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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林省延边褶断区在中新生代时期形成了许多中、小型沉积盆

地。盆地的基底主要为华力西晚期和燕山早期的富铀花岗岩体，盆

地群中已发现含煤沉积建造中的铀矿化、含油建造中的铀矿化和红

色建造浅色层中铀矿化。从铀源、地质构造、古气候条件、岩相古

地理环境、水文地质、后生改造作用等方面分析，延吉盆地具有寻

找大型地浸砂岩型铀矿的良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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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esozoic-Cenozoic era, many medium-small-sized sedimentary basins had 
been formed in Yanbian draped-faulted region of Jilin Province. The basement of 
these basins is constituted of U-riched granite body produced during late Hercynian-
early Yanshan period. Uranium-mineralization has been found in coal-bearing 
formation, oil-bearing formation and in tint layer of red formation. On the bases of 
analyzing of uranium source, geologic tectonic, palaeoclimatology, paleogeography, 
hydrogeology and reconstruc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prominent prospect 
to discover large in-situ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Yanji basins. 
 
Keywords:  Yanji basins group,  Uranium source,  Geologic tectonic, Palaeoclimatology,                  
                     Paleo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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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涉及地域为东经 127°30′～131°00′，北纬 42°00′～44°00′，面积约 4 万平

方公里。大地构造位置为华北地台（Ⅰ级）与东北华力西地槽褶皱系（Ⅰ级）的交接部

位，主要构造单元为吉黑华力西晚期地槽褶皱带（Ⅱ级）中的吉林延边褶断区(Ⅲ级）。

区内分布中新生代沉积盆地 37 个（见图 1）。按性质分为断陷盆地 30 个，断拗盆地 3
个，拗陷盆地 4 个；按形成时代分为侏罗纪盆地 7 个，白垩纪盆地 16 个，第三纪盆地 5
个，时代叠加的盆地 9 个。 

            图 1  吉林省延吉地区中新生代盆地分布图

          1.第三纪盆地； 2.晚白垩世盆地； 3.早白垩世盆地； 4.侏罗纪盆地。

 

1   区域地质概况 
1. 1   基底地层岩性 
        盆地群基底由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早期的沉积岩系、火山岩系和太古

宙旋回、元古宙旋回、加里东旋回、华力西旋回、印支旋回所形成的侵入岩组成。特别

是华力西晚期、印支期形成的岩体规模大，分布面积广，为盆地群基底的主要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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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盖层岩性组合 
        吉林省延吉盆地群沉积盖层岩性组合示意图（见图 2）。 
        屯田营组（（（（J2t）））） 
        岩性为火山角砾岩、安山岩、英安岩及其凝灰岩，局部地区下部有砾岩、砂砾岩、

砂页岩夹煤层，在屯田、双河、影壁砬子等盆地中出露较好。 
        金沟岭组（（（（J3in）））） 
        以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为主，底部往往可见砾岩、砂砾岩层，以苍林盆地出露为

佳。 
        长财组（（（（K1c））））  
        下部由灰色砂砾岩、砂岩、深灰色角砾岩夹砂质泥岩、凝灰质砂岩及煤层组成；上

部为灰色砂岩、砂质泥岩、粉砂岩，其间夹薄层煤，该组以含煤建造为特征，不整合覆

盖于侏罗纪地层之上，出露于延吉、百草沟、和龙、松江、大蒲柴河等盆地中。 
        泉水村组（（（（K1q）））） 
        岩性为中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局部地段底部见砂砾岩及砂岩，反映为地壳隆升

而形成的火山-碎屑岩建造，红石、和龙等盆地内有出露。 
        大砬子组（（（（K1d）））） 
        下部为黄色复成分砾岩、灰绿色砂砾岩、含砾粗砂岩、中粒砂岩；上部为静水湖盆

沉积的砂页岩夹油页岩段，岩性为黄灰色、灰绿色泥质粉砂岩及黑色纸状页岩，夹褐色

油页岩及泥灰质团块，该组以含油建造为特征，呈角度不整合覆盖于泉水村组、长财组

之上，分布于延吉、汪清、百草沟、碱厂沟、和龙、松江等盆地中。 
        龙井组（K2l）））） 
        该组底部为紫色砾岩、黄色厚层状含砾粗砂岩，向上渐变为灰绿色、紫红色及蛋青

色细砂岩、粉砂岩互层，夹灰白色含砾粗砂岩、暗紫色砂质页岩；中部为灰白色砂岩与

灰紫色细－粉砂岩互层，交错层理发育；上部为灰绿色、紫红色细砂岩、粉砂岩及砂质

页岩、页岩，夹灰白色含砾粗砂岩、多层泥灰岩团块及薄层石膏层，该组以红色建造为

特征，与大砬子组呈不整合接触，分布于延吉、百草沟、福洞、红石等盆地内。 
         珲春组（（（（E1－－－－3hc）））） 
        下段岩性为砂砾岩、砂岩、粘土岩，含煤层；中段为含煤细碎屑岩建造；上段又为

