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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绥棱背斜带的形成主要受两个构造期次的影响，一次是白垩纪嫩江组沉积末期的构造运动，形成了背斜带

的雏型；另一次是晚白垩明水组沉积晚期的构造运动，使背斜带发育完善成现今的构造形态。这两次构造运动使该

背斜带具备了以下有利铀成矿条件，一是背斜顶部遭受剥蚀形成的构造天窗，有利于含铀含氧水渗入地下岩层；二

是背斜带及其周边产生一些断裂破碎带，使烃类还原物质有了向上渗入的通道；三是沉积岩层发生了破碎，裂隙发

育，增强了岩层的渗水性，提高了岩石的容矿能力；四是背斜带的翼部形成了补-径-排体系中的径流区，是铀成矿的

有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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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质科研院所及生产单位

在伊犁、鄂尔多斯、二连等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地层

内通过地质调查，结合煤田、油田资料进行科技攻

关，发现了一批规模大小各异的铀矿床[1-7]。松辽盆

地处于北方砂岩型铀矿成矿带的东端，在中新生代

构造运动的作用下，发育了一些有利于砂岩型铀矿

成矿的隆起构造。如松辽盆地南部开鲁坳陷钱家店

凹陷内的铀矿床，矿体就分布在隆起带的翼部[8- 9]。

近几年，大庆油田和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合作在松辽

盆地北部进行了铀矿资源调查工作，通过综合研究

发现大庆长垣和长春岭背斜带具有良好的成矿构造

条件，钻探取得了较好成果[10]。绥棱背斜带与大庆长

垣和长春岭背斜带具有相同的构造背景，背斜带及

其周边的一些油气勘探井也发现了放射性异常，因

此，也是一个有潜力的铀资源勘查区。目前，松辽盆

地已成为砂岩型铀矿勘查的主要区域之一。本文通

过对绥棱背斜带构造特征和演化过程的研究，分析

了该区铀矿成矿的有利条件及控制因素，综合预测

了成矿有利区，可为在该区寻找铀矿提供参考。

1区域地质背景及铀异常分布情况
松辽盆地是中、新生代陆相含油气盆地，构造单

元上划分为中央坳陷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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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一级构

