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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赣南花岗岩地区铀金硅聚散

特征及模拟实验

刻正义李永利陈金融沈才'李军郭壳英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摘要

通过粤北-赣南花岗岩地区铀、金、硅聚散特征的研究，井配合

岩浆、热液体系的模拟实验，阐明了铀、金、硅的空间分布，产铀硅

及产金硅岩体的形成环境，岩浆、热液阶段铀、金、硅的迁移特征以

及黄铁矿与铀、金的关系，并进行了有效成矿预测.为华南第二轮找

铀矿和在产铀区找金矿提供了依据.这种自我立论与实验相结合的

研究途径在铀矿地质研究中还是第一次.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

CHARACTERISTICS OF U" Au AND Si IN THE
GRANITE AREA OF NORTHERN GUANGDONG

AND SOUTHERN JIANGXI AND THEIR
MODEL EXPERIMENTS

(In Chinese)

Liu Zhengyi Li YongH Chen linrong

Shen Chaiqing Li Jun Guo Xiuying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8itln cha:cacteristics

of U t Au and Si in the granite area of Northern Guanrdong and Southern

Jiangxi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model experiments of magmatic and hydrother

mal systems ,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 , Au and Si , the environment of the

formation for U-productive and auriferous granitic bodies and migration char

acteristics of U , Au and Si during magmatic and hydrothermal stages ,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uranium t gold and pyrite , are briefly discribed. The metallo
genic prediction is also given. The reser-rch achieveml:nts provided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second-round U-prospecting in the South China and Au

prospecting in the U-productive areas. Thi~ approach of r.esearch method of

seif-proposir:g hypotheses ('ombined with model exηeriments i:; first used in the

research domain of uranium geology.

2



关于研究区不是霸区，我院'膏不少研究成果， til.南地质构童基本特征及锄成矿预

测 (}982)，华南中矿蜻成矿条件区划及预测 (}98S) 等，无疆这些成果对本课题的研究有

益.但怕、金、硅囊融特征研究周无更多现虞蟹.可循. 70 年代，国内'避行过啬广山在

岗岩初菌寒武系岩石的重熔对比实验，但从来元人开展下古生界重熔宴撞.以菌宴噩噩在

E力近似值的玲凤自章式高E董中进行的，面现在我们使用的是费国 HR-I8-4 型水费单

机，从面保证了重融及铀分配系数测定的准确性.在得了国内首批铺分配系It宴验数据，并

进行了准确的成矿预测.这些成果有助于篝it华南花岗岩的成固、地亮发展和演变等不少

地质问踵，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1 铀、金、硅聚散地质特征

"南-粤北震旦纪及早古生代时期为一个煌向斜，是华南加里东地槽的一部分，其北西

是江南古陆，东为华夏古陆或称华夏活动隆起带.

1.1 躏嚣盆纪地层中囊障"征

'南震旦系主要为变质砂岩、'显岩、硅者，整合于寒武系之下.崇义、大余、上挠地

区吉金石英脉型的宫坑孜金矿赋存层位主要为震旦系上统老虎糖组.英中东西向金矿带内

的南靡伏，步、内潮、赤土的在菜园，崇义杨眉寺的石惧，以及凹下、浮石、高坝、解笙

里、部厘等金矿点、矿床产出层位大体与此费制.昌前·财掏峙加里东院期花岗岩外接触带

震旦系中亦见金矿.寒武系以砂告、植费为主，古亭东北的野潭口、霸坪(264 大队已揭

露〉以及"县的桂花龙、寻乌马料铀矿点均产子下班牛角河群中.但也有产于加里东晚期

中细植黑云母二桂花岗岩体外接触带寒武系下部岩石中的信丰县太平山金矿，在嗣同最岩

外接触带寒武系的两卡坑金矿点.震旦-寒武系的混合岩化地段亦见金矿化，如罗搪掣坑破

碎带石英脉型金矿(大队正在揭露勘探).奥陶系出'于研究区西部，局部遭提舍岩化.

粤北拦河地区寒武系人村群主要为提石石英砂岩，其下亚群蕾遭为熙色页岩和石蝶，这

些地层至今尚未发现金矿.

