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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长垣南端四方台组沉积相特征及其与铀富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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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庆长垣南端四方台组是松辽盆地新发现的含铀层位。沉积体系控制着砂体的展布与连通性，而砂体特征

又是决定铀矿体规模与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本文依托大量全井段岩心、测井资料，开展大庆长垣南端四方台组沉

积特征研究，并结合找矿实际效果，探讨了沉积相特征与铀富集的关系，结果表明：四方台组以曲流河相沉积为主；

四方台组一段在曲流河沉积环境下形成厚度大、连通性好的砂体为大庆长垣南端最有利的含矿层位；成矿砂体微观

特征表明垂向上存在多期河道叠置；微相上河床滞留、边滩、天然堤组合出现处铀富集程度更高。上述认识可为研

究松辽盆地晚白垩世沉积环境变化、曲流河相砂岩型铀矿勘探提供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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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砂岩型铀矿找矿工作的不断推进，中国地

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利用油田钻孔资料和测

井资料的二次开发技术在松辽盆地北部大庆长垣南

端四方台组地层中首次发现工业铀矿体。沉积

相控制着砂体的展布与连通性，砂体特征决定铀

矿体规模与空间分布，因此对研究区含矿层沉积

相特征开展研究对铀矿找矿具有实际意义。

在松辽盆地，前人对白垩系不同地区、不同层

位开展的沉积相研究[1-3]多集中在四方台组以下的

产油层位，对四方台组的研究较少，如：王国栋[4]等

依托松科1井资料，研究了四方台组单井沉积相特

征；陆洪滨[5]等针对四方台组露头开展了沉积相关

的工作。这些相关研究多局限在单井或露头资料

中，缺乏对四方台组沉积相系统性的分析。笔者

通过野外地质调查，依托大量全井段岩心、测井资

料，开展大庆长垣南端四方台组沉积特征研究，并

结合找矿实际效果，探讨了沉积相特征与铀富集

的关系，以期为研究松辽盆地晚白垩世沉积环境

变化、曲流河相砂岩型铀矿勘探提供地质依据。

1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图1）位于松辽盆地北部中央坳陷区

内的二级正向构造单元大庆长垣南端，东临三肇凹

陷、朝阳沟阶地，西接齐家-古龙凹陷（图1a）。松辽

盆地是典型的陆相盆地，白垩系是松辽盆地最主要

图1 研究区构造位置及四方台组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1 Geotectonic map of study area and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a.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图；b.四方台组地层综合柱状图；c.东北地

