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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龙江—肇州地区第三系岩相古地理的研究认为，依安组

时期地表水流弱，沉积范围小，物源单一，主要为滨浅湖相的泥岩、

粉砂岩和部分冲泛平原相的粉砂岩、细砂岩的沉积；大安组时期地

表水流加强，北部、北西部物质大量带入，沉积范围由北向南扩大，

主要沉积以砾岩为主的河道相和以砂岩为主的河床相，仍有一定范

围的湖沼相；泰康组时期西部水流加大，沉积范围向南、向东扩大，

在盆地西缘形成了以褐、黄砾岩为主的冲洪积相，以砾岩层为主的

河道相和以灰、灰绿色砂岩、泥质粉砂岩、泥岩组成互层的河床相，

湖沼相继承了大安组时期沉积的特点和范围。依据层间氧化带砂岩

铀矿岩相准则，该区的泰康组是最有利的层位，河床相沉积最有利

层间氧化带型铀成矿，其分布区是铀找矿最有利的地区。 
 
关键词：龙江―肇州地区  第三系  岩相古地理  层间氧化带型铀成矿   

分类号：P61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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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ayer Oxidation Zone Sandstone Uranium Deposits  
in Longjiang――――Zhaozhou Area 

(In Chinese) 
 

ZHANG Zhen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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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oints of views for the experiment are: (1) Yi’an formation is 
mainly composed of limnetic facies of siltstone and fine sandstone, due to weak 
surface water, limited sedimentation and simple material source; (2) strengthened   
surface water and enormous material brought from north and west-north and 
enlarged sedimentation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major deposition during Da’an 
period are channel facies of conglomerate and river bed facies of sandstone; (3) 
stronger surface water during Taikang period, led alluvial-flood plain facies 
brown-yellow conglomerate to develop along western margin of the basin, the 
channel facies of conglomerate and river bed facies of grey-green sandstone, pelitic 
siltstone were widely formed southward and eastward; (4) according to the 
lithofacies criterion for in-situ leachable sandstone uranium ore, Taikang formation 
is an ideal horizon, river bed facies is suitable for interlayer oxidation type uranium 
deposit. 
 
Key words：：：：Longjiang―Zhaozhou area; Tertiary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ic framework; 

Interlayer oxidation zone sandstone uranium  
Category: P61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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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概况 

龙江—肇州地区位于松辽盆地西北部，基底为天山-兴安岭海西褶皱系的一部分，由西

部大兴安岭海西褶皱带、西南部内蒙海西褶皱带和东部吉黑海西褶皱带拼合而成。岩性主

要为古生代、前古生代的中深变质岩、浅变质岩和花岗岩。盆地盖层有上侏罗统、白垩系、

第三系和第四系，盖层总厚度达 10 000 m。 
区区主要有四组断裂：NNE 和 NE 向断裂、NW 向断裂、EW 向断裂及 SN 向断裂。

NNE 和 NE 向断裂为嫩江断裂、孙吴—通辽断裂、依兰—伊通断裂，规模大、延伸长、切

割深，活动时间长。NW 向断裂主要有五条大断裂，如滨洲断裂、富裕—明水断裂等，它

们形成时间早，为一组多期活动、隐伏很深的断裂。它们与 NE、NEE 向断裂一起使盆地

沉积物形成东西成带、南北分块的布局。 

2  第三系岩相古地理特征 

明水期末松辽盆地发生构造反转，在盆地反转整体抬升长期遭受强烈剥蚀（缺失古新

世沉积）的地质背景下，新生代发生构造活化，NNE 向断裂再次转变为张性断裂，控制了

第三纪裂陷式河谷盆地的生长与发育。依安期受 NNE 向嫩江—白城断裂、孙吴—通辽断

裂和 NW 向的保安—大安断裂控制。大安期受嫩江—白城断裂、嫩江—高力板断裂和 SN
向的保安—泰来断裂控制，北部宽度仅 50 km，南部由于河谷分叉而变宽，主河道位于盆

地中部。泰康受嫩江—高力板断裂和孙吴—通辽断裂控制，宽度达 140 km，断坳中心在盆

地的东部，靠近孙吴—通辽断裂。上述断裂都是盆地发展中的同生断裂，控制巨厚的陆相

碎屑岩沉积建造。 
2. 1  依安组岩相古地理 

受白垩纪末期构造运动影响，在下第三纪古新世、始新世时，盆地整体遭受剥蚀，高

低夷平，形成准平原地貌，到下第三纪末渐新世时期，由于盆地基底断裂的复活，生成断

陷盆地。此时地势北东低、西南高，地表水多以封闭静态湖沼形式存在，河流作用弱。该

组沉积范围小，仅分布在齐齐哈尔东至依安地区，面积为 18 420 km2。沉降中心位于杜尔

伯特（如图 1 所示）。在依安—泰康地区沉积了依安组地层，面积约 16 000 km2。沉积相

组合为冲泛平原相—浅湖相。冲泛平原相仅呈“舌”状分布于北部边缘的依龙—长春镇和

三兴一带，面积很小，约 2 400 km2，占 13%，其余为大面积的浅湖相沉积。 
2. 2  大安组岩相古地理 

由于嫩江断裂的活动幅度比其它断裂大，并由北向南逐渐扩展，东部抬升，使原依安

组沉积地区抬升，依安组时期的湖沼水体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北部强大的水流作用，河流

