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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二连盆地中部古河道型铀矿床中
烃类流体特征与铀成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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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过对二连盆地中部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古河道型铀矿床砂岩中的酸解烃特征进行分析, 探讨了

酸解烃中烃类气体组成特征、成因及来源, 并结合该区铀矿分布富集的地质特征初步探讨了该区油气与砂
岩型铀成矿关系。结果表明, 赛汉组上段古河道砂体中 CH4 及 C2+含量与铀含量呈正比, 且在氧化带、氧化
还原过渡带和还原带内烃类含量具明显的分带性。酸解烃气体组成特征参数 C1/ΣC、C1/C2+、C2/iC4、C2/C3、
iC4/nC4、iC5/nC5、ln(C1/C2)、ln(C2/C3)表明, 研究区赛汉组上段古河道砂体中的烃类气为有机成因的油型气,
烃类气主要处于成熟-高成熟阶段, 主要为原油伴生气和原油裂解气。根据研究区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及生

S

排烃史分析认为, 该区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古河道型铀矿床中烃类气主要来源于下白垩统阿尔善组(K1ba)
湖相腐泥型或偏腐泥型烃源岩, 其次为腾一段(K1bt1)低熟-成熟阶段的湖相烃源岩。研究区深大断裂、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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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面、主砂体或裂隙是该区深部油气向上逸散的主要通道, 深大断裂及不整合面附近应是该区砂岩型铀矿
找矿的重点方向; 油气在该区古河道砂岩型铀成矿作用过程中具有吸附作用、还原作用和保矿作用, 区内
砂岩型铀成矿期次、油气聚散史明显受控于晚白垩世末—古新世期的反转构造作用。
关键词: 烃类流体; 砂岩型铀矿; 铀成矿特征; 古河道; 二连盆地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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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Uranium Mineralization and Hydrocarbon
Fluids Characteristics in Paleo-channel Uranium Deposits
of Central Erlian Basin,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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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idolytical hydrocarbon in sandstones of the paleo-channel
uranium deposits in the upper section of Lower Cretaceous Saihan Formation in central Erlian basin,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the hydrocarbon composition, origin and source of the hydrocarbons in the acidolytical hydrocarbon.
Besides, combined with distribution and enrichment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ranium deposits in this area,
the authors preliminaril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ndstone-typ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and oil-ga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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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sand body of the upper section of Saihan Formation, content of CH4 and C2+ is
positively proportional to uranium content, whereas in the oxidation zone, the redox transition zone and the
reduction zone, hydrocarbon content develops with obvious zonation. Gas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acidolytical hydrocarbon, i.e., C1/ΣC, C1/C2+, C2/iC4, C2/C3, iC4/nC4, iC5/nC5, ln(C1/C2), and ln(C2/C3), show
that hydrocarbon gas developed in sand body of the upper section of Saihan Formation is organically formed
oil-type gas mainly in the high maturity maturation stage, and is mainly composed of crude oil associated gas and
crude oil cracked gas. According to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urce rock and analysis of hydrocarbon
generation and expulsion history,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hydrocarbon gas in paleo-channel uranium deposit
developed in upper section of Lower Cretaceous Saihan Formation is mainly generated from Lower Cretaceous
Aershan Formation (K1ba) lacustrine sapropel or partial sapropel source rock, followed by 1st section of
Tenggeer Formation (K1bt) low mature-mature lacustrine source rock. Main channels for upward escape of deep
oil and gas consist of deep faults, unconformity surfaces, main sand bodies or fissures in the study area, in which
the deep faults and unconformity surfaces should be the key interest for exploration of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this area. In the process of paleo-channel sandstone-typ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this area, oil and
gas play a role in adsorption, reduction and ore-enrichment effect. The mineralization of sandstone-type uranium
and oil and gas accumulation evolution are obviously controlled by the inversion developed at the end of Late
Cretaceous-Paleocene.
Key words: hydrocarbon fluid; sandstone-typ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anium mineralization;
paleo-channel; central Erlian basin

演化特征、输导体系特征、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及

中蕴藏丰富的油气、煤、芒硝、铀矿等其它多能源

生排烃史、含矿砂体中酸解烃组分特征、蚀变特征

S

二连盆地是我国典型的多能源富集盆地, 盆地

及铀成矿地质特征来探讨该区砂岩型铀矿与油气相

2008; 李月湘等, 2009; 王东东等, 2013; 刘武生等,

互作用关系, 以期为二连盆地古河道型铀矿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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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产 (杨 建 业 , 2004; 易 世 威 等 , 2006; 闫 文 华 等 ,
2013, 2015, 2018; 康世虎等, 2017)。石油、煤炭、

勘探突破提供地质-地球化学依据及理论支撑, 有

核工业系统在该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对单一

助于扩大勘查研究方向和提高能源资源勘查效率。

矿产的成矿(藏)特征及成矿(藏)机理研究都较为透

二连盆地位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缝合

线的构造部位, 是在天山—兴蒙造山系的基础上,

作用关系研究较少。目前已在该盆地巴音都兰、乌

经燕山期拉张翘断构造应力场作用而发育起来的以

里亚斯太、赛汉塔拉、吉尔嘎朗图、额仁淖尔、阿

裂陷为主要特征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 总面积约

南阿北、洪浩尔舒特、白音查干等 10 多个凹陷中发

1.0×105 km2, 共划分为“五坳一隆”6 个构造单元(图

现油田 21 个(易世威等, 2006; 刘震等, 2006; 赵贤

1), 即川井、乌兰察布、马尼特、乌尼特和腾格尔

正等, 2015), 并在盆地中相继发现了多个大-中型铀

坳陷以及苏尼特隆起, 整体呈北东向和北北东或北

矿床, 其中同沉积泥岩型铀矿床有努和廷超大型、

东东向展布(赵澄林等, 1996; 祝玉衡等, 2000), 是

苏崩中型和查干小型铀矿床, 古河道砂岩型铀矿床

我国典型的多能源富集盆地, 同时也是我国北方主

C

彻, 但关于盆地中多种能源间的同生共存或共生的

有巴彦乌拉和哈达图大型、赛汉高毕中型、巴润小

要的砂岩型铀矿基地之一(李月湘等, 2009; 刘武生

型等铀矿床, 形成了以努和廷沉积成岩型为代表的

等, 2013, 2015, 2018; 康世虎等, 2017)。二连盆地各

额仁淖尔铀成矿带和以巴彦乌拉古河道型为代表的

凹陷均为独立的沉积体系, 彼此相互长期分隔, 但

巴—赛—齐铀成矿带(刘武生等, 2013, 2015, 2018;

又具有相似的构造演化及沉积充填特征, 盆地经历

康世虎等, 2017)。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区这些铀矿

了多期的构造叠加与改造, 根据盆地构造发育特征

床及铀成矿带一般都位于含油气凹陷边部及浅部,

及沉积充填史, 可将盆地中新生代构造演化划分为

深部早期形成的油气藏由于后期构造作用而发生调

以下 4 个阶段: 三叠纪—板块碰撞强烈挤压隆起阶

整改造和破坏, 导致油气向构造斜坡带及浅部地层

段、侏罗纪—构造体制转换阶段、白垩纪—断陷盆

发生运移和逸散, 油气运移过程中必然会对途经的

地发展消亡阶段、新生代—二连盆地走滑-挤压隆升

地层或岩石产生不同程度的后生还原蚀变作用, 巴

阶段。盆地自下而上依次发育了中下侏罗统阿拉坦

—赛—齐铀成矿带地表及含矿砂体中见到的沥青

力群(J1-2al)、下白垩统阿尔善组(K1ba)、腾格尔组

质、油浸砂岩、油斑及褪色蚀变等现象就是油气作

(K1bt)和赛汉组(K1bs)、上白垩统二连组(K2e)、始新

用的证据。但目前关于研究区砂型铀矿与油气相互

统伊尔丁曼哈组(E2y)、中新统通古尔组(N1t)和第四

作用的研究鲜有报道, 因此本文主要从研究区构造

系(Q)地层(赵澄林等, 1996; 尹志军等, 2009; 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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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 2015)。目前盆地中残留的地层主要以下白垩

