meandering river）, three sedimentary subfacies（channel, bank and overbank）, and

eight sedimentary microfacies（channel floor lag, point bar, natural levee, crevasse splay, crevasse channel, alluvi-

al flat, alluvial lack and bank swamp）were identified in Sifangtai 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feature

of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sequence column,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occurs mainly in the thick and large sand bodies of lowstand system tract at the bottom of Sifang-

tai Formation,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nsgressive system tract.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reveals that the

channel floor lag and point bar microfacies are the most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Key words: Songliao basin; Sanzhao depression; Sifangtai Formation; sequence stragraphy; sandstone-type urani-

um deposits

Discovery and significance of industrial uranium ore in Sifangtai
Formation, north Songliao basin

TANG Chao1,2, JIN Ruo-shi1,2*, GU She-feng3, LI Jian-guo1,2, ZHONG Yan-qiu3,

MIAO Pei-sen1,2, SIMA Xian-zhang1,2, WEI Jia-lin1,2

(1.Tianjin Centre, CGS, Tianjin 300170; 2.Laboratory of Non-fossile Energy Minerals, Tianjin Centre, CGS, Tianjin 300170;

3.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Daqing Oilfield Co Ltd., Daqing Heilongjiang 163712)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radioactive anomalies in North Songliao basi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natural gamma anomalies in thousands of wells, and 18 uranium ore prospecting targets are delineated. The

industrial uranium ore bodies were found by the drilling verification in Sifangtai Formation. The industrial

uranium ore bodies which is plate-like and lenticular in the area are located in the sandstone at the bottom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The ore type is dominated by fine sandstone, and the uranium minerals are bituminous

uranium and uranium.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s controlled by the meandering river delta sedimentary system,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river in a profile. The size of the uranium ore bod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and bodies, especially the larger size of the sand bodies, and the more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layer the larger

the ore bodies scale. The discovery of the industrial uranium ore bodies in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n north

Songliao basin has broken throug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and the center of the basin

without uranium ore. The important prospecting of the new strata is realized in the new area, which expanded the

sandstone type uranium ore prospecting space. At the same time, it made a breakthrough in ideas and methods

which could provide the basis and methods for other oil and gas basins to carry out oil field data screening,

uranium ore strategic constituency and prospecting.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Mesozoic and Cenozoic

basins in Songliao basin and even in the north of China to develop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s from the

shallow to the deep.

Key words: Songliao basin;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 Sifangtai Formation; natural gamma anomaly;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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