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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明了松辽盆地西南部地质构造演化历史，指出蚀源区岩石和

盆地构造演化史对形成富铀砂体和层间氧化带及提供铀源有利。确

定了钱家店凹陷姚家组是该区寻找砂岩型铀矿的目的层。基于成矿

条件分析，预测了成矿远景区；落实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砂岩型

铀矿床。基本查明了含矿地层的结构和砂体的特征、矿石物质成分

和铀的存在形式、矿石伴生元素组成及综合利用价值。在成矿规律

及矿床成因研究方面指出沉积成岩期铀的预富集是铀成矿的基础；

层间氧化作用是后生再富集的决定因素；油气的还原作用是再富集

的重要条件。铀矿石的 U-Pb 等时线年龄为 53±3 Ma 和 7±0 Ma，
与有利于层间氧化作用发育和铀成矿作用的干旱-半干旱的古气候

期相符。确定了钱家店铀矿床是属于与油气二次还原作用有密切关

系的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床，并建立了该类型铀矿床成矿模式。 
 
关键词：钱家店凹陷  砂岩型板状铀矿体  铀矿床成因类型  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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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 in Qianjiadian 

Depression of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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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otectonic evolution history of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Songliao Basin has 

been clearly described an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both of the provenance rocks and 
evolution features of the studied area are favorable to the formation of U-rich 
sandstone bodies, development of interlayered oxidation and providing uranium 
source for mineralization. Yaojia Formation in Qianjiadian depression has been 
found out to be the favorable target ore bed for looking for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metallogenetic conditions, the perspective target 
area has been circled and a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 with a certain amounts 
of uranium tonnages has been discovered. The achievements and data have been 
gotte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constitution and features of ore-forming beds and 
sandstone bodies, uranium existence forms and mineralogical &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e ores, associated elements and their economic values for comprehensive 
mining. The study of metallogenetic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the uranium deposit 
suggested that pre-enrichment of uranium during the depositional-diagenetic stage 
provide a good basis for uranium mineralization, and hereafter interlayered 
oxidation as well as oil-gas reduction processe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to uranium 
mineralization. U-Pb isotopic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ores have two isochron ages 
of 53±3 Ma and 7.0±0 Ma, corresponding to the periods of arid and semiarid 
paleo-climates which are favorable to interlayered oxidation development an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Qianjiadian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 is genetically related to interlayered oxidation and secondary reduction of 
oil-gas. The metallogenic model of Qianjiadian uranium deposit was set up. 

Key words: Qianjiadian depression, Sandstone-type tabular uranium body, Genetic model of 
uranium deposit, Uranium resource 



 108

   引 言 
 

地浸砂岩型铀矿床是目前世界上产出规模大、埋藏浅、易开采、环境污染小、经济效

益好的铀矿床类型之一，该类型铀矿床已成为当今全球铀矿勘查的战略重点之一，也是我

国主攻目标找矿类型。 
对中国东部地区特别是面积达 2.6×105 km2的松辽盆地砂岩型铀矿资源虽然已做过大

量调研和探索，但一直未突破。因此，深入研究松辽盆地演化的地质背景，确定其砂岩型

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寻找和落实砂岩型铀矿资源的突破口，对满足我国对铀资源的需求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近年来我们在松辽盆地钱家店凹陷寻找可地浸砂岩型铀矿的经验

和取得的成果，以便推动在松辽盆地进一步扩大找矿工作。工作区位于松辽盆地西南部，

行政区划属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具有良好的资源开发条件。 
 
1  区域地质特征 

 
松辽盆地是我国东北最大的沉积盆地，西为大兴安岭，东北为小兴安岭，东南为张广

才岭，南为库伦—法库的丘陵地带，中间是松花江、嫩江、辽河水系的大片平原和沼泽。

地面海拔一般在 120～300 m 之间。盆地呈北北东向展布，长 750 km，宽 330～370 km，

面积约 2.6×105 km2。 
松辽盆地是在前中生代海西褶皱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盆地中新生