区主要地理单元



的赋油、铀层系。根据盆地形成机制与大地构造背

景，将松辽盆地白垩纪划分为4个构造演化阶段[6,7]：

火石岭组-登娄库组沉积期为断陷构造阶段；泉头

组-嫩江组沉积期为坳陷构造阶段；四方台组-明水

组沉积期为差异性沉降阶段；明水组沉积末期松辽

盆地从区域拉张转为挤压，形成现今构造格局[8]。

研究区晚白垩世地层自下而上有青山口组、姚

家组、嫩江组、四方台组、明水组。四方台组底部与

嫩江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顶部与明水组呈整合接

触。四方台组地层在盆地内广泛发育，研究区内厚

度在130～100 m之间，位于靠近齐家-古龙凹陷一侧

地区地层厚度较厚、倾角大。四方台组是盆地坳陷

沉降萎缩阶段[9]形成的一套曲河流-湖泊沉积体系 ，

岩性以灰色、绿灰色中细砂岩，夹灰红色、灰色粉砂

岩、泥岩为主。依据钻孔岩芯岩性及各类电测曲线

特征，将四方台组进一步划分为三段，一段底部砂体

为主要的赋铀层段（图1b）。

2沉积相特征
沉积相特征受构造沉降、水平面变化、气候、物

源、地形等多种因素影响。大庆长垣南端位于盆地

三级构造单元-中央凹陷区内，构造活动微弱，地势

相对平坦，物源供给稳定，以来自盆地东部、东南部

的物源为主；研究区位于盆地中心，距离物源区较

远，陆源碎屑物搬运距离大，沉积物分选磨圆较好，

成熟度较高。综合以上沉积背景，结合岩心、分析化

验资料、测井曲线特征，认识到研究区主要发育曲流

河相沉积，发育的微相见表1。

大庆长垣南端四方台组一段与三段沉积时期，

发育河床滞留、边滩、天然堤、决口扇、河漫滩、河漫湖

等微相（图2），粒度分析显示以悬浮总体和跳跃总体

为主，岩心上多见冲刷面构造，边滩砂体薄片显示分

选较好，反映水动力相对较强。四方台组三段相较

四方台组一段，决口扇微相增多，表明四方台组三段

沉积时期水动力强弱变化频繁，河流改道作用增

强。四方台组二段沉积时期（图2），沉积物粒度整体

较细，泥岩比重较大，发育临滨砂坝与静水泥两种微

相，砂岩概率粒度累积曲线表现两跳夹一悬的分布

特征，代表了反复冲刷淘洗作用下形成的临滨砂坝。

（1）河床滞留

主要由灰色、绿灰色中砂岩、细砂岩及泥砾组

成，偶见硅质砾石和火山岩砾石，砾石排列略具定向

性。该微相在四方台组一段、三段地层中多次出现，

显示河流改道作用频繁发生。河床滞沉积厚度均较

薄，最厚不超过2 m。电阻率曲线呈高幅钟形、箱形

（图3a）。

（2）边滩

以绿灰色、浅灰色中细砂岩、细砂岩为主，发育

交错层理、平行层理以及波状层理。四方台组一段

厚度在 1～19 m 之间，四方台组三段厚度基本都在5

m以内。电阻率曲线以中高幅-中幅箱形、钟形为主，

曲线相对光滑，反映出向上粒度逐渐变细，水动力由

强变弱（图3b）。

（3）天然堤

主要由灰色、深灰色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组

成，发育水平层理、波纹层理、变形层理。天然堤厚

度一般较薄，垂向上位于边滩沉积上部。电阻率曲

线形态呈中幅指状、齿化不明显（图3c）。

（4）决口扇

主要由灰色、灰红色粉砂岩或泥质粉砂岩组成，

偶见细砂岩薄层，变形层理常见，底部发育泥质冲刷

面，与下伏沉积呈突变接触，电阻率曲线呈中幅钟形

（图3d）。

（5）决口水道

主要由灰色、灰白色细砂岩组成，发育交错层

理、平行层理以及波状层理，但砂体普遍较薄，横向

上连续性差、正旋回特征不明显。

（6）河漫滩

主要由灰红色、灰色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组

成，偶见细砂岩薄层，发育块状层理，与天然堤最大

区别在于其厚度相对较大。电阻率曲线上呈中-低

幅箱形、钟形（图3e）。

（7）河漫湖

主要由灰红色、灰色泥岩组成，发育块状层理。

灰红色、灰色交互出现时反映水平面的频繁变化，可

见双壳类化石。电阻率曲线呈低幅平直形态（图3f）。

（8）临滨砂坝

以灰色细砂岩为主，砂岩颗粒以石英、长石为

相

曲流河

亚相
河道
堤岸
河漫

微相
河床滞留、边滩

天然堤、决口扇、决口水道
河漫滩、河漫湖、临滨砂坝、静水泥

表1 研究区四方台组沉积微相类型

Tab.1 Microfacies types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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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区四方台组沉积相综合柱状图

Fig.2 Sedimentary composite histogram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图3 研究区四方台组沉积微相特征

Fig.3 Characteristics of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20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41卷