西移至嫩江断裂处并向南流，沿古嫩江水系沉积，到镇赉转向东南入湖。此时地势整体北

高南低，在南部又呈东高西低之趋势，来自北东部、北部及北西部的河流将北部及北西部

物质大量带入，大幅度向南沉积，在乾安沉积宽度约 40～60 km，在镇赉—古龙一带沉积

向东、西扩展，宽 200 km 左右，面积为 29 040 km2。后由于香海庙—扶余一带隆起抬升

而不再向南扩大。沉积面积约 30 800 km2，沉降中心位于舍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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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向沉积相序为冲积扇相—河道—河床—湖沼相，形成下粗上细正粒序。平面上为冲

积扇—河道—河床—湖沼相相带序列（如图 2 所示）。冲洪积相分布于巨宝—达胡店和镇

赉—白城一带，面积为 1 760 km2，占 5%。河道相主要分布于北部的巨宝—富拉尔基一带，

面积为 1 800 km2，占 6%。河床相呈带状分布于保安—泰赉地区，呈片状分布于大同—乾

安，面积为 6 300 km2，占 31%。河道沉积沿保安—泰赉—安广—平安一带分布，面积为 8 
185 km2，占 26%。湖沼相呈“裙”状分布于镇赉—洮南—安广，面积为 6 400 km2，占 32%。 
 

图 1  龙江—肇州地区依安组岩相古地理图 

 1. 冲泛平原相; 2. 滨浅湖相; 3. 剥蚀界线; 4. 岩相界线; 5. 地层等厚线; 6. 物源方向; 7. 断裂。    

图 2  龙江—肇州地区大安组岩相古地理图 

 1. 冲积扇相; 2. 河道相; 3. 河床相; 4. 湖沼相; 5. 剥蚀界线; 6. 岩相界线; 7. 等厚线; 8. 物源方向; 9. 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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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泰康组岩相古地理 
泰康组时期盆地北部、西部水流大大增强，雅鲁河和绰尔河携带大量碎屑物质进入盆

地，沉积范围向东扩大，在盆地西缘形成了较大范围的冲洪积物。该时期的古地理是在大

安期基础上，由齐齐哈尔一线向东扩至克山—林甸一线，扩宽约 80 km。向西扩展到盆地

西部边界，沉积面积由大安期的 30 800 km2 扩展为 47 520 km2，扩大了 16 720 km2。总的

沉积形态基本呈近南北向带状。沉降中心位于杜尔伯特—古龙地区。沉积相序，在垂向和

水平方向均为冲洪积相—河道、河床相—湖沼相。冲洪积相分布于西部边缘的达胡店—富

拉尔基—扎赉特旗及平安—四平一带，约为 7 800 km2，占沉积面积的 14%。河道相由南

向北分布于巨宝—汤池—保安和东部边缘的依安—依龙及东南边缘的茂兴—前郭一带，面

积为 15 770 km2，占总面积的 32%。河床相从南向北分布范围增大，北部分布于富裕—大

榆树，南部主要分布于白城—大安—巴颜查干地区，面积为 18 750 km2，占 37%。湖沼相

分布范围与大安基本一致，面积为 6 400 km2，占 13%（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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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系地浸岩砂岩铀成矿岩相条件分析 

赋矿岩层的岩相古地理环境是形成层间氧化砂岩型铀矿床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铀矿化

