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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长垣南部四方台组砂岩型铀矿化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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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经过油田钻井资料二次开发利用和钻探验证工作，在大庆长垣南部四方台组内发现了多个铀矿化

富集区，实现了松辽盆地北部砂岩型铀矿找矿勘查的重要突破。基于砂岩型铀矿床的矿体特征、矿石特征、成矿蚀

变及矿物特征等方面，通过野外地质编录、电子探针、化学分析等手段，对大庆长垣南部四方台组内的铀矿化特征进

行了分析探讨。研究表明，该地区铀矿（化）体主要赋存于四方台组底部厚层浅灰色河流相砂体中，受曲流河河道沉

积相控制作用明显；工业铀矿石类型主要为细砂、中砂岩型，矿化层多为粉砂岩型；铀矿物以铀石为主，其次为沥青

铀矿和富铀钛铁氧化物；铀矿化与黄铁矿和炭屑具有紧密的成生联系；成矿具有原始沉积成矿和后期蚀变叠加成矿

两期成矿特点。上述研究可为松辽盆地北部新地区新层位铀成矿作用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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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位于中亚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带的东延

部分，盆地内目前已知砂岩型铀矿床（点）主要分布

于盆地南部的钱家店及其周边地区，有钱家店、宝龙

山、白兴吐、会田召等[1-4]，赋矿层位为姚家组，发育的

后生蚀变类型主要有褐铁矿化、赤铁矿化、黄铁矿

化、粘土化、碳酸盐化以及褪色蚀变等[5-7]，铀存在形

式为铀矿物、吸附铀以及含铀矿物，其中铀矿物主要

为沥青铀矿、铀石、钛铀矿以及含铀钛铁氧化物[8-12]。

夏毓亮等[13]指出钱家店铀矿床铀的主要存在形式为

分散吸附铀，而对于钱家店周围的白兴吐铀矿床，

Bonnetti等认为其铀矿物主要为沥青铀矿和铀石，并

指出铁钛氧化物和有机质碎屑在铀富集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11]。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认为生物还原成因的

非晶质四价铀矿物是砂岩型铀矿床的主要铀存在形

式，而非无机还原成因的铀矿物系列[14]。

在松辽盆地北部地区，前人研究[15-20]认为也具备

有利的砂岩型铀矿成矿地质条件，钟延秋[21]还进一步

指出，其中大庆长垣及周边地区具有十分有利的铀

成矿构造演化条件，但砂岩型铀矿床一直未有找矿

突破。对于松辽盆地砂岩型铀矿赋矿层位，以往人

们多关注盆地南部钱家店及周边地区的姚家组地

层[22]的研究，而针对四方台组铀成矿问题一直未能引

起专家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近几年来，在中国地质

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组织下，经过对松辽盆地

北部地区油田资料二次开发和钻孔验证工作，在大

庆长垣南部及其周边地区 新发现了多处铀矿床和矿

化富集区[23]，这为盆地北部砂岩型铀矿找矿勘查工作

打开了新局面。本次研究立足于松辽盆地北部的找

矿新突破，在钻孔地质编录、测井等资料以及前人区

域地质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电子探针、化学分析等

手段，对大庆长垣南部四方台组砂岩型铀矿化特征

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松辽盆地北部新地区新层位铀

成矿作用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1 成矿地质背景
大庆长垣是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区油气最富集的