代构造面貌是在众多断陷（K1 凹陷）之上叠置着的大型坳陷盆地。 
开鲁坳陷位于松辽盆地西南部，总面积约 3.1×104 km2。盆地基底为古生代变质岩系，

蚀源区岩性为中生代火山岩，海西期、燕山期花岗岩及古生代变质岩。盆地盖层主要为下

白垩统义县组（K1y）、九佛堂组（K1jf）、沙海组（K1sh）和阜新组（K1f）断陷湖盆沉

积，以及上白垩统泉头组（K2q）、青山口组（K2qn）、姚家组（K2y）、嫩江组（K2n）、

四方台组（K2s）和明水组（K2m）坳陷型河流－湖相沉积。白垩系之上为上第三系大安组

（N1d）、泰康组（N2t）砂岩、砂砾岩及第四系松散碎屑堆积物。 
盆地盖层地层组合见表 1。 
整个盆地演化过程大致经历了盆地初期的断陷阶段、中期的坳陷阶段和晚期的萎缩阶

段。 
断陷阶段： 

早白垩世早期义县组火山岩的喷发活动，大致以北东—北北东向大兴安岭为轴线，向

东进入松辽盆地，活动渐弱，厚度减薄，主要发育于北东—北北东向的断陷槽内。义县期

火山喷发活动的晚期，在不同方向和期次的断裂共同作用下，盆地内凹凸相间的构造格局

的雏形开始形成。如陆家堡凹陷、哲中凹陷及哲东南凸起上的小型洼陷。早白垩世晚期水

体变浅，出现了河、湖、沼泽并存的古地理景观（如阜新煤系地层），由于盆地的整体抬

升剥蚀，致使下白垩统与上白垩统之间的不整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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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区域地层简表 

系 统 代号 厚度/m 地层及接触关系 

第四系  Q   

上新统 N2 21～113 泰康组 

中新统 N1 ＜100 大安组 

 

第三系 

渐新统 E3 0～316.5 依安组 

K2m 20～200 明水组 

K2s 40～200 四方台组 

K2n 200 嫩江组 

K2y 60～240 姚家组 

K2qn 0～236 青山口组 

 

 

上白垩统 

K2q 1069 泉头组 

K1f 142～737 阜新组 

K1sh 111～472 沙海组 

K1jf 251～778 九佛堂组 

 

 

 

 

白垩系 

 

下白垩统 

K1y 748 义县组 

前           白          垩           系 

 
坳陷阶段： 

晚白垩世时，盆地进入坳陷发展阶段。泉头组广泛分布，直接覆盖于阜新组并超覆于

凸起之上，产状平缓，表现出典型的坳陷沉积特点。青山口组主要为浅湖相沉积。直到姚

家组沉积时期，盆地内才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河流相沉积，相继的嫩江组主要为滨湖、浅湖

相沉积，这个阶段为盆地发展的全盛时期。 
萎缩阶段： 

晚白垩世末期，由于嫩江运动的影响，盆地大面积抬升，致使嫩江组（K2n）与四方

台组（K2s）之间表现为区域性不整合接触，嫩江组因遭受剥蚀而出露不全。其构造运动

特点是东强西弱，东早西晚。由于掀斜作用，盆地沉积中心由东向西迁移，四方台组（K2s）、
明水组（K2m）沉积向西迁移并萎缩，此时沉积环境为湖盆逐渐缩小直至消亡，而代之为

河流相沉积。 
值得重视的是，与铀成矿作用紧密相关的新构造运动在本区表现明显。明水组（K2m）

后盆地一直抬升，与上覆地层依安组（E3y）之间有着长达 30～40 Ma 的沉积间断。依安

组（E3y）与大安组（N1d）之间也为不整合接触，大安组（N1d）与泰康组（N2t）之间为

平行不整合接触，泰康组与第四系之间也为不整合接触。以上新构造运动以白垩纪与第三

纪之间、新老第三纪之间尤为重要。 
由上述分析可见，松辽盆地属我国东部拉张型盆地，盆地形成的力学性质、构造类型、

沉积作用等与我国西部（如天山地区）挤压性盆地有较大的差异性，要特别重视盆地的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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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作用、同生断裂作用以及沿同生断层上升油气等还原性气体的作用。 
蚀源区的中酸性岩类是为盆地形成富铀砂体提供铀源的物质基础。松辽盆地东南部缺