主，分选磨圆较好，成熟度高，可见由湖浪搬运来的

生物化石图。研究区地势相对平坦，受降水、气候等

因素影响，水平面频繁变化，因此临滨砂坝规模较

小，厚度基本都在1 m以内，砂岩中发育平行层理、双

向交错层理，常见到泥岩薄夹层、泥质条带。电阻率

曲线上呈中-高幅箱形、钟形组合（图3g）。

（9）静水泥

以灰色、深灰色泥岩为主，发育水平层理，多见

生物化石与黄铁矿。在干热环境下呈棕灰色。自然

伽马曲线上呈低幅指状特征反映了低能的沉积环境

（图3h）。

根据以上微相划分方法对单井进行相分析，结

合研究区的构造与沉积背景，分析了大庆长垣南端

四方台组的沉积微相平面展布特征。认为四方台组

一段地层是覆盖在嫩江组顶部不整合面上的第一套

沉积，物源供给相对丰富，水动力较强，以曲流河相

沉积为主。砂体厚度在1～24 m之间，走向为近东-

西走向。河道呈树枝状分布，分支岔道较多，弯度一

般。主河道宽度在2 km左右，河道之间主要为河漫

沉积，少见决口扇、河漫湖沉积（图4a）。

四方台组二段沉积时期，水平面上升、沉积基准

面逐渐升高，主要发育曲流河沉积背景下的河漫沉

积，微相以静水泥岩与临滨砂坝为主。单井上未见

到厚度大，全区可对比的泥岩段，说明湖泊规模较小

（图4b）。

四方台组三段沉积时期，盆地抬升回返，重新发

育了曲流河沉积。受古太平洋板块的洋壳向松嫩地

块下俯冲影响，物源以东部物源为主，与四方台组一

段沉积相比，曲流河弯度增加，宽度变小，以河流频

繁的改道为特点，微相上还发育决口扇、决口水道沉

积，同时存在少量河漫湖泊（图4c）。

四方台组一段，是盆地在“嫩江运动”之后，遭受

差异剥蚀后沉积的第一套地层，具有明显的曲流河

相沉积特征，形成的砂体厚度相对较大，连通性较

好。之后，松辽盆地进入缓慢抬升期，基准面逐渐升

高，研究区沉积物粒度逐渐变细，河漫沉积比重增

大。四方台组三段沉积时期河道砂岩所占比重逐渐

增加，但横向上并不连续，表明水动力相对较弱，为

泛滥平原沉积背景下的曲流河沉积环境。

3沉积相与铀富集关系
根据在大庆长垣南端四方台组发现的铀矿化显

示，曲流河相是研究区最有利的沉积相带，主要见矿

钻孔都位于该沉积相带中。河漫亚相也见到铀矿化

显示，但在该沉积相带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工业级的

铀富集。

前人在讨论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铀成矿规律时

指出有利的成矿砂体厚度多在10 ~ 30 m[10]，而该认

识是建立在辫状河沉积体系之上的。大庆长垣南端

四方台组为典型的曲流河沉积体系，曲流河道局限

在一定的范围内频繁摆动，河流的改道作用频繁发

生，因此形成的砂体横向上厚度变化大，非均质性

强。相较四方台组二段、三段地层中所夹砂岩，四方

台组一段底部砂体为研究区内明显的标志层，在整

个四方台组地层中其规模最大，连通性最好。四方

台组一段底部砂体厚度在1～24 m之间，对重点地区

四方台组底部河道砂体厚度进行统计，发现工业孔

的累计砂体厚度均超过20 m（图5）。

垂向上，根据铀富集部位与对应沉积相的空间

关系进行比对，发现铀矿化主要赋存在四方台组底

图4 研究区四方台组沉积相平面展布特征

Fig.4 Sedimentary facies plane distribution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a.四方台组一段沉积相平面展布特征；b.四方台组二段沉积相平面展布特征；c.四方台组三段沉积相平面展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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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曲流河边滩亚相中。其中沉积微相变化部位铀富