正向构造单元，为大庆油田的主力产油区，构造形态

为特大长轴背斜，西接齐家-古龙凹陷，东邻三肇凹

陷，是一种多种成因复合形成的构造带（图1）。

早白垩世嫩江晚期的构造运动形成了大庆长垣

的雏形，晚白垩世明水晚期的构造运动使其发育成

完整的背斜，早第三纪末左行压扭使长垣进一步加

强而形成整体形态[21]，嫩江组和明水组沉积后的两次

区域抬升使构造幅度增大，明水期末的反转构造对

长垣的背斜构造隆起幅度贡献最大[24]。

长垣南部断裂构造较为发育（图1），其中主断裂

为北东向孙吴-通辽断裂（F1）、吉星岗-头台断裂（F2）

两个区域性深大断裂和崇德-新庙大断裂（F3），以及

一系列次级北西向断裂带，如坦途-第二松花江断裂

（F4）、保安-大兴断裂（F6）等。此外，还发育近东西向

白城-大安-肇源次级断裂带（F7）。它们共同组成了

本区断裂构造的基本格架，控制了盆地

的形成、发展演化以及沉积建造。

松辽盆地中新生代沉积盖层自下而

上依次为白垩系下统沙河子组、营城子

组、登娄库组、泉头组，白垩系上统青山口

组、姚家组、嫩江组、四方台组和明水组，

第三系的依安组、大安组、泰康组及第四

系。在大庆长垣顶部嫩江组、四方台组及

明水组已被剥蚀，而环绕长垣南端嫩江组

（K2n）、四方台组（K2s）、明水组（K2m）以及

新生界泰康组（N2t）则发育相对较为完

整。在以往众多油气探井测井中发现有

高值自然伽马异常，且异常呈环状分布于

大庆长垣周边，矿化层位集中于青山口

组、嫩江组、四方台组和明水组。

嫩江组（K2n）为一套浅湖相沉积建

造，岩性组合为浅灰色、深灰色泥岩夹红

棕色粉砂质泥岩，透水性差，为四方台组

含铀层的重要隔水层。

四方台组（K2s）为大庆长垣南部地

区的主要铀赋矿层位，地层总厚度 60~

200 m，为一套杂色河流相及河湖三角洲

相中细碎屑岩夹泥岩沉积建造，岩性主要

为厚层浅灰色、绿灰色细砂岩夹红棕色泥

岩、泥质粉砂岩，中部和上部为红棕色和

绿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组成的泛滥盆地

沉积，夹少量河道砂体沉积，下部具有分

布较为广泛的稳定砂体，岩性主要为浅灰色细砂岩、

中砂岩及含砾粗砂岩，底部可见冲刷面构造，与下伏嫩

江组地层呈不整合接触，为铀成矿作用提供了良好的

储层条件。

明水组（K2m）上部为一套红色沉积建造，岩性组

合主要为红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夹浅灰色细砂岩薄

层，下部为一套浅灰色的河道沉积，岩性组合主要为

灰色细砂岩夹灰色砂砾岩薄层。

多期构造活动使得四方台组具有十分有利的铀

成矿条件，在长垣顶部嫩江组至明水组遭受剥蚀形

成构造天窗，加之四方台组具有良好的地下水承压

和循环能力，含氧含铀水易渗入四方台组砂体中，多

期构造活动同时使得该地区易产生新断裂或激活早

期断层，成为深部还原性烃类流体上升的通道，进而

形成有利于成矿的氧化还原环境。

图1 大庆长垣构造位置图（据文献[25]改绘）

（a.大庆长垣及周边构造简图；b.松辽盆地北部构造简图）

Fig.1 Structural location of the Daqing placanticline

（modified from literature [25]）

F1.孙吴-通辽深断裂；F2.吉星岗-头台深断裂；F3.崇德-新庙断裂；F4.坦途-

第二松花江断裂；F5.通北-伏龙泉断裂；F6.保安-大兴断裂；F7.白城-大安-

肇源断裂；F8.三站断裂；F9.太阳宫-万发堂断裂；F10.朝阳沟断裂；F11.萨马

街-江桥断裂；F12.龙江-肇东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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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铀矿（化）体产出特征
对区内施工钻孔开展地质编录、综合测井以及

