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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西省和豫西地区铝土矿资源量占全国总资源量的一半以上，矿床类型为古风化壳沉积型铝土矿，近年地

质调查又发现了堆积型。本文结合以往勘查研究和地质调查成果，通过对该区铝土矿的时空分布、典型矿床研究及

矿床沉积环境及成因分析，圈定了找矿靶区，认为该地区铝土矿具有巨大的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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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铝土矿分布高度集中，主要分布在山西、贵州、

河南和广西四个省（区），查明资源/储量为34.5×108 t，

占全国总资源/储量的90.55%[1]，其中山西和河南省占

全国总资源储量的58%。

对晋豫地区铝土矿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 50 年

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面开展了浅部铝土矿普

查，发现了一大批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矿产地。

2005年以来，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在该区组织铝土矿

地质调查工作，对区域隐伏铝土矿和深部铝土矿进

行了远景调查，对铝土矿成因有了新的认识，并以之

为依据，开展了深部铝土矿找矿，取得了重要进展，

推进了地方“煤下铝”勘查，新发现了一大批铝土矿。

本文旨在前人工作和地质调查工作基础上，依据铝

土矿时空分布、矿床地质特征，对成矿作用进行探

讨，分析资源远景。

1铝土矿床时空分布
晋豫地区铝土矿广泛分布于豫西地区和山西省

大部，介于秦岭和阴山两个巨型构造带之间，大地构

造位置属于华北陆块。上石炭统本溪组为主要含矿

岩系，属古风化侵蚀面上的沉积地层。与下伏寒武

系、奥陶系灰岩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大致在陕县-登

封一线以北超覆于中奥陶统之上，在该线以南超覆

于上寒武统崮山组之上，与上覆太原组煤系地层整

合接触。区域上自下而上具有铁-铝-粘土的沉积分

异特征，发育水平层理、角砾状、豆鲕状等沉积构造，

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等，属于碳酸盐岩古风化壳一

水硬铝石沉积型铝土矿床。

1.1山西省铝土矿床时空分布和含矿岩系特征

山西省铝土矿床（点）主要分布在孝义、交口、汾

阳、阳泉、盂县、宁武、原平、兴县、保德、平陆等42个

县境内，面积约6.7万km2（图1），探明铝土矿资源储

量居全国第一，资源总量估计可达20亿 t。

铝土矿产于上石炭统本溪组。本溪组属海陆交

互相铁铝岩-粘土岩-砂页岩-灰岩沉积建造，平行不

整合于中奥陶统的不同层位之上，厚0～45 m。该组

自下而上分为两个岩性段：下段为铁铝岩段，上段为

畔沟灰岩段。铝土矿赋存在铁铝岩段中、下部。矿

体底板多数为铁铝质粘土岩，少数为山西式铁矿或

铁矾土、硫铁矿，个别为奥陶系中统石灰岩；矿体顶

板为耐火粘土矿层或铝土岩，少数为泥质页岩、砂

岩、薄煤层或煤线。矿体形态与底板基底起伏状态

关系极大，古地形平坦时，矿体呈层状或似层状，否

则为透镜状，矿层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当基底碳

酸盐岩岩溶发育时，则矿体呈漏斗状、楔状或其他复

杂形态。

陈平等（1997）[3]将铁铝岩段分为三种剖面类型：