失上白垩统上部明水组和四方台组及第三系。此外盆地古气候演化研究表明，钱家店凹陷

在嫩江末期至第三纪盆地隆升剥蚀期，经历了 40 Ma 以上的半干热-干热性古气候。这些

特征表明，钱家店凹陷区域地质演化十分有利于层间氧化叠加成矿作用的发育。 
 
2  钱家店凹陷砂岩型铀矿成矿预测评价 
 

钱家店凹陷位于开鲁坳陷的东北部。通过对松辽盆地盖层沉积体系及岩相古地理的研

究，从钱家店凹陷区域地质构造背景分析，查明钱家店凹陷上白垩统姚家组沉积属冲积扇

-冲积平原沉积体系的一部分，沉积相主要为辫状河流相，具有稳定的泥-砂-泥沉积结构。

姚家组作为找矿目的层，其地层产状平缓，褶皱不发育，属构造弱活化区。该区在晚白垩

世嫩江期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缓慢抬升与掀斜运动，并缺失第三系沉积。钱家店凹陷以东

及以南地区的泉头组、青山口组、姚家组和嫩江组长期（时间长达 65 Ma 左右）遭受剥蚀，

嫩江组也只是残留嫩一段，其厚度也只有 0 至几十米，接受下降水的长期淋滤，为后生层

间氧化带型砂岩型铀矿成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外，钱家店凹陷西北部发育有两条切穿沉积盖层的断裂，将钱家店凹陷深部的小油

气田与上部地层（泉头组、姚家组）沟通，有利于深部还原性气体上升进入含矿层砂体，

为后生层间氧化带砂岩型铀矿成矿提供还原剂。 
根据该凹陷具体的构造、岩性岩相、水文地质等铀成矿条件的研究，结合少量石油探

井资料，在该凹陷预测了三片有利的铀成矿远景区。即钱Ⅱ块Ⅰ级远景区、钱 30 块Ⅱ级

远景区和钱 21 块Ⅱ级远景区，缩小了勘探靶区。 

 
3  钱家店凹陷揭露评价成果及铀资源/储量计算 
 

1998年到 2000年对钱Ⅱ块Ⅰ级远景区中的 06～07号勘探线间的 0.62 km2面积内进行

了铀矿勘查，施工 93 个孔，总进尺 28 318.61 m，共发现 0 号、1 号、2 号、3 号、4 号和

5 号等 6 个铀矿体，其中 0，1，3，4 和 5 号矿体由数个小矿体组成（如图 1 所示）。按“地

浸砂岩型铀矿地质勘探规范”计算了铀资源/储量，落实了一个中等规模的砂岩型铀矿床，

并预测了钱Ⅱ块地段的铀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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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钱家店铀矿床矿体相对位置图 

1. 嫩江组；2. 姚家组下段；3. 姚家组上段；4. 青山口组；5. 铀矿体及编号；6. 泥岩。 

 
4  钱家店凹陷铀矿化地质特征和铀成矿规律 
 
4. 1  含矿砂体及含矿主岩特征 

钱家店（钱Ⅱ块）铀矿床含矿地层为姚家组，含矿地层具有地浸砂岩型铀矿成矿必需

的泥-砂-泥结构。 
三层区域性分布的紫红色泥岩隔水层把姚家组含矿地层分为上下两个含矿含水层（如

图 1 所示），即姚家组下段含矿含水层（姚下段含矿砂体）和姚家组上段含矿含水层（姚

上段含矿砂体）。姚下段底板隔水层为青山口组顶部泥岩层，顶板隔水层为姚下段顶部泥

岩隔水层；姚上段底板隔水层为姚下段顶板泥岩隔水层，顶板为姚上段顶部泥岩隔水层。

姚下段顶板泥岩隔水层即是姚下段含矿砂体的顶板，也是姚上段含矿砂体的底板。 
姚下段及姚上段含矿地层柱状结构示意图见表 2。 

4. 2  矿体特征 
06～07 号勘探线姚家组含矿砂体中铀矿体按矿化层位的不同划分为 6 个矿体，自下而

上矿体编号依次为 0 号、1 号、2 号、3 号、4 号和 5 号矿体（如图 1 所示），0 号、1 号

和 2 号矿体赋存于姚下段砂体中，3 号、4 号、5 号矿体赋存于姚上段砂体中，2 号矿体为

主矿体，主矿体规模最大，其储量占所有矿体储量的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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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含矿地层柱状结构示意 