资料综合研究发现，区内铀矿（化）体主要产出于四

方台组底部厚层浅灰色河流相砂体中（图2）。四方

台组河流相砂岩在平面上主要分布于大庆长垣南

部、齐家-古龙凹陷及三肇凹陷等地区[26]，为重要的铀

储层，其中上部泥岩段为有利的区域盖层，下伏嫩江

组为深灰色泥岩段，构成了典型的“泥-砂-泥”结构，

同时也是盆地北部最有利的油气聚集区带[27]。

铀矿（化）体总体呈板状、透镜状，在四方台组内

共发育三层，受沉积相岩性控制作用明显。其中，上

部以泥岩型铀矿化为主，在局部地区发育中部以砂

岩、泥岩型铀矿化为主，全区普遍发育下部为主要铀

矿化层，以砂岩型铀矿化为主，分布较为广泛，部分

地区达到工业矿层。平面上，四方台组铀矿化范围

广泛，并在长垣南部出现有多个铀矿化富集区。

本区铀矿化富集中心受曲流河河道控制较为明

显。曲流河道由河道滞留沉积、边滩、河漫滩等沉积

微相组成，铀矿化赋存于曲流河道的各沉积微相中，

但工业铀矿化主要赋存于底部河床滞留、边滩微相

中，其具有富铀砂体厚度大、还原剂（有机质、黄铁矿

等）丰富、透水性好的特点，而且纵向埋深和厚度较

为稳定。铀矿化富集中心的分布一定程度上还受四

方台组沉积中心的控制，从四方台时期开始，盆地沉

积中心向西北方向不断迁移[27]，沉降中心开始由之前

的双沉降中心变为以齐家-古龙凹陷为主的单沉降

中心[28]。

前人成果认为，松辽盆地北部四方台组为湖盆

萎缩期[29]的红层沉积，下部为曲流河红色粗碎屑沉

积，向上泛滥盆地沉积所占比重增加，其陆相红层为

全球晚白垩世晚期富氧事件研究的立典剖面[30]，沉积

物颜色-古气候关系显示四方台组总体气温偏高，早

期和晚期气候比较干旱，中期相对比较湿润[31]，这为

砂岩型铀矿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沉积环境条件。然

而，研究区内四方台组底部富铀砂体多显示浅灰色、

绿灰色，推测区内可能经历过较强的还原作用，而还

原剂的来源很可能来自于与油气有关的还原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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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庆长垣南部砂岩型铀矿床矿体垂向形态展布图

Fig.2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sandstone-hosted uranium deposit in southern Daqing Placanticline

1.曲流河河漫滩；2.曲流河河道；3.三角洲泛滥平原；4.铀矿（化）体；5.含砾粗砂岩；6.粗砂岩；7.中砂岩；8.细砂岩；

9.粉砂岩；10.泥质粉砂岩；11.泥岩



体。四方台组下伏嫩江组烃源岩大量生成生物气时

间为嫩江组沉积末期，大量排烃期为明水期末，大庆

长垣上发育大量北西向断层且南部断裂具有密集成

带的特征[32，33]，构造反转期重新活化的深断裂为断裂

密集带的边界断裂，是深部还原性烃类等气体上运

的主要通道，垂向运移的还原性流体进入四方台组砂

体后发生侧向运移，进而将红色沉积砂体还原为浅灰

色、绿灰色，并造成铀的迁移富集和叠加改造成矿。

3铀矿石类型及矿物特征
研究区内四方台组铀矿石类型（图3）主要有中

砂岩型、细砂岩型，以及粉砂岩型和泥岩型，少量粗

砂岩型，其中工业铀矿石多为细砂、中砂岩型，结构

疏松，透水性好，而矿化层多为粉砂岩型，在部分泥

（1）含矿段矿石手标本特征：A.浅灰色含砾粗砂岩；B.灰色含炭屑纹层细砂岩；C.深灰色粉砂质泥岩；D.浅灰色

细砂岩与灰色泥质团块接触边界见红棕色残留；（2）含矿段灰色细砂岩镜下特征：E.细砂状结构，方解石充填

石英、岩屑粒间间隙（正交偏光）；F.细粒状黄铁矿充填于炭屑胞腔内（反射光）；G.胶状黄铁矿（反射光）；H.黄

铁矿沿石英裂隙充填（反射光）；（3）含矿段铀矿物背散射图：I.铀石分布于草莓状黄铁矿粒间；J.铀石分布于石

英颗粒内；K.沥青铀矿、铀石沿黄铁矿边部分布，黄铁矿内核分布有少量含铀矿物；L.沥青铀矿与铀石共生，沿

石英、长石等粒间分布；M. 胶状富铀钛铁氧化物分布于石英和云母内部，与黄铁矿、闪锌矿共生；（4）照片M中

铀矿物扫描电镜图：a.胶状富铀钛铁氧化物分布于石英溶蚀坑内；b.胶状富铀钛铁氧化物分布于云母节理间及

表面；c.与富铀钛铁氧化物共生的闪锌矿分布于云母节理间；Rf.岩屑；Org.炭屑；Q.石英；Cal.方解石；Bt.黑云

母；Py.黄铁矿；Sp.闪锌矿；Cof.铀石；Pit.沥青铀矿；U-Ti/Fe-oxide.富铀钛铁氧化物

图3 大庆长垣南部四方台组砂岩型铀矿床矿石及镜下矿物显微照片

Fig.3 Photographs of the different ores and minerals from the sandstone-hosted uranium deposit in

Sifangtai Formation in southern Daqing placant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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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也发育有铀矿化。

