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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床的形成由渗入型的水动力方式所控制。

通过对松辽盆地水动力场的分析，认为在松辽盆地演化发展中，明

水组及其以上的含水岩组完全继承、四方台组部分继承了其沉积时

的渗入型水动力方式；而四方台组以下的含水岩组在松辽盆地分水

岭以北则完全被改造。各地质时期渗入、渗出这两种水动力方式的

界线——地下分水线制约着该时期层间氧化带的发育，进而控制铀

矿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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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 between Hyd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bedding Oxidation Zone Typ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Chinese）

BAI Jingping
(240 Research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Bureau, CNNC, Shenyang, 110032)

ABSTRACT
    Infiltrating type hydrodynamic way controls the formation of interbedding
oxidation zone type uranium deposit. The author analyzes hydrodynamic condition
of Songliao basin and concludes that during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ngliao
basin, Water-bearing petrofabrics of Mingshui Formation and above inherit
completely infiltrating hydrodynamic way as they were deposited and that Sifangtai
Formation inherit the way to some extent, that below Sifangtai Formation water
bearing petrofabrics were completely reformed in northern part of Songliao
watershed. The contact line between infiltrating and outfiltrating type hydrodynamic
way, e.g. underground water dividing lines formed in different geological period,
restricts development of interbedding oxidation zone in this period and controls
uranium mineralization.

Keywords: Songliao basin, Hydrodynamic way, Interbedding oxidation zon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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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地浸采铀是世界上十分先进的采矿技术，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受到世界各国的 重
视。随着该技术在我国的引进和应用，寻找可地浸砂岩型铀矿已成为铀矿地质行业的首

要任务。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可地浸砂岩（层间氧化带）型铀矿首先在我国西北地区取

得突破，随后对我国东北最大的松辽盆地开展了大规模可地浸砂岩（层间氧化带）型铀

找矿工作。由于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的形成受特定的水动力方式控制，而且就同一含

水岩系而言，继承和改变的结果往往影响着铀成矿的水文地质环境，所以对古今水动力

条件的研究是寻找这类矿床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现代水动力条件的基础上，借鉴西北地

区成熟的古水文地质研究方法，从水动力角度分析了松辽盆地层间氧化带型铀矿的成矿

条件，以期对松辽盆地的找矿工作有所帮助。

1  自流水盆地结构

松辽盆地是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而形成的大型内陆盆地，其中堆积了巨厚的白垩系、

第三系砂岩、泥岩、砂质泥岩等相互成层的地层及第四系松散砂、砂砾石、砂质粘土等，

这就形成了多层迭加的可赋存多层地下水的水文地质结构。

地质历史上由于沉积物源多，分布在盆地四周，古地貌形态表现为四周高、中间低

的汇水盆地，而今盆地的地貌景观没有大的变化，剖面上自下而上存在着三个水文地质

构造层：即下部中、下白垩统及侏罗系基岩裂隙水；中部上白垩统及第三系裂隙孔隙层

间水；上部第四系孔隙潜水及孔隙承压水。具有正向型渗入自流水盆地的特征，其中在

白垩系承压水中还存在着渗出与渗入两种水动力方式的组合。

2  盆地水动力特征

    松辽盆地自泉头组沉积时期就形成了 6 个规模不等的水系，呈放射状向拗陷中心汇

集，再向西流出盆地，在其后的发展演化过程中，虽经数次物源区异位、水系的改变，

但这种渗入型的水动力方式仍被继承下来。如今，地下水的运移，水平方向是由盆地四

周向中心运动，在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地带和西辽河、新开河与东辽河交汇地带形成两大

排泄区。垂直方向上以白垩系上统四方台组为界（包括四方台组），上部各类承压水的

运动基本为渗入型的水动力方式所控制，是由孔隙潜水和孔隙承压水向下补给第三系泰

康组承压水、大安组承压水和依安组承压水；从四方台组开始在盆地中心有部分渗出水

的产生，由构造变动造成渗入水动力方式逐渐改变为渗出状态，表现为白垩系承压水向

上补给泰康组。

3  盆地水动力场特征与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化的关系

     地层在沉积成岩过程中，地下水由于地静压力作用或受构造的挤压后从沉积物中挤

出来，产生的压榨水头越往沉积凹陷中心越高，在水头差的作用下，压榨水的水动力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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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表现为上升式，平面上为离心式，与蚀源区渗入水方向相反。蚀源区渗入水在某一