砾岩、砂砾岩，上部为四方台组玄武岩覆盖，该组与白垩纪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分

布于珲春、凉水、敬信等盆地中。  
        土门子组（（（（N1t）））） 
        岩性为砂砾岩、砂岩、泥岩夹硅藻土。 
        第四系 
        主要为风积、堆积、残积层之松散沙、砾石、粘土、淤泥，发育 4 期碱性玄武岩。 

2   含矿层位及铀矿化特征 

        盆地群中已发现铀矿化点、异常点 59 个。主要矿化层位 4 个：白垩系长财组、大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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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吉林省延吉盆地群沉积盖层岩性组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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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组、龙井组和第三系珲春组。根据铀矿化赋存地层的沉积建造、岩性组合差异，将其

划分为三个亚类：含煤建造中铀矿化、含油建造中铀矿化和红色建造浅色层中铀矿化。 
2. 1   含煤建造中铀矿化 
        侏罗纪时期，构造岩浆活动较强烈，进入早白垩世，拉张应力增强，盆地下陷幅度

加大，堆积了较厚的含煤碎屑物，褐煤在成岩过程中，产生动、植物遗体的腐植化作

用，形成腐植物质和腐殖酸，对铀起还原、吸咐作用。区内存在铀矿化的含煤层位有下

白垩统长财组、下第三系珲春组。长财组铀矿化产在含煤细砂岩、砂泥岩中，成矿作用

有晚期热液（或热水）叠加，矿化不稳定，呈团块状、透镜状分布，大蒲柴河盆地控制

了长 20 m，宽 1 m，厚 1.5 m，品位 0.071%的矿化段；松江盆地地表控制了长 250 m，宽

1～1.5 m 的铀异常段；砂金沟盆地在煤层中圈定了厚度为 4 m，平均品位 0.01%的矿化

段，延吉盆地清茶馆地段下第三系珲春组煤层中也发现了铀矿化。但在延吉盆地群中，

含煤盆地规模小，一般为几平方公里至百余平方公里，因而含煤建造中的铀矿找矿前景

不大。 
2. 2   含油建造中铀矿化 
        盆地内大砬子组分布较广，该组下部为一套粗碎屑岩，上部为含油建造，在延吉盆

地土城、八道沟等地段的黑色页岩、油页岩中发现了厚度 1～2 m，品位 0.02%的铀矿

化。油气层是良好的还原层，当断裂沟通时，油气便可对其上部岩层起次生还原作用，

有利于铀成矿。 
2. 3   红色建造浅色层中铀矿化 
       上白垩统龙井组以红层为主，其间夹有灰色层，矿化产于灰色层中，岩石成岩度差，

胶结疏松，泥—砂—泥结构完整，地层产状平缓，倾角 5°～10°。延吉盆地中发现了多层

铀矿化，并圈定了铀矿储量，为区内寻找地浸砂岩型铀矿的主攻类型，具良好的找矿前

景。 

3  铀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3. 1   铀源条件 
       盆地成矿的铀源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其一，来自蚀源区和基底铀含量较高的岩石，

如华力西期白岗质花岗岩、花岗闪长岩铀含量（4.43～6.76）×10−6，印支期与燕山早期

钾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铀含量（3.17～5.19）×10−6，元古界变质岩、古生界炭质板岩

铀含量为（5.40～4.75）×10−6，铀含量高的地层或岩体在地壳运动、褶皱变质、构造变

动、岩浆活动作用下，能释放出大量的活性铀，为中新生代山间盆地铀矿的形成奠定了

物质基础。其二，来自盆地盖层中铀含量较高的岩石，如有机质砂岩、劣质煤层，铀含

量为（4.00～5.70）×10−6，地下水在迳流过程中，也能获取部分铀。其三，来自盆地周

边的原生铀矿点、异常点，由于风化、剥蚀、淋积和地表水的冲刷作用，使铀随水流进

入盆地，在有利环境中沉淀、富集。 
3. 2    构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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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基底中存在隆起中的局部凹陷和拗陷中的局部凸起，隆起与拗陷之间的鞍部、

斜坡或阶地则是铀成矿的有利部位，这些部位为构造脆弱带，断裂构造发育，影响成矿

的热事件频繁发生，利于铀的改造。盆地群发育的多组断裂构造、盆缘裂隙群（带）、

不整合面都是构造形迹的反映，而且也是水文地质界面、活性铀富集界面，为热液（或

热水）活动、地下水迳流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或场所。第三纪末期—第四纪新构造运动产