统 组 段 厚度/m 砂泥比 岩              性 

5.5  紫红色泥岩 上 

段 68.26 5.8 以灰色细砂岩、中砂岩为主，中上部夹灰色泥岩、粉砂岩透镜体 

6.3  紫红色泥岩 

35.21

★ 
 

28.0

★ 
 

姚 

 

家 

 

组 

下 

 

段 
54.35 10.9 

以灰色细砂岩、中砂岩为主，中下部夹较多灰色泥岩、粉砂岩透镜

体。中上部为 2 号含矿砂体。其底板有一层较连续的紫红色泥岩，

厚 2～3 m 

上

白

垩

统 

青 山

口 组 

上 

段 
8.3  紫红色泥岩 

注：★——2 号矿体之含矿砂体。 

 
矿体形状：矿体形态为板状、透镜状，及板状透镜状的组合。主矿体（2 号矿体）形

态主要为长板状矿体，厚度较稳定，矿体两端多有分叉。 
矿体埋深：所有矿体埋深于 212.56～315.06 m 之间。主矿体（2 号矿体）埋深 251.80～

298.31 m。 
矿体产状：矿体产状与地层（含矿砂体）产状一致。倾向上，各勘探线以 01 号孔为

界，东南部矿体产状平缓或近于水平，西北部矿体向北西缓倾，倾角 2°～8°，向北西方

向，倾角呈增大趋势。 
含矿岩性：该区含矿岩石主要为细砂岩、中砂岩，而粉砂岩及泥岩矿化较少。 
矿石成分：含矿砂岩中碎屑矿物主要是石英、长石，岩屑含量较少；基质为粘土矿物，

胶结物为碳酸盐、铁质、锰质。 
铀的存在形式：铀的存在形式有铀矿物、吸附铀及含铀矿物。铀的主要存在形式为分

散吸附铀，主要为有机质及粘土吸附；铀矿物为沥青铀矿，很细小，只在部分富矿石中见

到；含铀矿物主要是砂岩中的碎屑锆石。 
成矿年龄：砂岩型铀矿石样品 U-Pb 等时线年龄分别为 53±3 Ma 和 7±0 Ma。53 Ma

（相当于始新世时期）成矿年龄反映了研究区当时正处于裸露剥蚀期，有利于含铀含氧水

沿渗透性砂岩层运移，使上白垩统地层有利于形成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床。而 7 Ma 则

与本区大安组（中新统）与泰康组（上新统）之间的不整合相对应，是对早期铀成矿作用

的改造或迭加。地壳运动和古气候的变化与钱家店砂岩型铀矿成矿年龄很好地吻合，也提

供了钱家店铀矿床是属于后生水成铀矿床的一个有力证据。 
伴生元素：钱家店铀矿床铀的伴生元素也具有一定的分带性。铼与铀的分布基本吻合，

呈正相关，产于氧化还原过渡带。硒、钪主要分布于氧化带前缘及过渡带内侧。 
4. 3  铀成矿控制因素 

钱家店铀矿床铀成矿控制因素包括铀源、构造、地层及岩相、水文地质、层间氧化作

用和油气还原作用，而矿床定位控制因素可归纳为弱还原性（含铀）砂体—油气—断裂构

造三位一体成矿及找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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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层中还原剂较少，钱家店铀矿床铀的还原沉淀可能主要依靠油气的还原作用，

即油气还原作用是该类型（板状）铀矿形成的重要控制因素。其依据是： 
（1）钱Ⅱ块铀矿化带深部已探明存在油气田； 
（2）铀矿化带西北部存在切穿基底深断裂，为深部油气上升渗漏提供条件； 
（3）含矿层位岩石中普遍可见油气包体及地沥青，含矿砂体中 CH4 含量很高； 
（4）含矿砂体中见有二次还原的白色、灰白色的退色化现象； 
（5）空间上铀矿化与油气田、断裂复合部位关系密切。 
油气在铀成矿中的作用可能有两种途径：一是油气及其子体直接对上部层位砂体的还