即孝义型（A型）、阳泉型（S型）及盘道梁型（C型）。

其中孝义型分布广泛，层位稳定，连续性好，展布面

积约占铁铝岩段总面积的80％以上。A型剖面中的

大中型以上铝土矿床主要分布于7个地区：宁武区、

五台区、河东区、太行区、霍西区、霍东区及平陆区，其



112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39卷

剖面结构及岩层层序对比如图2。

阳泉型横向上与孝义型剖面相变过渡，这在沁

水盆地的阳泉地区、霍西盆地的灵（石）交（口）汾（西）

地区均有清楚的显露。特别是霍西盆地，继承性的

盆地轮廓及铝土矿、硫铁矿以及粘土矿（岩）、铝土岩

的古环境分布都保存得比较完整，盆地外边坡（目前

为奥陶系灰岩区）残存有高品位铝土矿，盆地的内边

坡堆积沉积有富及中富铝土矿，局部底部有黄铁矿

粘土岩及菱铁矿薄层，盆地内部为硫铁矿及粘土矿，

局部为低贫铝土矿。

盘道梁型在区域上分布比较局限，主要出露于

宁武盆地北东端的盘道梁、姬庄、将军墓、麻地沟、下

白泉、郝家沟、马邑所、黄苹梁等地，该剖面本身不含

矿，偶见铝土矿小透镜体。但不含矿的盘道梁型剖

面和赋矿孝义型剖面可出现于同一矿区，如宁武宽

草坪铝土矿区。空间上盘道梁型围限孝义型，二者

互为相变关系。

1.2 豫西铝土矿床时空分布与含矿岩系特征

豫西铝土矿集中分布在黄河以南、京广线以西

的巩县、登封、偃师、新安、三门峡、陕县、宝丰、鲁山、

临汝、禹县、荥阳等三大片10多个县境内，面积3万

多平方千米，预测资源总量可达 10 亿 t（图

3）。大致分为四个成矿区：焦作-济源，新安-

陕县，嵩箕及汝州-宝丰成矿区。

豫西铝土矿产在上石炭统本溪组。含矿

岩系自下而上由5部分组成：①古风化壳：主

要由下伏奥陶系或寒武系碳酸盐岩砾石和粘

土质组成，表面凸凹不平，呈孔隙式或基底式

胶结，胶结物为蛋青色或灰黑色的粘土质，砾

石常具明显铁染现象；②铁质粘土岩：是铁质

或含铁质高岭石粘土岩、水云母粘土岩，具多

色斑杂状，局部有较好的页理，常含植物碎

片。中深部普遍含较多的黄铁矿，呈浸染状

或团块状，地表或浅部氧化成赤铁矿和褐铁

矿，构成凸镜状和鸡窝状的“山西式铁矿”；

③铝土矿层：呈似层状、凸镜状、洼斗状产

出，上下常与粘土矿伴生，二者呈相变过渡

关系；④硬质或高铝粘土矿：呈深灰-灰黑

色，硬而脆，常相变为铝土质页岩、粘土岩，

含植物化石碎片。硬质粘土矿具贝壳状断

口，高铝粘土矿常呈致密状或稀疏豆鲕状结

构；⑤粘土质、粉砂质页岩夹碳质页岩、薄煤

图1 山西省铝土矿床(点)分布简图

（据王银川等，2011修改）[2]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bauxite deposits,Shanxi

(after Wangyinchuan et al.,1998,modified)

图2 铁铝岩段（孝义型）柱状对比图（据陈平等，1998，有修改）[4]

Fig.2 The Correlation of Fe-Al rock member

(after Chenping et al.,1998,modified)

1.粗糙/半粗糙状铝土矿；2.碎屑状铝土矿；3.豆鲕状铝土矿；4.致密状铝

土岩；5.绿泥石铝土矿；6.粘土岩；7.铝土岩；8. 铁质粘土岩；9.山西式铁

矿；10.含碳质或碳质铝土矿；11.黑色页岩；12.砂岩；13. 畔沟灰岩；14.粘

土矿；15.植物化石；16.孢粉化石；O2f.中奥陶统峰峰组；O2S-中奥陶统上

马家沟组；C2b2.畔沟段（直接覆盖层）；（G1+ G2+ G3+ G4）.铁铝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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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或煤线：呈灰白、黄褐-黑褐色，含植物及根系化