(K1bs1)湖相泥岩及炭质泥岩, 二者分布较稳定, 构

统沉积为主, 同时也是油气、砂岩型铀矿和煤炭等

成了良好的泥-砂-泥结构, 有利于层间氧化带的形

多能源富集的主要层位。盆地中共发育了 4 套暗色

成和稳定展布。矿体在平面上多呈与古河道砂体展

泥岩, 即阿尔善组(K1ba)、腾一段(K1bt1)、腾二段

布一致的带状分布, 剖面上矿体形态比较复杂, 常

2

(K1bt )和赛汉组(K1bs), 其中阿尔善组和腾一段暗

呈透镜状、似层状、堆状或似卷状, 但卷状的凸面

色泥岩厚度大, 有机质丰度高(TOC=1.40%~3.48%,

常常不是指向古河道的下游, 而常指向古河道中心

平均为 2.69%)、母质类型好(主要以Ⅱ 1 型为主, 部

(刘武生等, 2015)。

分 为 Ⅰ 和 Ⅱ 2 型 ) 、 生 烃 潜 量 大 (S1+S2=2.49~
15.56 mg/g, 平均为 12.42 mg/g), 有机质主要处于

1

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低熟-高成熟阶段(阿尔善组 Ro=0.8%~2.0%, 腾一段

本次分析的 134 件样品均采自巴彦乌拉、赛汉

Ro=0.5%~1.3%), 是盆地中油气的主要烃源层段。腾

高毕和齐哈日格图铀矿床钻孔岩心, 主要针对原生

二段地层岩性主要以暗色泥岩为主, 有机质丰度高

带、氧化-还原过渡带和氧化带进行系统采样, 其中

(TOC 平均为 2.07)、类型较差(主要为Ⅱ 2 型)、有机

巴彦乌拉矿区 40 件、赛汉高毕矿区 49 件、齐哈日

质成熟度低(Ro＜0.5%, 主要处于未熟阶段), 不能

格图铀矿床 45 件。野外采集的岩心样品在做实验分

作为盆地的有效烃源层段(方杰, 2005; 赵文智和方

析前, 先将其自然晾干、使用研钵将样品捣碎, 过

杰, 2007; 王会来等, 2013; 赵贤正等, 2015; 丁修建

筛(40 目), 混匀; 然后用天平秤取 50 g样品置于烧

等, 2015; 王建等, 2015)。

瓶中, 加入盐酸使样品中碳酸盐矿物发生分解, 释
2

放出来的气体经碱性溶液装置除去二氧化碳(CO2)

白垩统二连组(K2e)砂体是二连盆地砂岩型铀矿的

气体; 待烧瓶中酸解完成后(不再产生气泡), 用微

主 要 找 矿 目 的 层 , 其 次 为 赛 汉 组 下 段 (K1bs1)砂 体

量注射器抽取一定量的气体, 进行烃类气体组分含

S

经钻探证实, 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K1bs )和上

量测试。酸解烃分析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

2017), 含矿部位主要为河床滞留、心滩和边滩砂

测试研究所完成, 分析测试仪器为GC7890F气相色

AG

(聂逢君等, 2010; 刘武生等, 2013, 2015; 康世虎等,
体。剖面上, 铀矿体趋向于河道亚相内沉积微相变

谱仪, 分析项目包括甲烷(C1)、乙烷(C2)、丙烷(C3)、

异部位, 受潜水氧化带和层间氧化带控制明显, 在

正/异丁烷(nC4/iC4)及正/异戊烷(nC5/iC5)含量, 分析

底部可见到花岗岩和变质岩成分的卵石。岩性主要

误差＜5%。

为灰、深灰色含砾中-粗粒、中-细粒砂岩, 主要以泥

C

质胶结为主, 局部为钙质胶结, 砂体松散、成岩性

差, 固结程度低。该区含矿目的层隔水顶板为泥岩、
泥质粉砂岩, 隔水底板为下白垩统赛汉组下段

图1
Fig. 1

2

烃类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来源
烃类气体的来源主要有三类, 生物成因气、油

型气和煤成气(戴金星等, 1992; 张水昌和朱光有,

二连盆地构造位置及构造单元划分

Tectonic position and division of tectonic units of the Erli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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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戴金星等, 2008)。通过对前苏联、美国、德

且C2/C3＜2 为干酪根裂解气, 反之为原油裂解气。

国及中国十二大含油气盆地中大量酸解烃特征组分

巴彦乌拉地区赛汉组上段砂体中烃类气的C2/C3 值

+

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认为, 可以利用C1/ΣC、C1/C2 参

分布范围为 2.04~6.91, 其值均大于 2, 平均为 3.62;

数判识烃类气体成因(赵兴齐等, 2016), 生物成因气

C2/iC4 值分布范围较广, 分布在 25.65~168.57 之间,

+

C1/ΣC值分布在 0.99～1.0 之间、C1/C2 值＞100, 其

其值均大于 10, 平均为 62.78。赛汉高毕地区赛汉

值明显高于油型气和煤成气; 油型气的C1/ΣC值主

组 上 段 砂 体 中 烃 类 气 的 C2/C3 值 分 布 范 围 为

+

要分布在 0.70～0.98 之间, 其C1/C2 值分布在 2~10

1.83~5.93, 仅有 1 个样品的C2/C3 值小于 2, 平均为

之间; 煤成气的C1/ΣC值分布在 0.90~0.99 之间、

3.62; C2/iC4 值分布范围较广, 分布在 33.69~96.34

+

C1/C2 值分布在 10~100 之间。根据上述特征, 建立
+

之间, 其值均大于 10, 平均为 58.52。齐哈日格图地

了利用C1/ΣC-C1/C2 关系判识烃类气成因的模板图,

区赛汉组上段砂体中烃类气的C2/C3 值分布范围为

将研究区样品投入该图中, 其样品几乎全落入油型

1.63~3.82, 仅有 2 个样品的C2/C3 值小于 2, 平均为

气范围内(图 2), 少许几个落入混合气范围。表明二

2.69; C2/iC4 值分布范围较广, 分布在 31.71~122.69

连盆地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古河道砂体中的烃类气

之间, 其值均大于 10, 平均为 66.30(图 3)。以上特

主要是腐泥型或偏腐泥型母质生成的油型气, 干燥

征表明, 二连盆地赛汉组上段砂体中烃类气体主要

系数(C1/C1-5)集中分布在 0.70~0.90 之间, 重烃气

来源于深部烃源岩在成熟-高成熟阶段生成的原油

+

(C2 ) 含 量 较 高 , 其 含 量 均 大 于 5%, 集 中 分 布 在

裂解气, 应主要来源于下白垩统阿尔善组(K1ba)成

10%~25%之间, 平均为 20.08%, 为典型的湿气; 齐

熟-高成熟阶段和腾一段(K1bt1)低成熟-成熟阶段湖

哈日格图地区少许几个样品落入油型气区域外的左

相烃源岩, 而未熟-低熟阶段的腾二段(K1bt2)烃源岩

下侧, 可能与烃类气成熟度较低有关。以上特征表

贡献可能较小。
王云鹏等(2007)根据不同成熟度下烃源岩与烃

-高成熟阶段的油型气, 且主要为原油伴生气(戴金

类气中iC4/nC4、iC5/nC5 关系建立了判识不同母质来

星等, 1992; 胡安平等, 2007), 这与盆地下白垩统阿

源的天然气判识图版, 其中以iC 4 /nC 4 等于 0.9、

1

AG

S

明, 研究区赛汉组上段砂体中的烃类气主要为成熟

尔善组(K1ba)和腾一段(K1bt )偏腐泥型的湖相烃源

iC5/nC5 等于 0.85 作为原油裂解气与干酪根初次裂

岩热演化程度相当。

解气的界限值。巴彦乌拉、赛汉高毕、齐哈日格图
地区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砂体中烃类气主要落入分

