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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正安旦坪向斜铝土矿成矿规律与过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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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贵州正安旦坪向斜内新木-晏溪铝土矿矿区、中观铝土矿矿区勘查资料数据处理,在分析成矿环境、特征的基础
上,研究该区铝土矿成矿规律特征,进一步总结成矿环境和成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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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坪向斜内目前已发现多个大中型铝土矿床,新木-晏

向构造变形区内。构造轴线以北东、北北东方向为主,向斜

溪、红光坝等矿区已达到详查工作程度,整个构造内估算的资

较狭窄,向斜总体东翼倾角较缓,一般为20°～40°,西翼较

源量大于5000万吨,由此可见,该向斜构造内铝土矿资源禀赋,

陡,一般为60°～80°。断裂多沿背斜轴部及两翼∈—S等老

该区域是铝土矿有利成矿环境。从本队在该构造区内探矿情

地层中分布,长数公里至数十公里,规模宏大,以冲断层为

况看,其构造内不同部位铝土矿富集情况又存在很大差异。

主。区域内除缺失泥盆系以外,自寒武系至侏罗系均有分布。

本文的撰写,数据来源主要为本队勘查的新木-晏溪铝
土矿矿区、中观铝土矿矿区勘查资料,其次参考了黔北地区
铝土矿文献,在此一并感谢。
1 成矿环境

主要矿产有铝土矿、铁、煤、黄铁矿、耐火粘土、含钾页岩、
重晶石、萤石、汞、铅锌、石灰石等。
1.2研究区成矿环境
研究区位于旦坪向斜中南段(图1)。旦坪向斜轴向由南部的
南北向往北渐转为北北东向,局部略有扭曲。向斜长40余公里,
宽6～14公里。由向斜翼部向核部,其地层依次为韩家店群、梁
山组、栖霞组与茅口组、吴家坪组、长兴组、夜郎组,轴部出露
地层为三叠系茅草铺组。该向斜不对称：东翼岩层倾向290°～
340°,倾角8～45°；西翼岩层倾向90°～150°,倾角较陡,一
般40°～60°,局部可达70°以上。研究区断裂构造以北东走向
及近东西走向为主,大部分为正断层,显张性为主,规模最大的
断层长3300米以上。大部分断层分布在矿体边缘或远离矿体。
2 成矿特征
2.1矿床类型
研究区内矿床工业类型属“产于碳酸盐侵蚀面上的、沉
积型的一水硬铝石铝土矿矿床”。矿床含矿层直接底板为志
留系韩家店群的页岩或砂质页岩,有少量为上石炭统黄龙组
的结晶灰岩,该层已被剥蚀得面目全非,原厚不明。
2.2矿体特征
研究区铝土矿矿层赋存于二叠系梁山组(P2l)中上部
(图2)。含矿岩系常含细粒状黄铁矿,同时局部含硫较高。

图1

研究区成矿环境图

1-三叠系 2-二叠系 3-志留系 4-奥陶系 5-地层界线
6-断层 7-产状 8-铝土矿床 9-研究区范围
1.1区域成矿环境
本区域位于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遵义断拱凤冈北北东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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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矿岩系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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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斜南东翼矿体呈层状产出(图3),产状与围岩一致。倾

3 成矿规律

向西至北西西,倾角10～50°。矿体边缘较平整,仅局部略呈

3.1矿体分布及厚度变化规律

港湾状,内部无天窗,矿层无分支、复合现象,矿层内极少见夹

利用勘查数据分析处理后,可以看出含矿岩系底板地貌

层。矿体内部结构简单。矿体在地表若厚度及质量变化大时,

总体和旦坪向斜形态一致,局部存在多个负地形地貌(图4)。

其往深部延伸一般不远且矿体规模小。该翼铝土矿石主要化

矿体集中分布在旦坪向斜南东翼及褶皱转折和末端。负地貌

学组分的平均值为：Al2O3 55.83%；
SiO211.66%；Fe2O311.78%；

地区矿体相对较厚,褶皱转折和末端相对较厚。向斜东翼矿

TiO23.20%；烧失量14.92%；S1.79%,铝硅比4.8。

体总体较西翼厚,浅部较深部厚(图5)。

图3

旦坪向斜东翼露头线对比图

1-第四系 2-中二叠统栖霞组 3-中二叠统梁山组 4中、下志留统韩家店组 5-页岩 6-绿泥石岩 7-铝土岩 8炭质泥岩 9-灰岩 10-铝土矿
向斜北西翼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产状与地层基本一
致。地表露头一般能达到工业开采,但是深部10个钻孔仅2
个达到工业指标。本队在西翼对设立的中观铝土矿开展普查
工作,仅圈定了一个矿体,获得(333)资源量30万吨,远不能
和东部两三千万吨级资源量规模矿床相提并论。该翼矿石中
Al2O346.72～71.25%,平均55.12%；SiO22.71～25.55%,平均