石。含矿岩系的剖面类型与山西的孝义型相当。

2矿床地质特征
2.1河南省渑池礼庄寨铝土矿床

河南省渑池礼庄寨铝土矿为 2005年地质调查

发现的第一个特大型铝土矿床，位于渑池县坡头乡

礼庄寨一带，属华北陆块南部渑池-确山陷褶断束

渑池向斜北翼的中西部[6]。出露地层有中元古界洛

峪群、下古生界寒武-奥陶系、上古生界石炭-二叠

系、中生界三叠系、新生界新近系和第四系。铝土矿

赋矿层位为上石炭统的本溪组。属豫西渑池泻湖北

部的潮坪-沼泽相。断裂和褶皱构造较发育，岩浆活

动微弱。

（1）矿体特征

矿区共圈定铝土矿体两个，矿体呈长

条状展布，属于浅隐伏矿体，受渑池向斜洼

陷控制。产状与地层近于一致，走向由北

西西至东西向，倾角13～27°。其中Ⅰ号矿

体位于矿区东部，矿体埋深150～290 m，矿

体呈似层状，走向长度1 200 m，倾向延伸

400 m，矿体厚度 1.34～2.96 m，平均 2.15

m，厚度变化系数38%（图4）。Ⅱ号矿体位

于矿区中部，矿体埋深180～390m，呈不规

则长条状，走向长度 4 500 m，倾向延伸

400 m，矿体厚度 0.94～6.60 m，最厚可达

17.36 m，平 均 5.39 m，厚 度 变 化 系 数

138%。两矿体钻孔控制最大深度400 m以

上，向深部仍有延伸，未圈边。

（2）矿石特征

矿石结构主要有碎屑状结构，豆鲕状结构，晶粒

状结构及泥晶结构。矿石主要构造为致密块状构造

和纹层构造，偶见多孔状构造和层理构造。矿石矿物

主要为一水硬铝石，次为高岭石、伊利石等，有时有绿

泥石、方解石、白云石、赤铁矿、黄铁矿、针铁矿，微量矿

物金红石、电气石、锐钛矿、板钛矿、白钛石、磁铁矿、锆

石及炭质等。

铝土矿石主要化学成分为 Al2O3、SiO2、Fe2O3、

TiO2和烧矢量，共占总成分的95%以上（表1）。Al2O3、

SiO2 互为消长的负相关关系，Al2O3 与 A/S（Al2O3/

SiO2）、SiO2与Fe2O3呈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TiO2较稳

定。该类矿石为高铝、高硅、低铁、中等品位矿石。由

西向东，矿体厚度与A/S值大体呈正相关。次要成分

图3 河南省铝土矿分布简图（据陈旺，2007修改）[5]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Henan bauxite deposits

(after Chenwang et al.,2007,modified)

图4 渑池礼庄寨矿区0勘探线剖面图
Fig.4 The section along prospecting line 0 in the Llzhuangzhan ore block of Mianchi in Henan province
1.第四系；2.上石炭统本溪组；3.石英砂岩；4.铁质粘土岩；5.钻孔位置；6.下二叠统山西组；7.奥陶系中统马家沟组；8.

长石石英砂岩；9.粘土岩；10.矿体及编号；11.下二叠统太原组；12.黄土；13.炭质泥岩；14.白云质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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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CaO、MgO、P2O5、Na2O、Li2O、S和Ga，共占总成分