C2/iC4、C2/C3 参数与天然气成熟度有很好的相关性,

散液态烃裂解气和原油裂解气的分布范围, 反映地

可作为天然气成熟度的定性判识指标; 张敏等

层中烃类气的成熟度较高(图 4)。同时烃类气组分中

(2008)通过热模拟实验进一步提出干酪根裂解气与

iC4/nC4 值能很好地区分天然气的成因类型, 油型气

原油裂解气的C2/iC4、C2/C3 界限值, 即C2/iC4＜10,

中该比值小于 0.80, 而煤成气中该比值均大于

C

Hill et al.(2003)根据原油裂解实验结果, 提出

0.80(高岗等, 2003)。二连盆地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
砂体中酸解烃气体组分iC4/nC4 值分布范围为

图2

二连盆地赛汉组上段砂体中
烃类气体成因类型划分
+

Fig. 2 Diagram showing C1/ΣC, C1/C2 genetic types
of hydrocarbon gas in Upper Saihan Formation
of the Erlian basin

图3

利用 C2/C3 与 C2/iC4 关系判识赛汉组上段
砂体中烃类气成因类型

Fig. 3 Diagram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genesis by
C2/C3 and C2/iC4 in Upper Saihan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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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利用 iC4/nC4 与 iC5/nC5 关系判识赛汉组上段
砂体中烃类气成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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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ln(C1/C2)与 ln(C2/C3)关系判识赛汉组上段
砂体中烃类气成因类型

Fig. 5 Diagram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genesis by
ln(C1/C2) and ln(C2/C3) in Upper Saihan Formation

Fig. 4 Diagram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genesis by
iC4/nC4 and iC5/nC5 in Upper Saihan Formation

0.16~0.55 之间, 平均为 0.31, 其值明显小于 0.80,
表明该烃类气体主要为油型气, 其成烃母质应来源
于低等水生生物为主的腐泥型(Ⅰ)或偏腐泥型(Ⅱ 1)

油气与砂岩型铀成矿作用关系探讨

3.1

含矿砂体及围岩中酸解烃分布特征
还原剂对于砂岩型铀成矿至关重要, 砂岩型铀

S

的有机质, 这与二连盆地下白垩统阿尔善组(K1ba)

3

1

成矿富集部位通常在氧化-还原过渡带, 铀富集成

和Ⅱ 2 型)地球化学特征相吻合。

矿是将活化的U6+ 还原成稳定的U4+ 铀矿物, 因此无

AG

和腾一段(K1bt )湖相烃源岩(主要为Ⅱ 1, 部分为Ⅰ

论是同沉积泥岩型还是砂岩型铀成矿均需要还原剂

相关图版判识现今天然气是干酪根初次裂解气还是

才能促使变价行为的发生, 而储层中的油气可以为

原油的二次裂解气。干酪根初次裂解气是以甲烷的

这种特殊环境提供给所需的氧化-还原剂。大量研究

快速增长为特征, 其天然气ln(C1/C2)值较ln(C2/C3)

表明, 我国北方多能源沉积盆地中的铀矿体一般位

值变化大, 在ln(C1/C2)与ln(C2/C3)关系图中趋势线

于深部油气渗出运移前锋线受阻处与地表含氧含铀

几乎水平; 原油裂解产生的天然气ln(C2/C3)值的变

水渗入 的混 合部位, 即 氧化-还 原过 渡带(刘 池洋 ,

化比ln(C1/C2)值更大, 在图中近乎垂直(王云鹏和田

2005; 刘池洋等, 2006; 吴柏林等, 2006; 彭云彪等,

静, 2007)。二连盆地巴彦乌拉、赛汉高毕、齐哈日

2007; 李增学等, 2007; 邢秀娟等, 2008; 宫文杰和

格图地区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砂体中烃类气体的

张振强, 2010; 赵兴齐, 2016)。二连盆地是我国典型

ln(C1/C2)值集中分布在 1.19~2.20, ln(C2/C3)分布范

的多能源沉积盆地, 因此有必要对盆地中油气与砂

围 为 0.49~1.93, 整 体 上 ln(C2/C3) 值 的 变 化 比

岩型铀成矿关系进行分析, 明确油气在该区砂岩型

ln(C1/C2)值更大, 在图中近乎垂直(图 5), 表明研究

铀成矿过程中的作用。从研究区下白垩统赛汉组上

区砂体中烃类气体具有原油裂解气的特征, 这些烃

段砂体中烃类气的分布特征可知, 含矿或矿化砂体

类气体应主要来源于成熟度较高的腐泥型和偏腐泥

中CH4 及C2+含量明显高于非矿化砂体, 表明该区砂

型烃源岩。

岩型铀成矿与烃类气体侵入存在一定关联。为进一

C

Prinzhofer et al.(1995)利用ln(C1/C2)与ln(C2/C3)

综上所述, 二连盆地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古

步明确该区油气与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古河道型铀

河 道 砂 体中烃 类 气 主要为 有 机 成因的 油 型 气, 为

矿之间的作用关系, 本文主要从研究区构造演化特

腐泥型和偏腐泥型有机质在成熟-高成熟热演化阶

征、输导体系(主砂体、断裂与层序界面)特征、烃

段的产物。结合该区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油气地

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及生排烃史、下白垩统赛汉组上

球 化 学 特征及 来 源 综合分 析 认 为, 研 究 区 赛汉组

段古河道砂体中酸解烃组分特征、蚀变特征及铀成

上段古河道砂体中烃类气应主要来源于下白垩统

地质特征来阐述该区油气与铀成矿作用关系。

1

阿 尔 善 组 (K 1ba)成 熟 -高成 熟 阶 段 和腾 一 段 (K1bt )

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将赛汉组砂体分为原生带、

低熟-成熟阶段湖相腐泥型和偏腐泥型烃源岩, 而

氧化-还原过渡带和氧化带, 并根据各带砂体中烃

2

腾二段(K 1t )未熟烃源岩对该区砂体中烃类气几乎

类气特征来判识该区铀成矿作用过程中是否有油气

没有贡献。

的参与。巴彦乌拉、赛汉高毕和齐哈日格图铀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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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汉组砂体中酸解烃含量较高, 且在氧化带、氧化

125 Ma)开始进入生烃阶段, 一直持续到赛汉组沉

还原过渡带和还原带内具明显的分带性, 即烃类组

积末期(105—100 Ma)才先后进入生烃高峰期和热

+

裂解生凝析油、湿气阶段。晚白垩世末—古新世

(22～52) μL/kg; 氧化-还原过渡带最高, CH4 (419～

(100—65 Ma), 盆地经历了一次近东西向的挤压,

分在氧化带含量较低, CH4 (92～205) μL/kg, C2
+

582) μL/kg, C2 (77～173) μL/kg; 还原带介于二者
+

普遍形成了一系列压性、压扭性反转构造, 造成二

之间, CH4 (60～273) μL/kg, C2 (26～76) μL/kg(表 1);