压榨水头范围内可与压榨水进行混合，一旦超出则难以渗入，于是可以认为层间氧化作

用也局限于此范围内，而这个范围在盆地的演化发展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以泰康组为

代表的中部及上部承压含水岩组在其沉积成岩时期，地下水主要靠北、北西、西南三个



5



6



7

物源区的补给。如图 1 所示，在古湖盆的泄水中心，同时也是沉积凹陷产生较高的压榨

水头，并以此为中心向北到泰来—巴彦查干—安达，向西到白城—洮安—瞻榆；向南到

开鲁—通辽；向东到大兴—大安—乾安，开始与来自蚀区的渗入水混合，盆地内大范围

成为铀矿形成的有利古水文地质环境, 即古层间氧化带。其后，因为盆地一直处于抬升水

文地质期，使盆地四周均成为地下水的补给区，淋滤作用加强，渗入水长驱直入，逐渐

减弱消退了压榨作用，而有利于层间氧化带的持续发育。

    以姚家组为代表的下部承压含水岩组在其沉积成岩时期，地下水主要靠北部、中西

部、西南部物源区的补给，在盆地的东部由于沉积了泥质含量很高的细碎屑物质，与古

龙—大安的沉积凹陷一起，产生了极高的压榨水头，地下水向北、北西运移到克东—明

水—林甸—齐齐哈尔—杜尔伯特—舍力—香海庙，向南、南西运移至富通镇—白音他拉

—奈曼南—得胜东—茂林北—胡力海北几乎近盆缘的地区才开始有渗入水的混合作用（图

2），所以除盆地北部、盆地西缘西南缘小范围能成为铀矿形成的有利古水文地质

环境外，盆地的大部分区域，尤其是东部几乎全部都是压榨水头高值区，渗入作用无法

进行，对成矿是极不利的，但是随着嫩江组沉积结束，盆地东部开始抬升及四方台、明

水组沉积时期沉积中心的西移，西部补给区逐渐消失，渗出型的水动力方式占据统治地

位，使该区在古水文地质环境下形成的早期矿化得以保存下来，而东部由于抬升的影响，

渗入水的补给条件大大改善，尤其是该区在嫩江组沉积时封存的原生水，沉积时的氧化

环境使其本身富氧含铀，经过高温高压的作用后更具氧化能力，这部分被封存的原生含

氧含铀水开始与淋滤渗入水自东向西径流，并在构造剥蚀天窗附近与来自中西部的原生

还原水汇合，形成了新的有利成矿的水文地质环境。

作为分界线的四方台组沉积成岩时期，地下水也主要是靠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物

源区的补给，除西南部地区混合水作用区较宽外，在盆地北部、西部及东部仅呈条带状，

成矿有利的古水文地质环境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图 3）。而今西南部、北部的渗入作用已

分别深入到腰力毛都—巴彦套海靠近现代分水岭及兴隆泉—布拉和靠近沉积凹陷的地

方。西部的渗入不明显，东部则保持原状。

4  结论

对于完全由渗入方式水动力所控制的明水组及明水组以上的承压含水岩组，其补给、

迳流、排泄已构成完整的体系，在含水层在地表有露头或上覆盖层为渗透性地层的补给

区，发育着稳定的氧化环境；位于盆地中心的部分，是地下水的排泄区，分布着“封闭”

的还原环境，对发育外生后成铀矿化是不利的；包含在补给区和排泄区之间的区域，具

有变化的水文地球化学环境，氧化环境逐渐变为还原环境，对层间氧化带的形成非常有

利，控制其铀矿化的局部排泄源就发生在其间具有隔水层顶底板缺失的地段。

    对于有着渗入、渗出两种水动力组合的四方台及其以下的承压含水岩组，因为没有

区域性的排泄，层间渗入活动仅局限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层间氧化带不甚发育，其

最大限度只可能发育到渗出水与渗入水的交界处（往往即深大断裂），两种不同性质的

地下水在此作用的结果也为铀矿化的形成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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