原，或直接参与对层间含氧水的还原；二是油气对地层的还原作用产生黄铁矿化等还原剂，

而黄铁矿使地层具有强的还原性，为地层对层间含氧含矿水的还原准备了条件。这两种形

式的作用在本区可能都存在，因为含矿砂体中 CH4 含量很高，姚家组上段 CH4 含量平均

327.14 µl/kg，重烃总含量平均 125.82 µl/kg；姚家组下段 CH4 含量平均 487.39 µl/kg，重烃

总含量平均 219.36 µl/kg。姚家组下段烃类含量高于姚家组上段，这说明油气还原作用姚

下段优于姚上段。整个姚家组含矿砂体 CH4含量平均 422.67 µl/kg，重烃总含量平均 181.58 
µl/kg，CH4 含量最高可达 5529.8 µl/kg；在部分钻孔见到地沥青和油气包体。其次，虽然

含矿砂体中未见大量黄铁矿，且硫含量也不是特别高，但相关分析表明在铀沉淀还原作用

中，硫的贡献大于地层中的有机炭，可以推测油气作用可能使地层中产生多量黄铁矿，由

于其对层间含氧含铀水的还原作用而大量消耗，成矿后地层中的黄铁矿减少。该区自生矿

物（主要为黄铁矿）占重矿物 44.9%～83.7%，且常见黄铁矿氧化形成的（赤）褐铁矿假

象，支持上述推测。 
二次还原造成退色化的岩石颜色为白色、灰白色砂岩，较集中分布于紫红色泥岩的下

方，含矿层的上方分布不甚规则，成层性也不明显，往下部逐渐减弱。 
4. 4  矿床成因及成矿机制 

根据钱家店砂岩铀矿成矿控制因素及成矿特征分析，该区铀矿成因类型属与油气还原

作用有关的层间氧化带砂岩型板状铀矿床。其依据有：  
晚白垩世嫩江期后盆地抬升与掀斜运动使东部白垩纪地层向盆地中心缓倾斜，且倾角

不大（＜10°），东部地层长期裸露遭受剥蚀，为含铀含氧水向含矿岩系（姚家组地层）

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地层的小角度缓倾有利于含铀含氧水的缓慢运移。 
含矿岩系为具有一定规模、稳定发育的砂体，姚家组下段和姚家组上段灰色含矿砂体

的产状及厚度稳定，连续性好，为含铀含氧层间水的运移提供了通道。 
含矿地层具有泥-砂-泥结构，姚家组含矿砂体上下共有三层泥岩隔水层，泥岩厚度及

产状稳定，连续发育，无明显构造破坏，三层泥岩隔水层把姚家组分隔为姚下段和姚上段

两个含矿含水岩系，构成泥-砂-泥-砂-泥结构，为层间水运移聚集提供了可能。 
铀矿化带中铀及伴生元素具有一定分带性，矿化带东南部硒富集说明含铀含氧水来自

东南部蚀源区，矿床东南部仅 8 km 为含矿地层姚家组前第四纪剥蚀出露区。盆地东南部

蚀源区富铀酸性侵入岩广泛发育，说明其良好的铀源条件。 
在矿区中所见氧化砂岩为层间氧化带的前峰部位，规模不大，但黄色砂岩的后生氧化

蚀变甚为明显。其发育部位为矿区的东南部和矿体下部。规模大的强氧化带应在矿区的东

南方向直至前第四纪的姚家组地层裸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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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成矿条件研究表明，铀矿化带产于层间氧化-还原过渡带，矿化带具明显还原地球化

学障，∆Eh=29.25 mV；但无酸化地球化学障出现，pH=9.10。矿化带中还原作用主要依靠

油气二次还原，空间上深部油气渗漏构造控制着铀矿化带的发育和定位；该区无酸性地球

化学障产生是由于含矿地层中碳酸盐含量较高，碱化作用较强的缘故。 
铀矿化带延伸很长距离，铀矿体为板状、透镜状，而无卷状矿体，这是由于矿化带无

酸化地球化学障出现，碱性条件下要求介质有更高的还原性才能使铀沉淀富集，而本区还

原地球化学障又不是特别强烈，故对含铀含氧水还原作用缓慢进行，氧化带、过渡带、原

生带分带不截然，矿化带发育很长，卷状矿体无法形成，而形成长板状、透镜状矿体。 
铀矿为后生成因，铀成矿作用有两期，成矿年龄为 53±3 Ma 和 7±0 Ma。 
含矿地层具铀的预富集，其依据是： 
钱家店铀矿床含矿地层的铀含量较高，在勘探范围内（钱Ⅱ块地段）含矿砂体铀含量