连盆地整体抬升, 遭受剥蚀, 盆地中大部分地区未

CH4、C2+ 含量与铀含量呈正比, 说明油气作为还原

接受沉积, 仅在西南部地区沉积 100~500 m 厚的新

介质参与了该区砂岩型铀成矿作用。含矿砂体中

近系红层, 盆地中大部分地区缺失上白垩统和古新

CO2 含量明显高于非含矿砂体, 这主要由于二连盆

统地层; 构造反转导致差异抬升, 形成多个构造天

1

地下白垩统阿尔善组(K1ba)和腾一段(K1bt )烃源岩

窗, 为层间氧化和潜水氧化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

的岩性主要以泥质岩和碳酸盐岩类为主(祝玉衡等,

从而广泛发育层间氧化铀成矿作用; 由于地层的抬

2000; 王会来等, 2013), 随烃源岩热演化程度的增

升剥蚀, 导致盆地下白垩统烃源岩生烃作用停止。

高, 由于碳酸盐岩、泥质岩中碳酸岩矿物及碎屑岩

综上所述, 二连盆地下白垩统储层油气充注时间主

中碳酸盐胶结物有很大的热不稳定性, 在成岩过程

要为晚白垩世腾二段沉积期到赛汉组沉积期

中都会不同程度地生成CO2(戴金星等, 1992; 王国

(124.50—100 Ma), 油气主要为一期充注, 而在近
洼缓坡部位存在两期充注(刘震等, 2007; 陈哲龙等,
2015a); 油气藏主要聚集在下白垩统阿尔善组和腾

同样反映油气参与了该区砂岩型铀成矿作用。一般

格尔组有利圈闭中, 发育自生自储型和下生上储型

而言, 多能源沉积盆地中油气-煤-铀矿空间上具有

油气藏(祝玉衡等, 2000)。古新世(65 Ma)以来, 二连

下部油气、中部煤、上部铀的分布特点, 二连盆地

盆地整体处于快速抬升期, 不同地区抬升幅度有所

S

安等, 2001), 而这些产生的CO2 会随油气进入到适
合的圈闭中聚集, 研究区CO2 含量的这种变化特征

不同。总体而言, 盆地西南部抬升幅度最大, 其次

储集层中, 煤主要赋存在赛汉组下段河流相、湖沼

为巴音宝力格隆起的南缘, 而盆地内部各凹陷沉积

AG

中油气主要产于下白垩统阿尔善组和腾格尔组有利

中 心 的 抬 升 幅 度 最 小 , 其 抬 升 幅 度 从 350 m 到

组上段和上白垩统二连组古河道砂体中。

2 700 m 不等(刘武生, 2018), 导致研究区早期形成

3.2

烃源岩生排烃史及油气成藏特征

的油气藏大部分发生调整、改造和破坏, 油气沿不

二连盆地下白垩统自下而上发育了阿尔善组

整合面及断裂等优势运移通道向上覆地层运移扩散,

(K1ba)、腾格尔组(K1bt)和赛汉组(K1bs)三套暗色泥

在适合的圈闭中聚集成藏形成次生油气藏或向地表

岩, 其中阿尔善组和腾一段是研究区油气的主力烃

逸散形成地沥青和油砂。研究区巴彦乌拉、赛汉高

源岩, 而腾二段和赛汉组暗色泥岩主要处于未熟阶

毕及齐哈日格图铀矿床中砂体中常见油斑、褪色蚀

段, 生烃能力有限。阿尔善组烃源岩在腾一段沉积

变以及近地表形成地沥青和油砂, 光薄片中常见短

早期开始进入生烃阶段(Ro>0.5%), 腾一段沉积中

脉状和不等粒的团块状, 部分呈长条状、粒状地沥

期开始进入大量生烃阶段(Ro>0.7%), 腾二段沉积

青(图 7)。铀矿物常包裹在地沥青中或吸附在地沥青

初期已进入热裂解生凝析油湿气阶段(高成熟阶

表面, 呈共生或伴生关系, 表明研究区油气与砂岩

段)(Ro>1.2%); 腾一段烃源岩在腾一段沉积中期开

铀成矿必然存在某种关联。

始进入生烃阶段, 在腾二段沉积末期进入大量生烃

3.3

C

相沉积环境中, 砂岩型铀矿主要产于下白垩统赛汉

反转构造与砂岩型铀成矿关系

阶段, 受热演化程度影响盆地中该段烃源岩绝大部

反转构造的表现形式、构造形态、反转强度及

分未进入热裂解生湿气阶段(图 6)。总体而言, 阿尔

反转期次是二连盆地内烃源岩的生排烃期次、油气

善 组 、 腾 一 段 烃 源 岩 从 腾 一 段 沉 积 时 期 (130 —

能否聚集成藏的关键控制因素, 同时也是盆地内砂

表1
Table 1
地区
巴彦乌拉
赛汉高毕
齐哈日格图

二连盆地赛汉组砂体内酸解烃含量特征/(μL/kg)

The content of acid solution hydrocarbon in the sand body of Saihan Formation in Erlian basin (μL/kg)
氧化带

氧化还原过渡带

原生带

CH4

205(11)

582(15)

273(14)

C2 +

52(11)

173(15)

76(14)

CH4

136(11)

419(16)

170(22)

C2 +

31(11)

77(16)

39(22)

CH4

92(20)

497(15)

60(10)

C2 +

22(20)

115(15)

26(10)

注: 括号内为样品数。

成矿类型
油气叠加改造
油气叠加改造
油气叠加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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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型铀成矿的关键控矿因素之一。二连盆地的形成

坳陷(K1s2)与强烈反转期(K2e-E2y)3 期断陷(坳陷)沉

与演化主要经历了中侏罗世—晚侏罗世的初始断陷

积-反转作用的交替演化过程(陈哲龙等, 2015b; 刘

(J1-2)与反转期(J3)、早白垩世末—赛汉早期的强烈断

武生等, 2018)。其中, 晚侏罗世反转构造为盆地早

1

白垩世强烈断陷提供了丰富物源; 赛汉早期反转构

陷(K1a-K1t)与反转期(K1s )、晚白垩世末—古新世的

造形成寻找砂岩铀矿的有利相带, 并抬升至地表发
育潜水氧化作用; 赛汉晚期坳陷形成的建造间古河
道构成盆地寻找古河道砂岩铀矿的有利场所; 晚白
垩世—始新世晚期反转构造, 有利于赛汉组上段内
古河道砂岩型铀成矿作用。在反转背斜构造核部、
反转鼻状构造及强烈反转单斜构造部位, 赛汉组下
段主要发育潜水氧化带型铀矿化; 在反转背斜 构造

的两翼、较强烈和中等程度的反转单斜构造部位,
赛汉组上段主要发育潜水-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化;
在微弱反转构造区, 砂岩型铀成矿作用不发育。
二连盆地中部的额仁淖尔、齐哈日格图、巴彦乌
拉—白音塔拉、赛汉高毕地区反转构造作用发生
较晚, 一般在 66—42 Ma 期间, 主要为中等强度
的反转单斜构造, 表明这些地区主要在赛汉组晚
期遭受抬升剥蚀, 导致上述地区缺失上白垩统地
马尼特坳陷深洼带哈 20 井埋藏史与热演化史图
Burial history and thermal evolution history of
Well Ha-20 in Manite Depression

层, 含矿目的层出露地表, 在赛汉组上段形 成潜
水-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化, 形成赛汉高毕、

C

AG

Fig. 6

S

图6

图7
Fig. 7

铀矿床中复成分磷钙铀矿、沥青与黄铁矿扫描电镜特征图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characteristics of phosphurancalcilite , asphalt and pyrite in the uranium deposits
a-巴彦乌拉铀矿床中含沥青杂砂岩(样品: B02-9-2); b-巴彦乌拉铀矿床中含沥青杂砂岩(样品: B02-10-1);
c-赛汉高毕铀矿床中含沥青粉砂质泥岩; d-齐哈日格图铀矿床中含沥青质泥岩;