的5%以下。K2O和S不稳定，有较明显的变化。

需要特别指出，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华北地区铝

土矿找矿选区评价项目突破了以往铝土矿勘查深度

不大于200 m的限制，首次将该区铝土矿勘查深度定

为500 m，在该区安排的深部钻孔揭露发现，铝土矿

石基本保持了原始沉积特征，证实原始沉积作用业

已形成了工业矿体，并非前人认为的后期风化淋滤

去硅去硫作用而成矿，这一新的找矿成果和认识，揭

示出区域本溪组深部巨大的找矿潜力，并拉开了我

国“煤下铝”找矿的序幕。

2.2山西交口庞家庄铝土矿床

庞家庄铝土矿床为2006年地质调查发现的第二

个特大型铝土矿。位于交口县城南东，属吕梁-太行

断块吕梁块隆南部，阳泉曲-汾西盆状复向斜的西

缘。地层产状总体倾向南东120°，倾角5°～20°。区

内出露地层由老到新有：奥陶系中统峰峰组，石炭系

上统本溪组、太原组，二叠系下统山西组，新近系，第

四系等。

（1）矿体特征

庞家庄铝土矿仅在本溪组底部有一层铝土矿

体。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状与围岩产状基本一

致，主矿体平面形态为不规则长方形，呈宽缓波浪起

伏状，矿体东西长约5 000 m，南北宽3 000 m，矿体边

缘多被剥蚀成港湾状，总体走向为北东-南西向，倾

角3～18°，产状总体为轴向北东的宽缓波浪起伏状

构造，矿体厚度0.5～6.50 m（图5）。

（2）矿石特征

矿石呈灰白色、灰色、深灰色，内部常见有褐铁

矿星点。碎屑状结构，鲕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

成分主要为一水硬铝石、高岭石，少量及微量矿物有

赤铁矿、锐钛矿、电气石、绿泥石等。

矿石主要化学成分为Al2O3、SiO2、Fe2O3、TiO2，一

般占矿石化学成分总量的84%左右，其它化学成分

含量很少（表 2）。Al2O3、SiO2、Fe2O3三者互为消长，

Al2O3与SiO2负相关关系较为明显。

2.3堆积型铝土矿

2010年，天津地质调查中心提出在河南和山西

两省寻找堆积型铝土矿。安排河南省地质调查院和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项目组开

展工作[8]。相继在河南省渑池、禹州、郏县、宝丰和鲁

山县一带发现堆积型铝土矿，且具有一定地质储量

和开发前景。

豫西新发现的堆积型铝土矿含矿层为一套呈褐

红、灰紫色含铝土矿砾石、碎屑的第四系松散堆积

物，主要由粘土夹铝土矿，少量褐铁矿碎屑及粘土岩

类组成，铝土矿砾石大小不一，分布在0.5～20 cm之

间，集中分布在2～10 cm之间。砾石磨圆度和分选

编号

1

2

3

4

5

Al2O3

48.34

77.35

71.55

67.83

49.10

SiO2

29.26

2.07

6.84

10.32

30.14

Fe2O3

2.49

1.06

1.27

2.22

0.79

TiO2

2.43

3.03

4.00

3.86

2.70

烧失量

11.83

13.08

13.14

13.17

9.96

A/S

1.65

7.41

11.46

6.57

1.65

表1 礼庄寨铝土矿矿石主要化学成分表

Tab.1 The primary components of the bauxite

ore in Lizhuangzhai

注：A/S=Al2O3/SiO2，资料来源于豫西陕县-新安-济

源铝土矿地质调查项目成果报告（2008）[7]

编号
1

2

3

4

5

Al2O3

72.80

72.24

53.53

63.66

59.16

SiO2

6.66

4.80

26.80

17.06

22.36

Fe2O3

0.79

0.76

1.06

0.57

0.55

TiO2

3.58

4.00

2.47

2.45

1.85

烧失量
14.32

14.34

14.13

14.23

14.27

A/S

10.9

15.5

2.0

3.7

2.6

表2 庞家庄铝土矿矿石主要化学成分特征表

Tab.2 The primary components of he bauxite

ore in Lizhuangzhai

注：A/S=Al2O3/SiO2，资料来源于山西交口-汾西地区

铝土矿普查地质报告[9]

图5 山西交口庞家庄铝土矿24勘探线剖面图

Fig.5 The section along prospecting line 24 in the Pangjiazhuang ore block of Jiaokou in Shanxi province

1.第四系；2.石炭系上统太原组一段；3.石炭系上统本溪组二段；4.石炭系上统本溪组一段；5.奥陶系中统；

6.铝土矿层；7.整合地质界线；8.不整合地质界线；9.钻孔剖面位置及编号；10.投影钻孔剖面位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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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产于基岩区岩溶漏斗中的铝土矿