造单元，盆地经历了热隆张裂、裂陷、坳陷和萎缩褶

皱等四个构造演化阶段 [11]。沉积盖层为侏罗系的

火石岭组；白垩系的沙河子组、营城组、登娄库组、泉

头组、青山口组、姚家组、嫩江组、四方台组和明水

组；早第三系的依安组；晚第三系的大安组、泰康组

及第四系。

绥棱背斜带位于松辽盆地东北隆起区内，背斜

带呈北东长条状展布，长约150 km，宽为40～60 km，

面积约为6 000 km2。该背斜带北面为海伦隆起带，

北西紧邻一级构造单元北部倾没区的明水阶地，东

南与绥化凹陷接壤（图1）。该背斜带是由燕山晚期

构造运动和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形成的，并使地层抬

升隆起顶部遭受了大面积剥蚀，形成了构造天窗，与

钱家店铀矿床具有较为相似的成矿条件。特别是该

背斜带的北东端伸入到了小兴安岭边缘，与富铀花

岗岩紧密相连，具有更加有利的成矿条件。小兴安

岭是由黑云母花岗岩、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花

岗斑岩、白岗质花岗岩、斜长花岗等组成。原核工业

东北地质局244大队在该区进行了采样和测试，通过

对24块样品的含铀率和浸出率测试，平均含铀率为



7.4×10-6,铀浸出率为18.63%[12]。说明该蚀源区的铀

含量还是较高的，具有良好的铀源条件。

大庆油田在该区域钻探了一些油气探井，通过对

伽玛测井曲线的筛查发现，在背斜带内及周边有多口

井发现了放射性异常。异常井主要分布在背斜带与

明水阶地、绥化凹陷的衔接部位，含铀层位为登娄库

组上段至姚家组，异常值一般为300～700 API，深度

一般为300～1 000 m。表明该背斜带在形成演化过

程中有含铀含氧水的渗入和流淌过，并于合适的构

造部位在还原物质的作用下进行了富集。图1中展

示了油气探井的分布状况，主要位于背斜带的西南

端，在靠近小兴安岭的东北端，由于油气探井较少，

没能较好的揭示出该区域铀异常的状况，这区域靠

近小兴安岭蚀源区，也应该是很好的潜力区。

2绥棱背斜带演化特征
鉴于绥棱背斜带与大庆长垣和长春岭背斜带有

相似的铀成矿构造条件，大庆长垣和长春岭背斜带

近几年又有较好的勘查成果，本文在区域地质和油

田勘探资料的基础上，对该背斜带的演化过程进行

深入分析。

松辽盆地沉积盖层的构造主要形成于白垩纪末

期和第三纪末期。构造运动的动力主要来自盆地东

侧，即太平洋板块对欧亚板块的作用。致使白垩系

褶皱和剥蚀具有东强西弱的特点[13]，图 2为垂直绥

棱背斜带走向的近东西方向的二维地震剖面，图中

的构造形态较好的展示了东强西弱的构造强度。绥

棱背斜带是松辽盆地北部一个三级构造单元，其形

成演化过程与盆地一样主要受两个构造期次的影

响，一次是白垩纪嫩江组沉积末期的燕山构造运动，

该构造发生在盆地热沉降坳陷发育顶峰阶段的后

期，构造运动使断裂活动更加强烈，并伴有火山喷发

活动，受该期构造运动影响，松辽盆地整体抬升隆

起。绥棱背斜带处于盆地的东北边缘，受力作用相

图1 绥棱背斜带构造位置图

Fig.1 Geological structure location of the Suiling anticline belt

186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41卷



对较强，导致地层褶皱变形，正是这一区域构造作用

奠定了绥棱背斜带现今的雏型。另一次是晚白垩明

水组晚期的构造运动，该期构造活动的应力源于东

部，与太平洋板块的斜向和正向俯冲有关，盆地东部

抬升幅度较中西部大。该运动致使绥棱背斜带发育

逐渐完善。随后喜马拉雅运动致使盆地产生垂直抬

升作用[14]，背斜带顶部地层开始遭受大面积剥蚀，形

成了构造天窗，最终定型为现今的构造形态（图3）。

嫩江组沉积末期和明水组晚期的两次构造运动

导致了盆地开始抬升，其内的一些构造发生了反转，

以及盆地出现了萎缩现象。盆地的抬升致使地层遭

受的剥蚀形成了全盆地的区域不整合面，这两个不

整合面致使地层沉积间断了大约32 Ma，为盆缘小兴

安岭的含铀含氧水流入绥棱背斜带提供了通道。

松辽盆地的形成与演化一直处于太平洋板块向

欧亚板块的区域挤压应力作用下，该区域应力主要

来自盆地的东边。因此，造成了盆地一些断穿基底

的大断裂和断穿沉积盖层的断裂主要为南北走

向[15]。绥棱背斜带为盆地三级构造单元，位于盆地的

东北缘，所受构造作用更强烈。因此，也同样产生了

一些南北走向的断层。这些断层可以成为深部油气

烃类还原物质上升的通道，同时它又改善了岩层的

地球物理性质，增加了岩石的孔隙度和渗透性，提高

了岩石的容矿空间。