3.1 铀含量特征

研究区29个钻孔内四方台组不同岩性矿化段共

63件样品铀含量的分类统计结果（表1）表明，不同岩

性铀含量不同，其中，粉砂岩铀平均含量最高

（651.77 × 10- 6），细砂岩铀平均含量较高（458.74 ×

10-6），其次平均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中砂岩（303.71×

10-6）、泥岩（217.91×10-6）、粗砂岩（150.66×10-6），然而

在野外实际编录过程中发现，泥岩、粉砂岩型铀矿化

厚度较小，多在1 m以下，在细砂岩和中砂岩中铀矿

化厚度较大，在5~10 m不等。在砂岩型铀矿化段中，

又以含炭屑纹层细砂岩、中砂岩铀含量最高，尤其是

在含炭屑纹层细砂岩与深灰色泥岩接触带附近最

高，在泥岩和砂岩中具有较强的铀矿化（图3B、C）。

在含泥砾细砂岩矿段，可见有红色残留沿浅灰色细

砂岩与灰色泥砾接触边界分布（图3D），显示可能经

历过一定的氧化还原作用。

3.2 铀价态特征

原生铀矿物以四价为主，是地下深处由岩浆和

地下水活动而形成的铀矿物，次生铀矿物以六价铀

为主，是原生铀矿物或含铀矿物在近地表及暴露地

表条件下遭到风化分解、蚀变、重新聚集而形成的铀

矿物[34]。不同岩性粒度、孔隙度、有机质等含量的差

别导致成矿流体运动的不均匀性和地球化学环境的

差异性以及成矿作用的强弱变化，对于强还原环境，

U6+还原成U4+，生成沥青铀矿的概率较高，而对于较

弱的还原环境，则主要依靠酸碱度的变化，破坏UO2

（CO3）3
4-等铀酰络合离子的络合平衡，从而以吸附态

形式富集在填充物、胶结物以及矿物、碎屑裂隙中[35]。

U4+、U6+在不同岩性的含量及比值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表1），U4+/U6+比值平均值为1.02，明显高于钱家店铀