生的“热”事件，对铀的后生改造起了重要作用，区内新构造运动较为强烈，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 
        (1) 沿密山—敦化深断裂和鸭绿江深断裂，发生了第四纪拉斑玄武岩和第三纪末期碱

性玄武岩喷溢； 
        (2) 地壳间歇式抬升，加速了沟谷与河流的切割，盆地群呈 NW 向展布的沟谷发育，

布尔哈通河两侧，第四纪河流阶地地貌明显； 
        (3) 1976 年 7 月 26 日唐山发生 7.8 级地震后，8 月 19 日与 11 月 15 日，沿密山—敦化

深断裂（敦化市附近）发生了 1.5～3.4 级地震，1982－2000 年，沿图们江断裂发生过 3
次 2～3 级地震。  
3. 3   含矿岩组形成时的古气候、岩相古地理条件 
       长财组底部为深灰色的复成分砾岩层，往上为灰白色粗粒−中细粒砂岩，在砂泥岩中

有煤层产出，反映的是温暖潮湿气候条件下山麓冲（洪）积−河沼相的沉积产物。大砬子

组下部以灰色粗碎屑堆积为主，上部则转为细碎屑含油建造，分析当时古气候应为温暖

潮湿，沉积相为山麓冲（洪）积相、河流相、静水湖相。龙井组以红层为主，其间夹薄

层浅色层，分析形成时的古气候是以炎热干旱为主，伴有短暂温湿。岩性从下往上，粒

度由粗变细，沉积时的古地理环境为河流相（冲泛平原相）。珲春组下部为以河流相为

主夹山前冲（洪）积相的粗碎屑沉积建造，中部为湖沼相含煤细碎屑岩组合，上部又是

以河流相为主的粗碎屑沉积。岩石的颜色自下而上呈现浅色调—中深色调—浅色调，应

是温暖潮湿气候条件下之产物。 
3. 4   水文地质条件 
       区内均为渗入型自流水盆地，地下水补给多限于大气降水，其次为蚀源区花岗岩中裂

隙水、风化壳内的潜水，进入盆地后，转变为层间承压水，通过含水层、富水带和断裂

构造，以地下迳流方式分别汇入牡丹江、松花江、图们江中。水质类型主要为重碳酸钙

水，其次为重碳酸钙钠水，水中铀含量为（3～7）×10−7 g/L，其 pH 值, Eh 值, 矿化度, 水
力坡度, 含水层与隔水层厚度, 渗透系数则根据各盆地地质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 
3. 5   氧化－还原条件及后生改造作用 
        早白垩世在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下，盆地中堆积了含煤碎屑物，铀元素被搬运至盆

地中，产生了铀的预富集，形成了富铀层位。在成岩阶段，因气候条件的改变，致使地

球化学环境发生变化，铀经含水层渗透，进入还原层，形成弱矿化，如在早白垩世含煤

岩系之上堆积了晚白垩世干旱炎热气候条件下的红色陆源碎屑物，早、晚白垩世之间存

在一个由还原向氧化的转变时期。早第三纪时，气候与沉积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形成了

温湿气候条件下的含煤碎屑沉积建造，决定了白垩纪与第三纪之间存在一个由氧化−还原

的转变阶段，表明地壳小幅度地不断抬升与剥蚀、氧化−还原作用的交替进行，造成了铀

元素的多期活化与聚集。在富铀层位或弱矿化形成后，含自由氧的大气降水携带蚀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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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蚀出的活性铀沿承压含水层运移，在地下水迳流过程中，自由氧不断氧化富铀层位，

促使铀不断活化而增加地下水中的铀含量，在次生还原作用较强烈的地方产生沉淀，叠

加成矿。 

4   远景盆地选择 

         依据成矿地质条件，选出延吉盆地为 具找矿潜力的盆地。延吉盆地形似正方形

（见图 3），面积 1500 km2。它的形成受北东向、东西向、南北向断裂的联合控制。盆地

四周为中等山区，盆地内显低山－丘陵地貌特征，布尔哈通河、海兰河从西向东流经盆

地，汇入图们江。 
        盆地蚀源区和基底主要为加里东期花岗岩、华力西期花岗闪长岩、印支期花岗岩和

三叠纪大坝北山组的酸性熔岩、凝灰岩夹砂板岩，盆地南缘还零星分布有晚元古界的石

英片岩、千枚岩、大理岩和古生界二叠系的砂页岩、炭质板岩等。由于蚀源区长期隆

起，抬升幅度较大，风化剥蚀厉害，为盆地成矿提供丰富的铀源。盆地沉积盖层发育较

完整，具有一定厚度（1000～3000 m），主要地层有： 
        (1) 中侏罗统屯田营组，分布于盆地东缘及西北缘，厚度 60～150 m，岩性为安山