3绥棱背斜带对铀成矿的控制作用

绥棱背斜带是燕山运动晚期和喜马拉雅运动的

产物，多期次的构造运动不断改变着背斜带的形态

并且派生出了多条大的断裂，同时对地层的产状、岩

石物理性质也有较大的影响，这些变化对该地区的

铀迁移、聚集起到了重要作用，为铀成矿创造了优越

的条件。

3.1遭受剥蚀形成的构造天窗是含铀含氧水渗入

岩层的入口

燕山运动晚期和喜马拉雅运动使得松辽盆地整

体抬升，背斜带和隆起区的顶部遭受了大面积剥蚀，

东北隆起区的隆升幅度比较大，被剥蚀掉的地层比

较多，根据油田探井揭示，绥棱背斜带顶部青山口组

至大安组地层皆被剥蚀掉，剥蚀面积约为300 km2，致

使沉积间断时间达到32 Ma。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

来自小兴安岭的含铀含氧水可以通过剥蚀天窗处的

裸露岩层源源不断的渗入到背斜带翼部的岩层内

（图4），在有机质和烃类还原物质的作用下，汇集到

有利部位富集成矿。

3.2 产生的大断裂是深部烃类还原剂向上运移的

通道

松辽盆地在燕山运动晚期和喜马拉雅运动作用

下，在构造反转盆地抬升萎缩阶段内，褶皱变动和断

裂活动频繁，在背斜带及其周边派生出了一些断穿

层位多、延伸长的大断裂，从图1可以看出，这些断裂

主要为近南北向，斜向切割了绥棱背斜带、及其两侧

的绥化凹陷和明水阶地，是深部油气向上运移的通

道，这些烃类是砂岩型铀矿在含油气盆地内成矿的

主要还原剂之一，油气的作用主要是使原氧化性质

图2 垂直绥棱背斜带走向的二维地震剖面（剖面位置见图1中剖面线ab）

Fig.2 2D seismic section of perpendicular to the strike of the Suiling anticline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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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紫色等杂色砂岩被还原成灰、灰白色，并且砂

岩中应保留有大量的烃类和H2S。该区大断裂附

近的任7井、任8井在岩心、岩屑观察时，发现有

放射性异常的井段均存在油气显示。例如，钱家

店砂岩型铀矿床的岩石中就发现有油气浸染的

痕迹，表明铀矿床的形成与油气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16-17]。因此，在背斜带及其周边有断裂带发育

的区域，油气向上渗入的数量相对较多，烃类还

原物质丰富，应该是铀富集成矿的有利部位[18]。

3.3 压扭作用增大了岩层的孔隙结构及渗透能力

松辽盆地在构造反转盆地抬升萎缩阶段形

成隆起和凹陷的过程中，由于伴随着压扭和伸展

的频繁作用，对沉积岩层进行了改造，靠近断裂

附近岩层发生破碎，裂隙发育，岩层的渗水性增

强，为含铀含氧水的流入增大了运移空间。

嫩江组末期和明水组末期的构造运动，在绥

棱背斜带及其周边，已成岩的刚性沉积岩层在强

大的挤压和剪切应力作用下，形成了多组近南北

方向的破碎带，背斜顶部最为发育，其结果增大

了岩石的孔隙度和渗透率（表1），提高了岩石的

容矿能力。

3.4 在背斜带翼部形成了有利铀成矿的径流区

良好的构造条件是砂岩型铀矿成矿的重要

指标之一，在沉积盆地内背斜带就是寻找该类型

铀矿的有利地区，特别是受构造作用抬升隆起，

其顶部遭受了剥蚀，形成构造天窗的背斜带，有

利于地下水的运移和补给，易于在背斜带的翼部

径流区内富集成矿[19]。绥棱背斜带长轴为北东

走向，以统一等高线圈闭，其顶部和翼部皆发育
图3 绥棱背斜带构造演化史剖面

Fig.3 The tectonic evolution history of the Suiling anticline belt

图4 构造剥蚀天窗翼部铀成矿模式

Fig.4 Uranium metallogenic model in the wings of

the tectonic denuded skylight

1.第四系；2.泰康组；3.姚家组；4.青二、三段；5.泉四段；

6.登娄库组；7.铀矿体；8.泥岩隔水层；9.层间氧化带；

10.含铀含氧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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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局部构造圈闭，大庆油田在其圈闭内钻有探井，发