矿床矿石[36]。研究区内细砂岩、粉砂岩的U4+/U6+比值

均小于1，粗砂岩中的U4+/U6+比值大于1，而中砂岩、

泥岩中的U4+/U6+比值接近于1，比值的变化显示细砂

岩、粉砂岩中次生六价铀矿物居多，粒度、孔隙度适

中，铀可能以分散吸附态形式富集为主，受后期含铀

成矿流体作用最为明显粗砂岩中四价铀矿物居多，

铀可能多以沥青铀矿、铀石等矿物形式产出，铀矿物

为原生四价铀矿物或经历了后期强还原作用形成的

四价铀矿物，粒度、孔隙度较大，不利于吸附态铀的

富集或易受后期流体改造破坏中砂岩、泥岩中铀为

吸附态次生六价铀矿物和原生或经还原作用形成的

四价铀矿物两种产出形式。

3.3 成矿蚀变特征

含矿砂岩碎屑成分主要为石英（30%~50%）、长

石（40%~50%）和岩屑（5%~10%），还含有少量黑云

母（5%），未见有碳酸盐化广泛发育，仅在矿化较强部

位砂岩中局部可见碎屑间隙有方解石充填（图3E）。

含矿砂岩尤其强矿化段砂岩中铀矿物多与黄铁

矿共生，黄铁矿粒径多在0.1 mm以下，手标本中难以

识别，在镜下观察较多。黄铁矿呈四种产出形式：1）

细粒黄铁矿呈星点状分布于长石、石英粒间，为黄铁

矿的主要产出形式，还可见有细粒黄铁矿分布于炭

屑细胞腔内（图3F）；2）胶状黄铁矿多沿孔隙度较好

的砂岩碎屑粒间呈带状分布（图3G），显示出流体一

定的流动运移通道特征；3）细脉状黄铁矿沿石英碎

裂裂隙分布（图3H），虽显示出一定的热液流体作用

特征，但此类细脉状黄铁矿只充填于独立的碎屑石

英（粒径约0.1 mm）裂隙，在其周围碎屑粒间未广泛

发育，因此推断此类细脉状黄铁矿很可能非后期热

液流体蚀变或沉积成岩作用形成，而为蚀源区的热

液蚀变的产物；4）草莓状黄铁矿呈集合体状分布于

碎屑粒间（图3I），多为沉积成岩期的产物，也可能为

细菌还原作用成因（如松辽盆地南部钱家店和白兴

吐砂岩型铀矿床[9, 11]）。

在岩心地质编录和镜下观察过程中，在铀矿化

段均发现有炭屑，部分黄铁矿充填于炭屑胞腔并包

含少量铀矿物，显示炭屑和黄铁矿与铀矿化均具有

一定的成因联系，黄铁矿和炭屑等在铀的迁移过程

中为铀提供了还原环境从而利于铀的富集。在炭

屑、黄铁矿发育且铀矿化较强的地段，还发育有碳酸

盐化，显示出碳酸盐化与铀矿化也具有一定的联系，

在松辽盆地南部通辽地区砂岩型铀矿中即显示出铀

矿化与碳酸盐化关系密切[37]。结合大量的野外岩心

表1 大庆长垣南部四方台组矿化段不同岩性铀含量统计表

Tab.1 Uranium content of different lithology from

mineralized bands of Sifangtai Formation in southern

Daqing placanticline

注：核工业240研究所测试

岩性
粗砂岩
中砂岩
细砂岩
粉砂岩
泥岩

平均值

U（×10-6）
150.66

303.71

458.74

651.77

217.91

356.56

U4+（×10-6）
92.58

144.27

180.75

298.10

113.64

165.87

U6+（×10-6）
58.08

159.44

277.99

353.67

104.27

190.69

U4+/U6+

1.59

0.90

0.65

0.84

1.09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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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录以及镜下观察并对比分析非矿化段蚀变特征，

在非矿化段炭屑或者碳酸盐化蚀变发育而黄铁矿不

甚发育，综合认为蚀变类型组合由铀矿化强至弱依

次为：黄铁矿化+炭屑+碳酸盐化＞黄铁矿化+炭屑＞

黄铁矿化＞炭屑＞碳酸盐化，铁在铀沉积富集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38]，黄铁矿化与铀矿化关系最为明显。