普遍达 n×10-6～n×10-5，高出砂岩克拉克值几倍至几十倍。此外，在含矿砂体内的深灰

色泥岩透镜体夹层中亦常见铀矿化。这些铀的富集特征表明，沉积成岩时就有铀的预富集。 
4. 5  铀成矿机制 
    钱家店铀矿床铀成矿过程经历含矿岩系沉积预富集阶段、层间氧化作用阶段、油气还

原铀成矿阶段。 
（1）预富集阶段 
含矿地层姚家组弱还原性含铀灰色砂体是铀成矿的物质基础。灰白色弱还原性砂体的

存在说明其形成环境为相对潮湿的气候，而其较高的铀含量说明物源来自富铀的蚀源区岩

石。 
（2）层间氧化作用阶段 
松辽盆地南部在晚白垩世嫩江期后的抬升和掀斜运动，使盆地东缘地层长期裸露剥

蚀，古地表含铀含氧水沿地层中的渗透性的砂体下渗，形成含铀含氧层间水向西北方向（盆

地中心）运移，姚家组含矿砂体上下泥岩隔水层的稳定发育，使层间水得以长距离迁移。

层间水在运移过程中对含铀砂体中预富集的铀进行氧化，使地层中的铀带出进一步形成含

铀含氧水，在氧化带中迁移。 
（3）油气还原铀成矿阶段 
钱家店铀矿床西北部断裂构造发育，沟通了深部油气层。沿断裂带上升的油气扩散到

渗透性较好的姚家组砂岩层中，由于砂体上部泥岩隔水层的屏蔽，油气聚集于砂体的上部，

并沿砂体向氧化带方向运移，形成局部还原障（见图 2）。 
油气的还原作用包括对砂体的还原和对铀的直接还原。油气对砂体的还原作用一是对

氧化砂体的二次还原，即通过油气酸性蚀变（如高岭土化）使氧化岩石褪色化，这种氧化

砂体既可以是姚家组中原生沉积的浅紫色砂体，也可以是遭受层间氧化作用形成的氧化

（带）砂体；二是增强弱还原性灰色砂体的还原能力。油气作用无论是对氧化砂体的二次

还原（褪色化蚀变），还是增强灰色砂体的还原能力，均为层间氧化带中铀的沉淀富集准

备了局部还原环境（还原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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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油气作用与板状铀矿体关系图 

 
油气对铀的直接还原作用：油气不仅对砂体进行褪色还原，由于油气存在于岩石裂隙

或碎屑表面，或溶于含铀含氧水中，还对含铀含氧水直接进行还原。油气的还原作用可能

降低了铀沉淀作用的∆Eh 和 pH 条件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铀成矿作用过程中可能不仅仅起还原作用，油气本身可能把含油层

中的铀携带上升并参与了铀的成矿富集作用。 
 

 

图 3  钱家店铀矿床铀成矿作用示意图 

1. 泥岩；2. 砂岩；3. 变质岩；4. 花岗岩；5. 氧化砂体；6. 断层； 

7. 铀矿体；8. 含铀含氧水运移方向；9. 油气运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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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还原地球化学障不是特别强烈，加上碱化作用较强，无酸性地球化学障出现，缓