岩、安山质凝灰岩，底部有砾岩、砂砾岩。 
        (2) 下白垩统长财组，零星分布于老头沟、智新等地，由一套含煤碎屑岩组成，厚度

几十米至百余米。 
        (3) 大砬子组，不整合于长财组之上，地层倾角 15ο～20°，出露于盆地的西北缘及南

部边缘，下部由复成分砾岩、粗砂岩等组成，分选性、磨圆度均较差，中、上部为砂

岩、粉砂岩、砂页岩夹油页岩，含有较多的浮游生物化石，沉积层分选性好，平行层理

发育，老头沟地段该组厚达 1200 m。 
        (4) 上白垩统龙井组，以砖红、灰绿、蛋青、灰白色砂砾岩、砂岩、砂泥岩夹泥灰岩

团块为特征，地层产状平缓，倾角 5ο～10°，交错层理发育，岩石胶结疏松。在锦城—春

兴一线，地表出露的岩石为灰白色、褐黄色细砂岩、粉砂岩，岩石的主要成分为长石、

石英及粘土类矿物，细砂岩中含有 1%～3%的微粒状炭质物质。 
        (5) 下第三系珲春组，不整合于白垩纪地层之上，下部为粗碎屑岩，中部为含煤细碎

屑岩，上部又为粗碎屑岩，厚达 200 余米，分布于清茶馆一带。 
       延吉盆地中，已发现铀异常、矿化点 23 个，具有含煤、含油沉积建造中的铀矿化和

红色建造浅色层中铀矿化。含煤、含油沉积建造中的铀矿化产于下白垩统长财组、大砬

子组和下第三系珲春组层位中。因有机质、泥质、炭质吸附铀，利于形成铀的富集。特

别是大砬子组含油建造中的铀矿化与油气后生改造作用有关。红色建造浅色层中铀矿化

产于上白垩统龙井组中，由于氧化—还原交替进行，形成了多层铀矿化，具有较好的找

矿前景。锦城地段 443 矿点、春兴地段 F6 矿点，铀矿化产于基底隆起中相对凹陷的部

位，距离花岗岩蚀源区 1 km 左右，铀源条件好，含矿岩组为上白垩统龙井组，岩性主要

为灰绿色泥岩与灰白色砂岩互层，岩石胶结松散，地层产状平缓，波状交错层理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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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中含有机炭和粘土类矿物。经深部揭露，发现了多层铀矿化，并圈定了铀矿储量，

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图 3  吉林省延吉盆地卫星影像解译成果图

1． 1.含煤地层; 2.砂砾岩、砂岩、砂泥岩; 3.砂砾岩、含油页岩; 4.砾岩、砂岩、含煤砂页岩; 5.中性火山岩; 6.

酸性熔岩及凝灰岩; 7.火山岩夹灰岩; 8.火山岩夹碎屑岩; 9.片麻岩、角闪岩、石英岩; 10.花岗岩; 11.花岗闪

长岩; 12.灰白色花岗岩; 13.辉石安山岩; 14.断裂构造; 15.铀异常矿化点; 16.地下水迳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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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  盆地群是中新生代时期断块差异升降运动的产物，它们的形成与发展受东西向、

南北向、北东向、北西向的断裂构造控制，进而推断断裂构造也必然会控制盆地群的地

下水活动、热液活动和后生改造作用。 
        (2)  盆地基底主要由不同时代的花岗岩组成，在地壳褶皱回返、构造岩浆活动作用

下，可产生大量的活性铀，为中新生代山间盆地铀矿的形成提供丰富的铀源。 
        (3)  盆地基底中存在隆起与拗陷，盖层中断裂构造和不整合面发育，区内新构造运动

较为强烈，它们为铀成矿起了重要作用。 
        (4)  盖层沉积时的古气候环境为温暖潮湿−干旱炎热−温暖潮湿，古地理环境为冲

（洪）积相—河流相—滨湖相—浅湖相，岩性主要由砂砾岩、砂岩、砂泥岩组成，具

泥—砂—泥结构特点，地层产状较平缓，有利于发育层间氧化带。 
        (5)  盆地群中已发现砂岩型铀矿化、异常点 59 个，主要矿化层位为下白垩统长财

组、大砬子组、上白垩统龙井组和下第三系珲春组。在含煤碎屑岩中发现了 448 矿点，

圈定铀矿储量；在红色建造浅色层中，发现了多层铀矿化，并推断了铀矿储量。 
        (6)   延吉盆地 具找矿潜力，有望找到大型基底古河道型铀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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