Fig.6 The bauxite existing in the funnel of besbrock

图7 产于第四系地层中的铝土矿

Fig.7 The bauxite existing in the Quaterary strata

性较好。矿层厚度在0.2～5 m之间，矿体顶板为表

土层或覆盖层，主要由黄褐色腐植土、粘土组成，质

地松散，胶结性差，与矿层界线较清楚。表土层或覆

盖层厚度不一，矿体有的直接裸露于地表，有的覆盖

较厚。矿体直接底板为古生界灰岩或粘土岩。

堆积型铝土矿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产于基岩

区的岩溶漏斗中，如鲁山没梁庙（图6），产状与岩溶

漏斗密切相关，岩溶漏斗大的地方堆积型铝土矿厚

度较大，一般在0.5～5 m之间。第二类产于第四系

地层中，呈层状，如登封岳窑铝土矿（图7），产状近水

平。厚度0.2～3 m不等。

该类型铝土矿品位较高，A/S（铝硅比）可达7以

上，具有易选易用的特点。位于农田中的堆积型铝

土矿采选后复垦，还可起到改良土壤的功效。

堆积型铝土矿的成因是，富含沉积型铝土矿的

本溪组地层，在地表风化剥蚀作用下，进行机械分选

和化学分选，粘土质、硅质、硫化物等杂质成分随水

流流失，铝土矿质因比重大而残留在本溪组露头附

近，形成残坡积型铝土矿。

豫西堆积型铝土矿的发现，突破了前人认为我

国仅华南存在堆积型铝土矿的认识，对华北地区开

展寻找堆积型铝土矿具有重要意义。

2.4矿床形成时代

晋豫沉积型铝土矿Rb-Sr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

315～317 Ma[10]，代表着晋豫铝土矿成岩作用与成矿

作用的年龄，相当于晚石炭世早期。

3矿床的沉积环境及成因探讨
通过对剖面的观察、描述，并结合前人研究成

果[11-13]，在综合分析沉积物成因类型、岩石的结构、构

造特征、古生物组合、古生态等特征的基础上，对华

北晚古生代沉积环境及沉积相类型进行了比较详细

的研究，将研究区上古生界划分出两大沉积体系、5

种沉积相以及若干亚相类型（表3）。

山西省大致在乡宁-长治一线（35oN）以北含矿

岩系属滨海平原型淡化泻湖、滨海湖泊及沼泽相沉

积。铁矿、黄铁矿，铝土矿形成于淡化泻湖或滨海湖

泊中；粘土矿、煤线、炭质页岩等是沼泽相产物，而近

剥蚀区含矿岩系底部的砾岩、砂砾岩，则是河流相沉

积物。铁矿、铝土矿形成于滨湖至浅湖相区的氧化

环境，黄铁矿则形成于深湖泊相区还原环境，是淡化

泻湖被隔绝的标志。

晋南-豫西北地区基本继承了前本溪期沉积格

局，即主要为陆表海环境，主成矿期古海岸线大致在

乡宁-长治一线（35oN）以南及河南省三门峡市南-嵩

县北-鲁山县南一线，早二叠世古海岸线北东地区开

始了太原组的沉积。由于古岛的影响，本溪组沉积的

豫西-山西平陆地区沉积相类型有所变化，长葛古岛-

体系类

陆
表
海
类

沉 积 体 系

陆源碎屑障壁

－泻湖体系

海湾体系

沉 积 相
滨岸沼泽相

泻湖相

滨岸沼泽相
潮坪相
海湾相

潮

坪

湖心（浅湖和深湖）相

潮上带
潮间带
潮下带

滨湖、潮道（潮沟）

表3 华北铝土矿成矿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

沉积体系与沉积相类型

Tab.3 The sedimentary system and types of bauxite

in North Chna from the Late Carboniferous to the

Early Pem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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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古岛-黛眉山古岛一线和中条山-长治一线之间