慢的还原作用使过渡带（铀矿化带）延伸很长，铀矿体呈长板状、透镜状发育。姚家组下

段长板状矿体部分可能是由于下部氧化带（前锋）含铀含氧水与上部油气作用较强还原性

砂体间形成垂向氧化还原介面，沿该介面呈面状沉淀富集（见图 2）。铀成矿作用过程如

图 3 所示。 
 
5  主要结论及创新成果 
 

本报告是对松辽盆地钱家店凹陷砂岩型铀矿成矿预测评价研究、揭露勘探成果及地质

综合研究的系统总结，展现了钱家店砂岩型铀矿床从发现异常、进行评价预测，到揭露勘

探提交工业铀资源/储量、成矿特征和成因机制研究的全过程，并取得以下主要结论和创新

成果： 
（1）阐明了松辽盆地蚀源区岩石和盆地构造演化史，对形成富铀砂体和层间氧化带

及提供铀源有利。对松辽盆地西南部区域地质研究表明，松辽盆地的基底、特别是蚀源区

岩石是形成富铀砂体的良好物源；盆地演化过程是提供含铀含氧水的重要条件。 
（2）确定了钱家店凹陷姚家组地层是该区寻找砂岩型铀矿的目的层。该区姚家组主

要属于辫状河流相，具有很好的泥-砂-泥结构，呈缓倾单斜层，砂体厚度适中，延伸稳定，

在凹陷边部有沟通深部油气的 NE 向断裂。这些特点为层间氧化带含氧含铀层间水的迁移

聚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钻探验证结果证实了初期预测评价的正确性。对钱家店凹陷预测了三片成矿有

利远景区，对其中钱Ⅱ块远景区（I级远景区）经过对 06～07 号勘探线间 0.62 km2 面积内

的勘查，落实了一个中等规模的铀矿床。 
（4）基本查明了含矿地层的结构和砂体的特征。上白垩统姚家组为该区含矿地层，

含矿层上下为区域性分布较稳定的泥岩隔水层（厚 5～10 m），含矿层中部还发育有一层

稳定的泥岩隔水层（厚 5～10 m），把姚家组地层分为上下两个含矿含水层。含矿主岩主

要为灰色长石砂岩，以细粒砂岩为主，岩石孔隙度平均 30.3％。含矿砂体在矿区中分布相

对较稳定，夹有数层规模很小的灰色泥岩、粉砂岩的不连续透镜体。 
（5）查明了矿石物质成分、伴生元素组成及铀的存在形式。矿石呈细粒结构，多数

较疏松，少数胶结较好、较致密。矿石碎屑成分以长石为主，含少量岩屑；粘土矿物以高

岭石为主，伊利石、伊蒙混层次之。铀在矿石中以分散状吸附为主，富矿石含少量沥青铀

矿。伴生元素主要是 Re 和 Se。Re 与 U 呈正相关，富集部位与铀矿化带相吻合，可综合

利用。 
（6）基本查明了矿床成矿水文地质条件及地浸开采工艺水文地质条件。顶底板隔水

层产状稳定、隔水性能好。含矿含水层涌水量大，较有利于地浸开采。虽渗透性较差，但

属可地浸的条件。尤其本矿床姚家组下段承压水水位埋深较浅，承压水头高度大，对地浸

采矿有利。这些成果为该矿床今后地浸开采工艺设计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 
（7）成矿规律及矿床成因研究取得重要突破。指出：① 沉积成岩期铀的预富集是铀

成矿的基础。② 层间氧化作用是后生再富集的决定因素。③ 油气的还原作用是再富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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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条件。④ 铀矿石的 U-Pb 等时线年龄为 53±3 Ma 和 7±0 Ma。该时期正是本区始新

世、中新世抬升剥蚀期，古气候为干旱、半干旱，有利于层间氧化带的发育和砂岩型铀矿

的形成。 
本研究确定了钱家店铀矿床是属于与油气二次还原作用有密切关系的层间氧化带型

砂岩铀矿床。这是松辽盆地发现的第一个砂岩型铀矿床，是松辽盆地铀矿找矿工作的重大

突破，对今后松辽盆地的找铀意义重大，它既奠定了松辽盆地作为我国北方重要产铀盆地

之一的地位，也预示着该盆地具有良好的成矿和找矿前景；钱家店铀矿床是目前我国发现

的第一个砂岩型板状铀矿床，矿体形态简单、稳定性及连续性之好也是国内罕见；对其成

矿条件及成因机制的研究填补了我国该类型铀矿床研究的空白；该类型铀矿床成矿模式的

建立及其应用，对松辽盆地铀矿找矿工作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加本项研究工作的还有：陆士立、李月湘、田时丰、张泽贵、孙希勇、王祁军、王 
凯、曹 君、崔建勇、侯艳先、陈庆峰、石建义、葛家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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