C-沥青; py-草莓状黄铁矿; puc-复成分磷钙铀矿
a-asphaltene sandstone of Bayanwula uranium deposit (Sample: B02-9-2);
b-asphaltene sandstone of Bayanwula uranium deposit (Sample: B02-10-1); c-asphaltene silty mudstone of Saihan Uranium deposit;
d-asphaltene mudstone of Qiharigetu uranium deposit; C-asphalt; py-framboidal pyrite; puc-phosphurancalci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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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乌拉等地段的铀矿化, 成矿年龄有

矿作用中断, 进入保矿期, 主要发育层间氧化带型

(66.1±4.4) Ma 、 (63.4±5.5) Ma 、 (63.2±7.3) Ma 、

铀矿化(图 8)。乌兰察布坳陷中的赛汉高毕矿床是在

(63.0±1.1) Ma。古—始新世, 二连盆地受太平洋板

古新世时期(63 Ma)来自盆地 NW 向巴音宝力格隆

块俯冲、碰撞影响, 发生构造反转作用, 研究区赛

起和 SE 向苏尼特隆起上的含氧含铀流体向赛汉组

汉组古河道在其北侧形成缓倾斜坡带, 古潜水向河

上段河道砂体两侧和“构造天窗”垂直向下渗入, 当

道中心下渗, 在具备泥-砂-泥岩性结构的砂体中形

氧被有机质和深部油气流体消耗之后, 铀被还原沉

成承压水, 发育层间氧化成矿作用, 将部分潜水氧

淀在灰色砂体靠近绿色界面附近, 形成呈透镜状和

化形成的矿体“滚动”至前锋线附近, 叠加富集成

板状铀矿体; 始新世以来, 由于受上覆伊尔丁曼哈

新 的 铀 矿 体 , 其 成 矿 年 龄 有 (51.2±4.3) Ma 、

组厚层红色泥岩的覆盖, 铀成矿作用中断, 进入保

(46.8±7.5) Ma 、 (44.0±5.0) Ma 、 (42.2±3.7) Ma 、

矿期, 主要发育潜水-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化(图 8)。

(37.1±1.9) Ma(刘武生等, 2015)。

齐哈日格图铀矿床是在晚白垩世时期(70 Ma)来自

3.4

砂岩型铀成矿作用与成矿模式

坳陷 SW 向的东方红凸起含氧含铀流体沿河道走向

二连盆地马尼特坳陷中的巴彦乌拉铀矿床是

进入坳陷中, 河道上游及河道中轴线部位几乎完全

在晚白垩—古新世时期(66 Ma)来自坳陷 NW 向巴

被 氧 化 , 而河 道 两 侧由于 粒 度 变细或 泥 质 含量增

音宝力格隆起上的海西期花岗岩体经大气降水淋滤

多 残留 有灰色 砂体 ; 在断 裂附 近由于 受坳 陷深部

作用, 形成富铀含氧流体向坳陷中心侧向流动, 当

油 气 渗 出还原 作 用 影响 , 铀 被还 原 沉淀 在 河 道心

进入赛汉组上段河道砂体时, 砂体中的炭屑、黄铁

滩或边滩的层间氧化带前锋线附近形成富而大的

矿以及凹陷中心生成的烃类流体使得氧被消耗, 导

铀矿体, 发育层间氧化带型铀矿化, 矿体形态主

6+

4+

要 呈板 状和透 镜体 ; 古近 系和 新近系 沉积 的厚层

过渡带聚集成矿, 剖面上矿体主要呈板状和卷状;

泥岩覆盖后, 赛汉组地层被封存, 氧化作用停止,

始新世以来, 伊尔丁曼哈组厚层的红色泥岩作为隔

铀成矿作用中止, 进入保矿期(刘武生等, 2013; 康

挡层阻碍了含氧含铀流体的进一步渗入, 导致铀成

世虎等, 2017)。

C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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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活化的 U 还原成稳定的 U 铀矿物在氧化还原

图8
Fig. 8

二连盆地中部古河道型铀矿成矿模式图

Metallogenic model for paleovalley 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central Erli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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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盆地中早期聚集在下白垩统阿尔善组和