现一些油气显示，没有达到工业品位。其北西和南

东两个翼部倾角差别不大，一般为6o～10o之间，其坡

度易于层间承压水的流动。

从区域地质位置上看，绥棱背斜带北西向的翼

部应该是铀成矿的有利部位，处于补-径-排系统中

的径流区段。绥棱背斜带长轴向的北东端与小兴安

岭接壤，小兴安岭是松辽盆地东北隆起区的重要地

下水补给区，可通过小溪或河流源源不断的把含铀

含氧水带入盆地内，从构造天窗入口处含铀含氧水

便可深入到地层中。在背斜带北西方向依次是明水

阶地，黑鱼泡凹陷。黑鱼泡凹陷现今仍是一个规模

较大的湖，应该是很好的泄水区。绥棱背斜带南东

方向的绥化凹陷也具有相似的成矿条件，呈北东方

向延伸与背斜带平行的孙吴-双辽大断裂也经过绥

化凹陷[12]，并且呼兰河也流经凹陷内，是补-径-排系

统中的泄流区。因此，绥棱背斜带两侧翼部径流区

是铀成矿的有利部位。

4结论
（1）绥棱背斜带东北端和小兴安岭接壤，与富铀

花岗岩紧密相连。小兴安岭富铀花岗岩含铀率为

7.4×10-6,铀浸出率为18.63%，铀含量较高。说明该背

斜带具有良好的成矿铀源条件。

（2）绥棱背斜带顶部地层受构造运动影响，抬升

隆起遭受剥蚀，剥蚀面积约为300 km2，沉积间断时间

约为32 Ma。在此期间含铀含氧水可源源不断的渗

入到背斜带翼部岩层内，为成矿创造了良好的构造

条件。

（3）该背斜带及周边区域发育有较大断裂，这些

断裂交织形成网状断裂体系，是深部烃类向上运移

的良好通道。同时也改善了该区岩层的孔渗结构，

增大了岩石的孔隙度和渗透率，提高了岩石的容矿

能力。

（4）绥棱背斜带的翼部具备良好的补-径-排体

系，其长轴向东北端的小兴安岭是重要地下水补给

的水源区，翼部斜坡带为径流区，北西向的黑鱼泡凹

陷和南东向的绥化凹陷是承压水的泄流区。因此，背

斜带两侧翼部的径流区应该是铀成矿的有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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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绥棱背斜带及其周边地层孔渗数据

Tab.1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of the Suiling anticline belt and its surrounding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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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 evolution of Suiling anticline belt in the northern Songliao
Basin and its control effect on uranium mineralization

XU Qing-xia1, WANG Wen-bo2, AO Cong3

(1.Daqing Oilfiel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Daqing Heilongjiang 163712, China；2.Shaanxi Nuclear

Industry Group 224 Brigade Co., Ltd.，Xi'an 710024, China；3.Tianjin Geological Survey Center，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 The Suiling anticline belt is mainly formed by two tectonic periods. The first is the tectonic movement

in the late depositional period of the Cretaceous Nenjiang Formation, forming the prototype of the anticline belt.

The other is the late tectonic movement of the Late Cretaceous at the end stage of Mingshui Formation, which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cline belt into the present tectonic form. These two tectonic movements make

the anticline belt possess the following favorable uranium metallogenic conditions: one is the structural skylight

that is formed by the erosion of the top of the anticline, which is favorable for the infiltration of oxygen-bearing

water containing uranium into the underground rock formation; Secondly, there are some fractured fractures in

the anticline belt and its periphery, which make the hydrocarbon-reducing substances penetrate upwards; Thirdly,

the sedimentary rock layers are broken and the fractures develop, which enhance the water seepage of the rock

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the rock; Fourthly, a runoff area that belongs to the recharge- runoff-

discharge system is formed in the wings of the anticline, which is a favorable site for uranium mineralization.

Key words: Suiling anticline belt; tectonic movement; uranium; runoff area; reducing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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