集程度更高。一方面沉积相发生改变导致还原性物

质的增加，吸附能力变强。薄片、电子探针照片显示

在这些部位存在大量泥炭、黄铁矿等有较强的吸附

能力的还原性矿物，它们均对铀矿物具有较强的吸

附能力。另一方面沉积相变导致粒序发生变化，粒

序变化导致砂体非均质性增强，进而影响成矿流体

运移状态。ZK5D-3井中，四方台组一段底部以河道

亚相为主，垂向上存在5期河道叠置，边滩靠近河床

滞留处、边滩与天然堤交界处等存在粒序变化部位

放射性测井值可达500 API，铀富集程度高（图6），而

临近的ZK5D-20井中砂岩厚度达18 m，但岩性均以

细砂岩为主，垂向上以边滩沉积为主，缺少相系变

化，所以并未发现铀异常存在。

大庆长垣南端四方台组砂岩型铀矿化受曲流河

河道相控制的主要原因是：1）四方台组一段底部曲

流河砂体与下伏嫩江组湖相泥岩和上覆四方台组二

段河漫相泥岩组成稳定的泥岩-砂岩-泥岩的地层结

构；2）曲流河体系中，在厚度相对较大的砂体内存在

沉积微相变化会增强储层吸附铀元素的能力，有利

于地下水中的铀酰络合物的分解和铀元素的沉淀；

3）四方台组一段底部砂体垂向上的沉积微相变化导

致的粒序变化会增加局部成矿流体的运移阻力，控

制氧化还原带的分布。

4结论

（1）四方台组以曲流河相沉积为主，内部岩相变

化对应一个不对称的粗-细-粗完整沉积旋回。

图5 四方台组一段砂体厚度统计图

Fig.5 Statistical map of the sandbody thicknes in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图6 ZKD5-3井沉积相与铀富集关系示意图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dimentation and sandstone-type uranium occurrences in the ZKD5-3 drilling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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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方台组一段曲流河沉积环境下形成厚度

大、连通性好的砂体，是大庆长垣南端最有利的含矿

层位；成矿砂体微观特征表明垂向上存在多期河道

叠置，微相上河床滞留、边滩、天然堤组合出现处铀

富集程度更高。

参考文献：

[1] 刘宗堡，吕延防，杨志，等.基于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的大

庆长垣南部浅层气分布特征研究[J].地层学杂志，2009，

33（04）：382-390.

[2] 韩建辉，王英民，李树青，等.松辽盆地北部湖盆萎缩期层

序结构与沉积充填[J].沉积学报，2009，27（03）：479-486.

[3] 程日辉，王国栋，王璞珺，等.松科1井北孔四方台组-明

水组沉积微相及其沉积环境演化[J].地学前缘，2009，16

（6）：85-95.

[4] 王国栋，程日辉，王璞珺，等.松辽盆地松科1井上白垩统

四方台组沉积序列厘米级精细刻画:岩性·岩相·旋回[J].

地学前缘，2011，18（6）：263-284.

[5] 陆洪滨，刘洪林，刘朋远，等.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前头

村——幺屯村四方台组剖面沉积演化特征[J]. 科学技术

与工程，2012，12（02）：410-412.

[6] 杨万里.松辽陆相盆地石油地质[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

社，1985，1-386.

[7] 侯启军. 松辽盆地陆相石油地质学[M]. 北京：石油工业出

版社，2009，1-654.

[8] 陈骁，李忠权，陈均亮，等. 松辽盆地反转期的界定[J]. 地

质通报，2010，29（Z1）：305-311.

[9] 高瑞祺，萧德铭.松辽及其外围盆地油气勘探新进展[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5，1-229.

[10] 焦养泉，陈安平，杨琴，等.砂体非均质性是铀成矿的关

键因素之一——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铀成矿规律探讨

[J]. 铀矿地质，2005，21（01）：8-15.

Sedimentary facies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n the southern Daqing
placanticline and its controls to uranium mineralization

XIAO Peng1,2, TANG Chao1,2, WEI Jia-lin1,2, XU Zeng-lian1,2, ZENG Hui1,2, LIU Hua-jia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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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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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from the southern of Daqing placanticline in the Songliao basin is a newly

discovered uranium- bearing horizon. Sedimentary system controls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nectivity of sand

bodi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nd bodies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siz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anium orebodies.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core and logging data of the whole drilling hole,

the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Sifangtai Formation at the southern tip of Daqing placanticline are studie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effect of prosp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dimentary facies characteristics and

uranium enrichment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s dominated by the sedimentary

facies of the meandering river facies. The sand bodies with large thickness and good connectivity which formed

in the meandering stream deposit environment of a section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are the most favorable ore

bearing beds in the southern end of Daqing placanticline. The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e-bearing sand

bodies show that there are many river channels superimposed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and in microfacies the

enrichment of uranium is higher in the places combination of river bed retention, marginal bank and natural

levees.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provides a geolog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Late Cretaceous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changes in Songliao basin and exploration of meandering fluvial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Key words：sedimentary facies；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Sifangtai Formation；Southern Daqing

placant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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