含矿砂体, 主要与盆地烃源岩以泥质岩和碳酸盐岩

腾格尔组圈闭中的油气藏后期遭受多期次的调整、

类 有 关 ; 利用 油 气地 球化 学 相关 特征 参 数分 析认

改造作用, 特别是晚白垩世末—古新世期的反转构

为, 含矿层中烃类气为有机成因的油型气, 是烃源

造作用, 导致盆地中早期聚集的油气藏大部分发生

岩在成熟-高成熟阶段产生的原油伴生气和原油裂

调整、改造和破坏。盆地中油气逸散时间主要发生

解气。

在 65 Ma 至今, 这些早期油气藏中油气特别是天然

(2)下白垩统阿尔善组、腾一段烃源岩从腾一段

气(CH4、H2、H2S、CO 等)通过断裂、不整合面、

沉积时期开始进入生烃阶段, 一直持续到赛汉组沉

裂隙面等运移通道不断向上覆渗透性较好的赛汉组

积末期才先后进入生烃高峰期和热裂解生凝析油、

上段砂岩层中运移聚集, 由于砂体上部泥岩、泥质

湿气阶段; 晚白垩世末—古新世反转构造作用, 导

粉砂岩隔水顶板的遮挡作用, 导致油气主要富集在

致下白垩统烃源岩生烃作用停止。古新世以来, 二

砂体上部, 并主要沿砂体向氧化带方向运移扩散形

连盆地整体快速抬升, 导致研究区早期形成的油气

成局部的氧化-还原地球化学障, 当与层间含氧含

藏大部分发生调整、改造和破坏, 油气沿不整合面

6+

铀地下水相遇时, 能直接将活化的 U 还原成稳定
4+

及断裂等优势运移通道向上覆地层运移扩散, 在适

的 U 铀矿物, 因此油气为研究区砂岩型铀成矿提

合的圈闭中聚集成藏形成次生油气藏或向地表逸散

供了丰富的还原剂, 增大了砂体的还原容量, 扩大

形成地沥青和油砂。盆地的差异抬升, 形成多个构

了有利容矿空间, 有利于砂岩型铀成矿。研究区砂

造天窗, 为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层间氧化和潜水氧

岩型铀成矿之后, 深部油气沿深大断裂、不整合面、

化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 从而广泛发育层间氧化铀

主砂体或裂隙持续逸散上侵进入下白垩统碎屑岩的

成矿作用。
(3)根据研究区构造演化特征、烃源岩地球化

对围岩酸溶、萃取和金属-有机络合作用将铀矿物富

学特征、生排烃史及铀成矿年龄综合分析认为, 赛

集起来, 在氧化-还原前锋线附近叠加富集形成新

汉组上段古河道型铀矿床中烃类气主要来源于下

的铀矿体, 而石油经过长时间挥发成为地沥青, 并

白 垩 统 阿 尔 善 组 (K 1ba)湖 相 腐 泥 型 或 偏 腐 泥 型 成

AG

S

构造微裂隙孔隙之中, 油气在运移过程一方面通过

熟-高成熟阶段烃源岩, 其次为腾一段(K 1bt 1 )低熟-

成为含铀地沥青显微短脉和团粒(王文广, 2016)。另

成熟阶段的湖相烃源岩; 研究区深大断裂、不整合

一方面, 这些还原性油气进入早期形成的铀矿体后,

面、主砂体或裂隙是该区油气向上逸散的主要通

会使氧化还原障向渗入水氧化相反的方向迁移, 将

道, 深大断裂及 K 2 e-E 2y 和 E 2 y-N 1 t 两期不整合面

早期形成的铀矿体置于还原环境中, 避免了再次活

附近应是二连盆地古河道砂岩型铀矿找矿的重点

化迁移遭受破坏的可能, 对铀矿体具有明显的保矿

方向。

C

将已先结晶的黄铁矿和复成分磷钙铀矿包裹其中,

作用。二连盆地中部巴彦乌拉、赛汉高毕及齐哈日

(4)油气在研究区砂岩型铀成矿作用过程中具

格图地区砂岩型铀矿床的成矿年龄主要集中在

有吸附作用、还原作用和保矿作用, 区内砂岩型铀

66~37 Ma, 这与研究区油气藏发生调整、改造和破

成矿期次及油气聚散史受中侏罗世—晚侏罗世、早

坏时间(65 Ma 至今)相吻合。综合分析认为, 油气在

白垩世末—赛汉期和晚白垩世末—古新世三期反转

研究区砂岩型铀成矿作用过程中具有吸附作用、还

构造作用控制明显, 其中晚白垩世末—古新世期的

原作用和保矿作用(图 8), 研究区砂岩型铀成矿作

反转构造作用直接控制了赛汉组上段古河道砂岩型

用、油气聚散史明显受控于晚白垩世末—古新世期

铀矿成矿作用。

的反转构造作用, 深大断裂及 K2e-E2y 和 E2y-N1t 两
期不整合面附近应是二连盆地砂岩型铀矿找矿的重
点方向。

4

结论
(1)二连盆地下白垩统赛汉组上段砂岩型铀矿

床中酸解烃气体组分主要以 CH4 为主, 其 CH4 及

致谢: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蔡煜琦所长、刘红旭
研究员、刘正义研究员、郭强高工、贾立城高工及
其他同事在工作中给予悉心指导和帮助, 核工业二
〇 八大队地质一处乔鹏、刘波、吕永华、张峰、黄
镪俯、杜鹏飞等工程师在野外工作过程中提供了大
量的帮助和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C2+含量与铀含量呈正相关关系, 在氧化带、氧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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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氧化带最低、氧化-还原过渡带最高、还原带介
于二者之间; 含矿砂体中 CO2 气体含量明显高于非

414

地

球

参考文献:

学

报

第四十卷

铀 矿 床 中 烃 类 流 体 与 成 矿 关 系 研 究 [J]. 地 球 化 学 , 36(3):

陈哲龙, 柳广弟, 卢学军, 黄志龙, 丁修建. 2015a. 应用流体包
裹体研究储层油气充注特征—以二连盆地为例[J]. 天然气
地球科学, 26(1): 60-70.
陈哲龙, 柳广弟, 卢学军, 黄志龙, 罗强, 丁修建. 2015b.

二

连盆地反转构造反转程度定量研究及对油气成藏的影响[J].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6(11): 4136-4145.
戴金星, 裴锡古, 戚厚发. 1992. 中国天然气地质学(卷一)[M].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戴金星, 邹才能, 张水昌, 李剑, 倪云燕, 胡国艺, 罗霞, 陶士
振, 朱光有, 米敬奎, 李志生, 胡安平, 杨春, 周庆华, 帅
燕华, 张英, 马成华. 2008. 无机成因和有机成因烷烃气的
鉴别[J]. 中国科学: D 辑, 38(11): 1329-1341.

267-274.
王东东, 邵龙义, 张强, 丁峰, 李兆彬, 张文龙. 2013. 二连盆地
群下白垩统含煤地层聚煤特征分析[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42(2): 257-265.
王国安, 申建中, 季美英. 2001. 塔北、塔中天然气中 CO2 的碳
同位素组成及成因探讨[J]. 地质地球化学, 29(1): 36-39.
王会来, 高先志, 杨德相, 李浩, 张志遥, 王旭. 2013. 二连盆地
烃 源 岩 层 内 云 质 岩 油 气 成 藏 研 究 [J]. 地 球 学 报 , 34(6):
723-730.
王建, 王权, 钟雪梅, 董雄英, 马学峰, 隋丽敏. 2015. 二连盆地
优质烃源岩发育特征及成藏贡献[J]. 石油实验地质, 37(4):
641-647.
王文广. 2016. 二连盆地与地沥青密切相关的砂岩型铀矿床微

丁修建, 柳广弟, 黄志龙, 孙明亮, 陈哲龙, 柳庄小雪. 2015. 二
连盆地赛汉塔拉凹陷烃源岩的分布及形成[J]. 中南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46(5): 1739-1746.

观矿物特征及成因分析[J]. 铀矿地质, 32(5): 270-278.
王云鹏, 田静. 2007. 原油裂解气的形成、鉴别与运移研究综述
[J]. 天然气地球科学, 18(2): 235-244.

方杰. 2005. 二连盆地下白垩统油气运移特征[J]. 石油实验地质,
27(2): 181-187.

王云鹏, 赵长毅, 王兆云, 王红军, 田静, 邹艳荣, 刘金钟. 2007.
海相不同母质来源天然气的鉴别[J]. 中国科学 D 辑: 地球

高岗, 王延斌, 韩德馨, 石军, 蒲秀刚. 2003. 煤的加水热模拟
气特征对比[J]. 地质地球化学, 30(1): 92-96.

科学, 37(S2): 125-140.
吴柏林, 王建强, 刘池阳, 王飞宇. 2006. 东胜砂岩型铀矿形成

宫文杰, 张振强. 2010. 松辽盆地南部泉头组砂岩型铀矿成矿条
件分析[J]. 地球学报, 31(6): 813-818.

中天然气地质作用的地球化学特征[J]. 石油于天然气地质,
27(2): 225-233.
邢秀娟, 柳益群, 李卫宏, 龚斌利. 2008. 鄂尔多斯盆地南部店

S

胡安平, 李剑, 张文正, 李志生, 侯路, 刘全有. 2007. 鄂尔多斯
盆地上、下古生界和中生界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类

头地区直罗组砂岩成岩演化与铀成矿[J]. 地球学报, 29(2):

型对比[J]. 中国科学(D 辑: 地球科学), 37(S2): 157-166.

179-188.

二连盆地中部古河谷砂岩型铀矿成矿特征及潜力分析[J].
铀矿地质, 33(4): 206-214.

C

时 空 分 布 及 铀 的 成 矿 作 用 [J]. 世 界 核 地 质 科 学 , 26(1):
李增学, 余继峰, 李江涛, 韩美莲. 2007. 鄂尔多斯盆地多种能

源共存富集的组合形式及上古生界沉积控制机制分析[J].
地球学报, 28(1): 32-38.

陷地质综合评价及目标优选[J].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 43(S1):
139-145.

李月湘, 秦明宽, 何中波. 2009. 内蒙古二连盆地铀与油、煤的
25-30.

闫文华, 张万福, 张立新, 陈迎楠. 2008. 二连盆地赛汉塔拉凹

AG

康世虎, 杨建新, 刘武生, 赵兴齐, 乔鹏, 杜鹏飞, 吕永华. 2017.

刘池洋, 赵红格, 谭成仟, 王建强. 2006. 多种能源矿产赋存与
盆地成藏(矿)系统[J].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27(2): 131-142.
刘池洋. 2005. 盆地多种能源矿产共存富集成藏(矿)研究进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刘武生, 康世虎, 贾立城, 史清平, 彭聪. 2013. 二连盆地中部
古河道砂岩型铀矿成矿特征[J]. 铀矿地质, 29(6): 328-335.
刘武生, 康世虎, 赵兴齐, 史清平, 张梓楠. 2015. 二连盆地古
河道型铀矿成矿机理及找矿方向[J]. 铀矿地质, 31(增刊):
164-175.
刘武生, 赵兴齐, 康世虎, 史清平, 张子楠. 2018. 二连盆地反
转构造与砂岩型铀矿成矿作用[J]. 铀矿地质, 34(2): 81-89.