预富集的先决条件。高还原性和透水岩层的广泛分布和稳定延伸才能形成大型后生层间氧

化带砂岩型铀矿床，这要求砂岩层有高还原性、高渗透性和分布的稳定性。具体来说，含

铀砂体具有泥—砂—泥的岩性结构组合和一定厚度，砂岩和泥岩的比为 1∶1～4∶1。岩性

主要为高渗透性中粗或中粗粒砂岩，胶结程度弱，含泥质物＜20%。砂体厚度过厚或过薄

都于成矿不利。砂岩的单层厚度较大，以 20～50 m 为宜，具多层性、延伸稳定。厚度太

小，矿床规模必然较小；厚度过大，则渗透性过大，不利于层间氧化和铀的次生富集。 
3. 1  第三系岩相古地理成矿条件 
3. 1. 1  依安组 

地层产状与下伏的白垩系地层基本一致，产状较陡，上被大安组、泰康组超覆。多为

滨浅湖相沉积，冲泛平原相仅在北部的依安—三兴和依龙—长春镇呈舌状分布。滨浅湖沉

积主要为黑色泥岩、灰绿色泥岩组成，底部有一层稳定的砾岩层，泥岩层中夹有二层厚度

5～10 m 的砂岩层，似脉状，连续性好，虽具泥—砂—泥结构，但单层厚度薄，砂泥比太

小，为 1∶4～1∶6，形成砂体的规模小，即使能形成矿体，其规模也不大。且该层无地表

露，含氧水无法进入地层，在层间水流动。拉 4-18 孔在此相中见有 40.8 γ 的石油测井异

常，需要进一步获得岩性资料，进一步分析。 
冲泛平原相沉积为杂色泥岩与灰白砂岩互层沉积，砂岩层稳定性较好，单层砂岩层厚

15～20 m ，具有较好的泥—砂—泥组合，砂泥比接近 1∶1，但砂岩层呈透镜状，连续性

差，且该组在地表无出露，天然水无法下渗，含氧水也就难以在层中流动，更难形成层间

氧化带，进而形成铀矿床（如图 4 所示）。 

图 4  依安组岩相剖面 

1. 泥岩; 2. 砂岩; 3. 砂砾岩。 

3. 1. 2  大安组 
大安组冲洪积相扇前缘为砾岩、砂砾岩，厚度较大，沉积稳定，尤其在齐齐哈尔的达

胡店、雅尔基一带出现褐、杂色砂砾岩，顶部一般都有泥岩，具泥-砂结构。河道相多为厚

图 3  龙江—肇州地区泰康组岩相古地理图 

 1. 冲积扇相; 2. 河道相; 3. 河床相; 4. 湖沼相; 5. 剥蚀界线; 6. 岩相界线; 7. 等厚线; 8. 断裂。     



 85

度较大的砂砾岩层，作为隔水层的泥岩几乎不存在。冲洪积相、河道相砂砾岩透水性强，

涌水量达 3 000 t/d，是大庆日用生活用水的主要供水层，不利于层间氧化带型铀矿的形成。

河床相的上部为灰、灰黑色泥岩，下部则以灰、灰白色砂岩为主，多具有泥砂结构，在齐

齐哈尔西的富 5 孔与富 58 孔之间出现泥—砂—泥结构，泥岩厚度为 6～25 m，砂岩厚度为

30 m，砂泥比约为 1.4∶1（如图 5 所示），该组产状平缓，虽有利于层间水的地下流动，

但地表无出露，含氧水无法进入层间，也就不能形成层间氧化带砂岩铀矿。湖沼相底部为

砾岩层，最大厚度约 20 m，上部覆盖较厚的泥岩层，厚 30～40 m。同样因含氧水无法进

入地层而不利于形成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床。 
3. 1. 3  泰康组 

该组西部边缘冲洪积相岩性组合上虽然出现了底部为砾岩、砂岩、泥岩的砂泥结构层，

但粒度偏粗，为快速堆积的产物，分选性较差。河道相沉积下部为较厚的砾岩层，最厚达

80 m，上部为 10～20 m 的泥岩层；同样冲洪积相、河道相砂砾岩因透水性强，涌水量大，

不利于层间氧化带型铀矿的形成。河床相沉积出现了有利的泥—砂—泥结构互层（如图 5
所示），砂砾岩层厚 10～30 m，砂泥比接近 1∶1，且本组产状与大安组一样平缓，在地

表有出露，含氧水能进入透水层中，在其中缓慢流动，对层间氧化带型铀矿的形成非常有

利。湖沼相主要为灰绿色砂质泥岩、泥岩层，厚 40～50 m，偶夹砂岩层透镜体，缺乏透水

层岩石，也不利形成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床。 

图 5  大安、泰康组河床相剖面图 

1. 泥岩; 2. 砂岩; 3. 砂砾岩。 

4  结 论   

依安组被上伏地层超伏，地表无出露，含氧水无法进入层间，更形不成层间氧化带型

铀矿床。大安和泰康组的冲洪积相、河道相砂砾岩、砾岩层透水性太强，日涌水量过大，

也不利于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床的形成。河床相具有砂泥结构，砂岩层稳定，产状平缓，有

利于层间含氧水的缓慢流动，但大安组被泰康组超伏，地表无出露，含氧水无法进入层间，

只有泰康组在盆地西部边缘的富拉尔基的出露，含氧水能进入地层缓慢流动，有利于形成

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床。 
总之，龙江—肇州地区寻找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床，最有利的层位是泰康组。最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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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相为河床相，泰康组河床相的分布区如白城—泰赉—杜尔柏特地区为重点找矿区，并兼

顾北部的富裕—依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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