依次发育滨岸沼泽-潮坪和泻湖及浅海相，而长葛古

岛-嵩山古岛-黛眉山古岛一线以西南总体发育泻湖

相，沉积环境包括渑池泻湖、宜宝泻湖和登密泻湖，

广泛发育潮坪-沼泽相，局部深水处为湖心相（图8）。

区域铝土矿存在铝土矿和粘土矿物的机械搬运

作用和分选作用。总体上豫西地区本溪组西南部矿

石中铝土矿物含量高于东北部，在焦作以东地区至

河北省，含矿岩系基本为粘土岩，也决定了西南部矿

床规模大，品位富，东北部铝土矿体成小透镜状，甚

或成为粘土矿。而沉积过程既有角砾状、豆粒状铝

土矿碎屑颗粒沉积，亦有铝土质泥页岩胶体化学沉

积。结合刘长龄（1992）[15]成矿理论，归纳山西和豫西

典型铝土矿矿床成矿过程如下：①成矿过程主体以

机械搬运为主，②以碎屑沉积为主兼有胶体化学沉

积，③铝土矿层底部大量存在的铁铝岩段为原地残

积形成。而“风化残积+碎屑与胶体沉积”的成矿理

论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4资源远景
在前人铝土矿成矿区带划分（Ⅳ、Ⅴ级）基础上，

项目组根据成矿条件有利程度，资源潜力大小和矿

体埋藏深度等因素，将山西省-豫西地区铝土矿找矿

靶区分为A、B、C三类（图9）：

A类靶区：成矿条件十分有利，依据充分，区内或

附近有一定规模铝土矿或经过工程验证证明有矿，

资源潜力大或较大，建议优先安排预普查的地区。

B类靶区：成矿条件有利，依据较充分，有一定资

源潜力，可考虑安排预查工作的地区。

C类靶区：具有成矿条件，有一定找矿信息，有可

能发现资源，有必要安排综合研究和预查前期工作

的地区。

豫西地区共圈定铝土矿找矿靶区49处，其中，A

图8 山西-豫西铝土矿成矿区本溪期岩相古地理图

（据王银川等.陈守民等，2011修改）[2，14]

Fig.8 Ancient geographical sketch map of the Benxi

period in Shanxi and the western Henan Province(after

Wang Yinchuan、Chen shoumin et al.,2007,modified)

1.泻湖滨湖亚相；2.泻湖浅湖亚相；3.泻湖深湖亚相；4.水下

高地；5.古岛；6.古半岛；7.古陆；8.潮坪-沼泽相；9.冲积扇；

10.湖心；11.涨潮三角洲亚相；12.海湾；13.物源方向；14.古水

流方向；15.海侵方向

图9 山西省铝土矿找矿靶区分布图

Fig.9 The bauxite distribution of prospecting target

areas，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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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25处、B类 13处、C类 11处；山西省圈定 20处靶

区，其中A类6 个，B类4个，C类10个（图10）。

5结论
晋豫地区铝土矿含矿层基底岩溶发育，岩相古

地理条件有利于铝土矿的形成，原始沉积过程中的

机械分选和化学分选作用形成了原始沉积的沉积型

铝土矿。本溪组含矿层规模巨大，延伸稳定。中新

生代风化剥蚀与分选作用，又形成了堆积型铝土

矿。该区具有巨大的铝土矿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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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豫西铝土矿找矿靶区分布图

Fig.10 The bauxite distribution of prospecting target areas，

western Henan provinc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source perspective of bauxite deposit
in Shanxi and Henan provinces

LIU Xiao-xue1,2, SIMA Xian-zhang1, GAO Zhi-rui1, YU Reng-an1, TANG Chao1, ZHANG Chao1,2

(1.Tianjin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2.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auxite resources in Shanxi and the western of Henan province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China's total resources. The bauxite ore deposits are ancient weathering crust sedimentary type and accumulation

type, and the latter was found during geological survey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previous exploration

research and geology survey results, and through the bauxite deposit space-time distribution, typical deposit

research,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genesis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rospecting target area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bauxite deposits in the region have great prospecting potential.

Key words: bauxite; Shanxi and Henan;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 resource perspec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