3.4 铀矿物特征

研究区铀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显示（图3、表

2），四方台组含矿段砂岩中的独立铀矿物以铀石为

主，其次为沥青铀矿和富铀钛铁氧化物，此外可能还

有少量分散吸附态铀或非晶质铀存在。

根据含铀由高到低依次为沥青铀矿、铀石、富铀

钛铁氧化物，以及可能的吸附态铀，其中，沥青铀矿

的UO2含量为 89.45% ~ 90.71%，平均值为 90.08%；

SiO2含量为5.58% ~ 6.51%，平均值为6.05%，由于沥

青铀矿多分布于硅质碎屑颗粒边缘或粒间空隙部

位，受背景Si的影响，SiO2含量可能会偏高；CaO含量

为 1.46% ~ 1.45%，平均值为 1.46%；总体上表现为

UO2含量较高，SiO2和CaO含量偏低。铀石的UO2含

量介于 73.75% ~ 75.34%，平均值为 74.32%；SiO2含

量为 12.75% ~ 18.22%，平均值为 15.15%；CaO含量

为1.07% ~ 2.07%，平均值为1.64%。沥青铀矿相对

于铀石总体表现为UO2含量较高，SiO2含量有所降

低，CaO含量相对趋于稳定。钛铀矿的UO2含量为

28.15% ~ 33.35%，平均值为 30.75%；SiO2 含量为

16.48% ~ 18.52%，平均值为 17.50%；CaO 含量为

1.27% ~ 1.93% ，平 均 值 为 1.60% ；TiO2 含 量 为

34.37% ~ 40.41%，平均值为30.75%。富铀钛铁氧化

物相对于铀石总体表现为UO2含量偏低，TiO2含量偏

高，SiO2和CaO含量相对趋于稳定，粒径一般为2 ~ 5

μm，可能为钛铀矿或者富铀含铁钛化物（板钛矿、锐

钛矿等）。此外，还存在少量吸附态铀或非晶质铀，

分布于石英碎屑、黑云母表面以及粘土矿物中，UO2

含量为2.13% ~ 4.14%，平均值为3.14%；SiO2含量为

38.99% ~ 44.12%，平均值为 41.56%；CaO 含量为

0.58% ~ 0.66%，平均值为0.62%。

在电子探针背散射图像（图3I~C）中，沥青铀矿、

铀石、钛铀矿依次呈亮白色、灰白色、灰色，亮度与铀

含量呈正比。

铀石产出有四种形式：1）分布于草莓状黄铁矿

颗粒间（图3I），显示原始沉积成矿产状特征；2）呈独

立铀矿物分布于石英、条纹长石内部（图3J），多为异

地源区含铀碎屑搬运沉积产物，推断在物源区具有

较强的铀矿化；3）与沥青铀矿共生分布于黄铁矿边

部（图3K），此类黄铁矿具有次生加大边结构，且在内

核胶状黄铁矿边部同样分布有含铀矿物（铀含量

44.3%），显示出多期成矿特征，即内核黄铁矿形成

后，含铀流体作用于黄铁矿边部形成含铀矿物，而后

再在低温流体作用下形成黄铁矿次生加大边（铀含

量0.02%），此后第二期富氧含铀流体在黄铁矿边部

还原环境下卸载铀并形成沥青铀矿和铀石，第二期

铀矿化强度明显高于第一期成矿作用；4）与沥青铀

矿共生分布于石英等碎屑粒间（图3K），在孔隙度、渗

透率适中部位呈窝状或串珠状分布，显示后期流体

作用特征。

沥青铀矿被认为是有机质还原和H2S还原作用

下的产物[39]，也有学者指出其形成也可能与细菌作用

有关[40]，本研究区沥青铀矿多与铀石共生形成胶状结

合体分布于黄铁矿边部或碎屑粒间间隙，未见到独

立的沥青铀矿。

富铀钛铁氧化物多分布于黑云母节理或石英溶

蚀凹坑内（图3M），在扫描电镜下呈灰色，亮度明显

表2 大庆长垣南部四方台组含矿砂岩铀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Tab.2 Electron probeanayses of uranium minerals from mineralized sandstones of

Sifangtai Formation in southern Daqing placanticline（%）

注：电子探针分析测试单位为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点号
ys-33-1

ys-8-4

ys-8-5

ys-30-1

ys-30-2

DX0-1-22-3

DX0-1-22-5

DX0-1-22-8

DX0-1-22-11

Na2O

/

0.08

0.08

0.04

0.07

0.78

0.52

0.65

0.57

MgO

0.01

0.01

/

/

0.03

6.16

0.87

0.71

2.56

Al2O3

1.28

0.67

0.49

0.56

1.19

7.52

5.03

4.77

12.04

SiO2

18.22

12.75

5.58

6.51

14.48

38.99

18.52

16.48

44.12

PbO2

0.09

6.60

0.28

0.02

/

/

/

/

/

UO2

73.88

75.34

90.71

89.45

73.75

2.13

33.35

28.15

4.14

CaO

1.79

1.07

1.46

1.45

2.07

0.66

1.93

1.27

0.58

TiO2

1.47

2.56

0.10

0.22

1.39

2.63

34.37

40.41

10.24

La2O3

0.10

/

/

/

/

/

/

/

/

Ce2O3

0.30

0.07

/

0.03

0.09

/

/

/

/

Nd2O3

0.18

0.08

0.02

/

/

/

/

/

/

FeO

0.01

0.26

0.38

0.10

0.72

14.4

4.97

4.68

8.88

K2O

/

/

/

/

/

1.44

0.20

0.36

1.94

Total

97.33

99.41

99.02

98.34

93.72

73.93

99.24

96.83

84.50

矿物类型
铀石
铀石

沥青铀矿
沥青铀矿

铀石
吸附态铀?

富铀钛铁氧化物
富铀钛铁氧化物

吸附态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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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铀石和沥青铀矿，呈胶状形式产出（图3a～c），与