杨建业. 2004. 多能源矿产共存成藏(矿)机理和富集规律的研究
—能源领域研究的新趋势[J]. 中国煤田地质, 16(5): 1-4.

易士威, 王元杰, 钱铮. 2006. 二连盆地乌里雅斯太凹陷油气成
藏模式及分布特征[J]. 石油学报, 27(3): 27-31.
尹志军, 田世清, 杨志彬, 姜燕, 高丽, 涂先俊, 闫耀成, 张凤
红. 2009. 内蒙二连盆地赛汉塔拉凹陷下白垩统层序地层
及有利成藏条件[J]. 古地理学报, 11(3): 330-337.
张敏, 黄光辉, 胡国艺, 赵红静, 李谨, 朱翠山, 肖中尧. 2008.
原油裂解气和干酪根裂解气的地球化学研究(Ⅰ)—模拟实
验和产物分析[J]. 中国科学 D 辑: 地球科学, 38(S2): 1-8.
张水昌, 朱光有. 2007. 中国沉积盆地大中型气田分布与天然气
成因[J]. 中国科学 D 辑: 地球科学, 37(S2): 1-11.

赵澄林, 祝玉衡, 季汉成. 1996. 二连盆地储层沉积学[M].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赵文智, 方杰. 2007. 不同类型断陷湖盆岩性-地层油气藏油气
富集规律—以冀中坳陷和二连盆地岩性-地层油气藏对比
为例[J]. 石油勘探与开发, 34(2): 129-134.

刘震, 郝琦, 赵贤正, 张以明, 易士威, 杨德相. 2006. 内蒙古二

赵贤 正, 柳广 弟 , 金 凤鸣 , 黄 志 龙, 卢学 军, 孙 明亮 , 丁 修建 ,

连 盆 地 岩 性 油 气 富 集 因 素 分 析 [J]. 现 代 地 质 , 20(4):

陈哲龙. 2015. 小型断陷湖盆有效烃源岩分布特征与分布

613-620.

模 式 — 以 二 连 盆 地 下 白 垩 统 为 例 [J]. 石 油 学 报 , 36(6):

刘震, 刘俊榜, 高先志, 辛海燕, 郝琦. 2007. 二连盆地岩性油
藏的幕式充注和相对早期成藏特征分析[J]. 石油与天然气
地质, 28(2): 240-249.
聂逢 君, 陈安 平 , 彭 云彪 . 2010. 二 连盆 地古 河 道砂 岩型 铀 矿
[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彭云彪, 陈安平, 方锡珩, 欧光习, 解启来. 2007. 东胜砂岩型

641-652.
赵兴齐, 李西得, 史清平, 刘武生, 张字龙, 易超, 郭强. 2016.
鄂尔多斯盆地东胜区直罗组砂岩中烃类流体特征与铀成矿
关系[J]. 地质学报, 90(12): 3381-3392.
祝玉衡, 张文朝, 王洪生. 2000. 二连盆地下白垩统沉积相及含
油性[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第三期

415

赵兴齐等: 内蒙古二连盆地中部古河道型铀矿床中烃类流体特征与铀成矿关系

References:

poral distribution of uranium, oil and coal, and uranium met-

CHEN Zhe-long, LIU Guang-di, LU Xue-jun, HUANG Zhi-long,
DING Xiu-jian. 2015. Using fluid inclusions to study hydrocarbon charging characteristics of reservoirs: A case study
from Erilian basin[J]. Natural Gas Geoscience, 26(1):
60-7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CHEN Zhe-long, LIU Guang-di, LU Xue-jun, HUANG Zhi-long,
LUO Qiang, DING Xiu-jian. 2015. Quantatitive study on inversion degree of inversion tectonics and its impact on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in Erlian Basin, Northern China[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6(11): 4136-4145(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DAI Jin-xing, PEI Xi-gu, QI Hou-fa. 1992. China Natural Gas
Geology (volume 1)[M]. Beijing: Petroleum Industry Press(in
Chinese).

allogenic processes in Erlian Basin, Inner Mongolia[J]. World
Nuclear Geoscience, 26(1): 25-3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LI Zeng-xue, YU Ji-feng, LI Jiang-tao, HAN Mei-lian. 2007.
Combination types of coexistent multiple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Ordos Basin and an analysis of the upper Paleozoic sedimentation control mechanism[J].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28(1): 32-3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LIU Chi-yang, ZHAO Hong-ge, TAN Cheng-qian, WANG
Jian-qiang. 2006. Occurrences of multiple energym ineral
deposits and mineralization/reservoiring system in the basin[J]. Oil ＆Gas Geology, 27(2): 131-142(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LIU Chi-yang. 2005. Review on coexistence reservoir (ore) of
multiple energy mineral deposit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DAI Jin-xing, ZOU Cai-neng, ZHANG Shui-chang, LI Jian, NI

17-25(in Chinese).

Yu-yan, HU Guo-yi, LUO Xia, TAO Shi-zhen, ZHU

LIU Wu-sheng, KANG Shi-hu, JIA Li-cheng, PENG Cong. 2013.

Guang-you, MI Jing-kui, LI Zhi-sheng, HU An-ping, YANG

Characteristics of paleo-valley sandstone-type uranium min-

Chun, ZHOU Qing-hua, SHUAI Yan-hua, ZHANG Ying, MA

eralization in the Middle of Erlian Basin[J]. Uranium Geology,

Cheng-hua. 2008. Identification of organic alkane gases and

29(6): 328-335(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inorganic alkane gases[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38(11):
1329-1341(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LIU

Guang-di,

HUANG

2015. Mineralization mechanism and exploratio of paZhi-long,

S

Xiu-jian,

SUN

leo-channel type uranium deposit in central Erlian basin[J].

Ming-liang, CHEN Zhe-long, LIUZHUANG Xiao-xue. 2015.

Uranium Geology, 31(S1): 164-175(in Chinese with English

Source rock distribution and formation in Saihantala depres-

abstract).

AG

DING

LIU Wu-sheng, KANG Shi-hu, ZHAO Xing-qi, ZHANG Zi-nan.

sion, Erlian Basin[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LIU Wu-sheng, ZHAO Xing-qi, KANG Shi-hu, SHI Qing-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6(5): 1739-1746(in Chinese with

ZHANG Zi-nan. 2018. Inversion struct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English abstract).

with sandstone type uranium metallization in Erlian Basin[J].

FANG Jie. 2005. 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il and gas of the

Uranium Geology, 34(2): 81-89.

LIU Zhen, HAO Qi, ZHAO Xian-zheng, ZHANG Yi-ming, YI

Experiment, 27(2): 181-187(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Shi-wei, YANG De-xiang. 2006. Analysis of lithological hy-

GAO Gang, WANG Yan-bin, HAN De-xin, SHI Jun, PU Xiu-gang.

drocarbon enrichment factors in Erlian Basin, Inner Mongo-

2003.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rmally simula-

lia[J]. Geosience, 20(4): 613-62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

C

Lower Cretaceous, The Erlian Basin[J]. Petroleum Geology＆

tive gas from two types of coal[J]. Geology-Geochemistry,
30(1): 92-96(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stract).
LIU Zhen, LIU Juan-bang, GAO Xian-zhi, XIN Hai-yan, HAO Qi.