图4

含矿岩系底板等高线与矿体等厚线叠加图

1-含矿岩系露头 2-含矿岩系底板等高线 3-矿体等厚线

10.60%；Fe2O36.5～19.36%,平均9.56%；TiO2.49～3.95%,
平均2.44%；TS0.06～6.99%,平均1.34%；烧失量12.40～
16.23%,平均13.75%；A/S1.8～24.1,平均5.2。
2.3矿石特征
矿石中有用矿物主要为一水硬铝石(表1),占矿物总量
27.91 ～ 92.71% 。 其 次 为 粘 土 矿 物 , 包 括 高 岭 石 ( 微 量 至
48.25%)、伊利石(微量至3.44%)、蒙托石(微量至7%)、绿泥
石(微量至7.17%),勃姆石(微量)、叶蜡石(微量至5.74%),
角闪石(微量至2.87%)；再次为铁矿物、石英、方解石、石
膏等,约占矿总量1～3%；局部矿层底部矿石中黄铁矿较多。
重矿物主要为锐钛矿。重矿物约占1%左右。灰白色半土状铝
土矿中含一水硬铝石高,可达90%以上,碎屑状铝土矿中含一
水硬铝石一般在50-60%,豆状铝土矿中含一水硬铝石较低,
一般在30-40%。

铝矿物

主要的

一水硬铝
石

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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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三叠统 2-上三叠统 3-中二叠统栖霞、茅口组 4中二叠统梁山组 5-志留系韩家店群 6-地层界线 7-断层

表1
矿物

图5 向斜两翼成矿对比剖面图

矿石矿物成分表

粘土矿物

8-矿体 9-钻孔及编号

碳酸盐
重矿物
矿物

铁矿物

其他
矿物

高岭石、蒙脱石、 黄铁矿、纤铁矿、
锐钛矿
伊利石、绿泥石
赤铁矿
勃姆石、叶蜡石

铁绿泥石角闪石

3.2矿体厚度与下伏黄龙组灰岩厚度变化规律
通过矿体厚度与黄龙灰岩厚度的160个散点分布图可以
看出,黄龙灰岩厚度越小,达到工业厚度的分析点越多(图

石英、
方解石
石膏

6)。由此可以得出,矿体主要集中在黄龙组灰岩沉积薄或被
剥蚀严重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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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伏韩家店群页岩地层遭受到风化剥蚀,大部分可溶元素随
着流水流失,留下Al、Fe、Si等元素；随着海平面上升,研究
区在石炭纪后期海水逐渐侵入,接受短暂沉积,形成黄龙组
灰岩；经过海水搬运和分异沉积,Si、Fe逐渐流失,Al进一步
富集[2]；二叠纪早期至梁山期,研究区处于泄湖到半沼泽相
环境,在水体平静的凹地中,PH值相对较大,为弱氧-还原环
境,往往有黄铁矿等沉积,在水体浅而动荡的环境中,往往有
铝土矿沉积,在梁山后期沼泽化环境中,往往有炭质页岩沉
积；在铝土矿形成后,随着后期地壳抬升和断裂活动,海平面
下降,形成旦坪向斜,该褶皱构造南东翼较宽缓,而北西翼较
图6

黄龙组灰岩厚度与矿体厚度关系图

陡窄,海水退去,在靠近海侵海退的盆地一侧,经受更多搬运

3.3矿石质量受硅和铁影响变化规律

和分异沉积,故旦坪向斜南东翼铝土矿质量相对较好,厚度

通过对研究区2220个化学基本分析数据处理,作为铝土

也较北西翼大；最后经历多次淋滤作用,使铝土矿进一步去

矿选冶有害物质的硅和铁,对铝土矿物(主要为一水硬铝石)

硅去铁,形成优质铝土矿,尤其在褶皱末端和转折处这种半

富集有直接影响作用,即随着硅铁不断流失减少,铝不断富

封闭环境下[3],Al得到更好的富集和保存；在旦坪向斜构造

集成矿(图7)。

基础上,二叠系、三叠系完整沉积地层,作为铝土矿盖层,提
供了很好的保存环境,以至形成如今发现的多个大中型铝土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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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铝与硅、铁变化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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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东运动以后,泥盆至石炭纪后期出现沉积间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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