细粒黄铁矿、闪锌矿共生。含钛铀矿物一般为后生

蚀变作用下交代含钛矿物生成，高钛含量的钛铀矿

一般产于高温（230～290℃）条件下[41]。本区内富铀

钛铁氧化物可能为钛铀矿或者富铀含铁的锐钛矿、板

钛矿等钛氧化物，与黄铁矿、闪锌矿共生，在一定意义

上表明该铀矿的形成可能与热液活动有关。

4成矿作用浅析
综合以上矿化特征并结合大庆长垣构造演化特

征，对大庆长垣南部四方台组砂岩型铀矿的形成进

行了分析。

关于大庆长垣变形期次及形成时间，一些学

者[42-45]通过大地构造背景和地层接触关系等手段研

究指出，大庆长垣的形成经历了多期构造变形，高翔

等[46]进一步通过对大庆长垣二维、三维地震剖面的细

致解析并应用地层生长理论研究认为，大庆长垣背

斜北部、中部、南部依次从嫩江组早期、嫩江组四段、

四方台组沉积初期开始隆升，一直持续到明水组沉

积末期。长垣的多期构造变形活动，不仅控制了长

垣及周边的沉积建造，还为砂岩型铀矿的形成提供

了有利的构造条件。

在嫩江末期，大庆长垣南端开始隆起，气候由潮

湿-湿润变为干旱-半干旱季候，区内曲流河发育，并

由隆起端向南部边缘流动入湖。此时四方台组开始

沉积，与嫩江组形成角度不整合，来自于长垣中部、

北部剥蚀区或盆缘剥蚀区的含铀石英、长石等碎屑

在长垣南部地区沉积富集。同时，浅表水还淋滤萃

取了剥蚀区的铀并搬运迁移至研究区内，在四方台

组沉积成岩过程中，在还原环境地段尤其同沉积形

成的草莓状黄铁矿等强还原介质周边进行铀的卸载

并形成铀石等富铀矿物。此时形成区内第一次砂岩

型铀矿化富集，即原始沉积成矿。

大庆长垣南部的隆起一直持续至明水末，明水

末的构造反转作用使得长垣背斜构造隆起幅度进一

步加大并最终定形，背斜发生快速隆升，使得长垣顶

部早期沉积的嫩江组五段、四方台组以及明水组一

段均遭受剥蚀并形成构造天窗。

在明水末构造反转作用下，研究区内的孙吴-通

辽、吉星岗-头台等北东向深断裂、保安-大兴等次级

北西向断裂以及白城-大安-肇源近东西向次级断裂

带重新活化，导致了四方台组岩石性质发生变化，形

成结构疏松、填隙物变形破碎等特点。此时正为嫩

江组烃源岩大量排烃期，富烃类还原性气体沿区内

的深断裂带向上运移，并在浅部的四方台组内发生

侧向运移，与从长垣顶部构造天窗渗入的浅部富氧

含铀低温流体发生氧化还原作用，在砂岩碎屑粒间

形成沥青铀矿、铀石等，或沿强还原介质黄铁矿边部

和炭屑发育部位形成富铀矿物，即后期蚀变成矿。

此外，后期还可能经历了热液流体作用，形成富铀钛

铁氧化物-黄铁矿-闪锌矿矿物共生组合。

早期的原始沉积成矿作用，加上后期的蚀变改

造和叠加富集，最终形成了大庆长垣南部四方台组

砂岩型铀矿床。

5结论
（1）铀矿（化）体主要发育于四方台组底部厚层

浅灰色河流相砂体中，呈板状、透镜状，受曲流河河

道沉积相控制作用明显。

（2）四方台组铀矿石类型主要有中砂岩型、细砂

岩型，以及粉砂岩型和泥岩型，少量粗砂岩型，其中

工业铀矿石多为细砂、中砂岩型，矿化层多为粉砂岩

型，在部分泥岩中也发育有铀矿化。含矿砂岩中的

独立铀矿物以铀石为主，其次为沥青铀矿和富铀钛

铁氧化物，还存在少量吸附态铀或非晶质铀，铀矿化

与黄铁矿和炭屑具有紧密的成生联系。

（3）四方台组砂岩型铀矿床的形成具有两期成

矿特点，即原始沉积成矿和后期蚀变叠加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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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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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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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andstone-hoste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of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n southern Daqing placant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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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Lu-lu1，2, ZHAO Li-jun1, GUO Hu1，2, ZHANG Chao1，2, ZHU Qiang1，2, LI Yan-feng1

（1. 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y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2. Laboratory of Non-fossile Energy Minerals, 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Several sandstone- type uranium- enriched mineralization centers have been recently found in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in the southern Daqing placanticline by drilling verification，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breakthrough on the prospecting in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Based on the orebodies，ores，alteration and

minerals in the sandstone- hosted uranium deposit，and by means of electron probe，high resolut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geological logging，we analy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the

Sifangtai Form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uranium ore bodies are hosted at the bottom sandstone of Sifangtai

Formation obviously controlled by the meandering river facies. The ore industry types includes medium-grained

to fine-grained sandstone，and the main uranium mineral is coffinite associated with pitchblende and some U-

rich Ti/Fe oxide. These uranium mineraliz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pyrite and carbon dust.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it is infered that the uranium deposit has been taken on the original sedimentary deposit and later

alteration.

Key words: Sifangtai Formation; sandstone- hoste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Daqing placanticlin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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