GONG Wen-jie, ZHANG Zhen-qiang. 2010. Metallogenic condi-

2007.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ve early reservoiring and epi-

tion analysis of the sandstone uranium deposit in Quantou

sodic charging of lithologic oil pools in Erlian Basin[J]. Oil

Formation, Southern Songliao Basin[J]. Acta Geoscientica

＆ Gas Geology, 28(2): 240-249(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

Sinica, 30(6): 813-81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stract).

HILL R J, TANG Y, KAPLAN I R. 2003. Insights into oil cracking

NIE Feng-jun, CHEN An-ping, PENG Yun-biao. 2010. pa-

based on laboratory experiments[J]. Organic Geochemistry,

leo-channel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Erlian Ba-

34(12): 1651-1672.

sin[M]. Beijing: Geological Publish House(in Chinese with

HU An-ping, LI Jian, ZHANG Wen-zheng, LI Zhi-sheng, HOU Lu,
LIU Quan-you. 2007. The contrast geochemical characteris-

English abstract).
PENGYun-biao, CHEN An-ping, FANG Xi-heng, OU Guang-xi,

tics and genesis types of natural gas from upper and Lower

XIE

Palaeozoic and Mesozoic, Ordos Basin[J]. Science in China:

bon-containing fluid and metallogenesis in Dongsheng sand-

Series D, 37(S2): 157-166(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J]. Geochimica, 36(3): 267-274(in

KANG Shi-hu, YANG Jian-xin, LIU Wu-sheng, ZHAO Xing-qi,

Qi-lai.

2007.

Relationship

between

hydrocar-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QIAO Peng, DU Peng-fei, LÜ Yong-hua. 2017. Mineraliza-

PRINZHOFER A, HUC A Y. 1995. Genetic and post-genetic mo-

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of Paleo-valley type uranium

lecular and isotopic fractionations in natural gases[J]. Chem-

deposit in central Erlian Basin, Inner Mongolia[J]. Uranium
Geology, 33(4): 206-214(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LI Yue-xiang, QIN Ming-kuang, HE Zhong-bo. 2009. Spatiotem-

ical Geology, 126(3-4): 281-290.
WANG Dong-dong, SHAO Yi-long, ZHANG Qiang, DING Feng,
LI

Zhao-bin,

ZHANG

Wen-long.

2013.

Analysis

of

416

地

球

coal-acculat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ower Cretaceous
coal-containing strata of the Erlian Basin group[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ging ＆Techlogy, 42(2): 257-265(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学

报

第四十卷

source field[J]. Coal Geology of China, 16(5): 1-4(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YI Shi-wei, WANG Yuan-jie, QIAN Zheng. 2006. Forming pattern
and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hydrocarbon reservoir in Wuli-

WANG Guo-an, SEHN Jian-zhong, JI Mei-ying. 2001.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 and origin of carbon dioxide in natural

yasitai Sag of Erlian Basin[J]. Acta Petrolei Sinica, 27(3):
27-31(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gase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Tarim Basin[J]. Geol-

YIN Zhi jun, TIAN Shi-qing, YANG Zhi-bin, JIANG Yan, GAO Li,

ogy-Ceochemistry, 29(1): 36-39(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

TU Xian-jun, YAN Yao-cheng, ZHANG Feng-hong. 2009.

stract).

Sequence stratigraphy and beneficial hydrocarbon accumula-

WANG Hui-lai, GAO Xian-zhi, YANG De-xiang, ZHANG Zhi-yao,

tion conditions of the Lower Cretaceous in Saihantala Sag,

WANG Xu. The accumulation of petroleum in the dolomitic

Erlian Basin, Inner Mongolia[J]. Journal of Palaegeography,

rock inside the source rock of Erlian Basin[J]. Acta Geoscien-

11(3): 330-337(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tica Sinica, 34(6): 723-73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WANG Jian, WANG Quan, ZHONG Xue-mei, DONG Xiong-ying,
MA

Xue-feng,

SUI

Li-min.

2015.

Characteristics

ZHANG Min, HUANG Guang-hui, HU Guo-yi, ZHAO Hong-jing,
LI Jin, ZHUCui-shan, XIAO Zhong-yao. 2008. Geochemical

of

study on oil-cracked gases and kerogen -cracked gases(Ⅱ)-

high-quality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Experimental simulation and products analysis[J]. Science in

to reservoirs in the Erlian Basin[J]. Petroleum Geology ＆

China: Series D, 38(S2): 1-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

Experiment, 37(5): 641-647(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stract).

WANG Wen-guang. 2016. features and the origin of mineral in

ZHANG Shui-chang, ZHU Guang-you. 2007. Large and medium

sandstone type uranium deposite related to petroleum asphalt

gas fields dietribution and natural gas genesis in Chinese

in Eelian basin of inner Mogolia[J]. Uranium Geology, 32(5):

sedimentary basins[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37(S2):

270-278(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11(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ZHAO Cheng-lin, ZHU Yu-heng, JI Han-cheng. 1996. Reservoir

Hong-jun, TIAN Jing, ZOU Yan-rong, LIU Jin-zhong. 2007.

sedimentology in Erlian Basin[M]. Beijing: Petroleum Isdus-

Identification of marine natural gas source from different

try Press(in Chinese).

S

WANG Yun-peng, ZHAO Chang-yi, WANG Zhao-yun, WANG

ZHAO Wen-zhi, FANG Jie. 2007. Petroleum enrichment rules in

AG

parent materials[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37(S2):
125-14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lithologic and stratigraohic pools in different faulted basins:

WANG Yun-peng, TIAN Jing. 2007. Review of oil cracked gas

An example from the correlation of lithologic and strati-

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migration[J]. Natural Gas Geo-

graphic pools in Jizhong depression and in Erlian basin[J].

science, 18(2): 235-244(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34(2): 129-134(in

C

WU Bo-lin, WANG Jian-qiang, LIU Chi-yang, WANG Fei-yu.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006. Geochemical behavior of geologic process of natural

ZHAO Xian-zheng, LIU Guang-di, JING Feng-ming, HUANG

gas during mineralization of Dongsheng sandstone-type ura-

Zhi-long, LU Xue-jun, SUN Ming-liang, DING Xiu-jian,

nium deposit[J]. Oil & Gas Geology, 27(2): 225-233(in Chi-

CHEN Zhe-long. 2015.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pattern of

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effective source rock in small faulted lacustrine basin: A case

XING Xiu-juan, LIU Yi-qun, LI Wei-hong, GONG Bin-li. 2008.

study of the lower cretaceous in Erlian basin[J]. Acta Petrolei

Sandstone diagenesis and uranium mineralization of the Zhi-

Sinica, 36(6): 641-652(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luo Formation in the Diantou Area, Southern Ordos Basin[J].

ZHAO Xing-qi, LI Xi-dei, SHI Qing-ping, LIU Wu-sheng,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29(2): 179-188(in Chinese with

ZHANG Zi-long, YI Chao, GUO Qiang. 2016. Hydrocarbon

English abstract).

fluid feat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uranium mineralization of

YAN Wen-hua, ZHANG Wan-fu, ZHANG Li-xin, CHEN Ying-nan.

the Zhiluo formation sandstone in the Dongsheng area, Ordos

2008. Integrative geologic evaluation and objective optimiza-

Basin[J]. Acta Geologica Sinica, 90(12): 3381-3392(in Chi-

tion of Saihantala Sag, Erlian Basin[J]. Oil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43(S1): 139-145(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YANG Jian-ye. 2004. Mechanism and accumulation of multi-minerals in one basin-A new trend of research in energy

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ZHU Yu-heng, WANG Hong-sheng. 2000. Depositional feature and
oil bearing feature in Lower Cretaceous in Erlian Basin[M].
Beijing: Science Press(in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