"南、赣西南和研究区东部震旦系中盒背景值较高，前跑峙的金为(5. 23-48. 18) X

10-'，铀只有 (}.91-3.的 X 10-1 ，犁坑的金为 (3.12-8.23) X !O-' ，铺为(1.91

4.16) X 10- 1 ，混合岩地区金背景值增加至 6.1XI0-'. 研究区西部粤北拦河地区"武系铀

背景值较高，金背景值则很低，如拦坷的输为 (3.2-7. 1) XIO- I ，金只有 (0.43-8.08)

X 10-' ，混合岩铀增至为 (9.2-19. 的 X 10-1
•

1.1 前率由纪蜡相古地理与噩融关襄

从震旦·奥陶系沉棋厚度和沉棋相来看，舍昌·大余-缉剧北，地层毡厚度的为 11000

12000 m，南部加大到 13000-17000 m. .州·龙甫一钱以西，震且至奥陶系出露齐全，而

以东仅见震旦、事武摹分布.显然，震旦、第武祟沉棋时的古地貌景观为北高南低，东高

西更低，研究区西部剧砂泥质为主，而东部则跚幢艘钮，者向横海相过搜酌趋势.

1.3 黯融的蜡体'佯

1.3.1 时空性及舍矿幢

产铀硅〈铀-徽晶石英型〉花岗者自研究区西部向东部分布有诸广山、龙辄坝、幢商、大

~.大富足等复式岩体，这些岩体主要为印支·燕山阜嗣租中粒黑云母花岗嚣，呈北京或北

北东向产出，出露面t;，为几百至几千km'.产盒硅〈含金石英脉或硅化融部带型〉岩体主要



为细里京囔"的罄膏营体 <S云母花岗岩}和太平山营体{中缅植角阿石石英二艇者，并

多以精悻形式产出人'西搁在嗣同最W. 者体出噩噩扭幢小到 10 km'. 此外，襄山"还有

产蛐{金〉费体〈回于青幢矿廉中石英'章与辉锺费吏汇'位含金 <0.0田-0. ，，) X 10-'. 不

足固定矿体).产蛐硅的拦坷正嵌在岗岩愉背景值为11- 80X 10-'，金只有0.62XIO-'. 产

盒硅的括青着体金背景值为18- 63XI0-'. 怕只有 1. 42X 10-'.

I·]. Z 精右'理化学"稽恒

经营石化学讨算，产.碰在倒着醺质系数为 0.85-0·88. 幢幢组分 <K，O+N.，O) 重

量百分量为 a. OYt -9. 79".醺度事AR 为 3.32-3- 9S <偏幢幢).组合指缸，为 2.27-3.8

t属饵'配性-~钙'配性). A.F.M 田上挂点属钙幢幢系列. aEu 为 0.45. 具有较高的"Sr，l-Sr

韧蜡比 <0.7085-0.7193) 和富程疆土 <L/H 为 IS. l).面产盒硅花岗嚣'直质系数为 0.15.

碱性组分重量百分鼓为 1.61". 碱度事 AR 为 2.88 <属幢性).组合指藏为 2.27. A.F.M

回上提点属挂斑玄武系列.8Eu 为 0.6. Q疆土校少 (Lin 为队的.

I. J. 3 岩"属国分析

利用 RI-R2 多阳离子.，童及系列圃'授.对去体成回进行了解" (Ron:he. 1980.

Pitcher 1919 、 1982. Harris 198剖，拦河产铀硅花岗岩 (l2-3. C-6悸品}在 RI-RZ田中

相当正挺花岗岩，在RI-R2 多阳离子团中相当晚遣山搁置碱性构造岩辈组合，真构造状辜

处于蹄压变为扩张，板块碰撞后张性放应引起张性断型并使重醺性者辈上升.移背产盒硅

岩体 (2641-27) 则相当地幢斜挺花岗岩或拉斑玄武质花岗岩费.

且.3- 4 囊融与地噩构造蒲化荣革

地亮演化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铀硅.金硅矿化条件，并控制着各自费型的形成.

地槽发展阶段，震旦、寒武纪时，研在且画部沉降幅度较大，以砂混质为主F 研究区

东部玩降幅度较小，醺幢幢粗，有向读海相过霞之臼势，古炮舰景观为北离南低，东高西

低.粤~t寒武纪下亚群含炭泥告中含楠较高.金主要赋存于呢砂质-硅质沉积相的震旦系.区

城变质、 i昆合岩化性用对金、销活化迁移再造有利.

在地懵回返阶段，强烈的造山运动形成的跻裂告化带等是金矿赋存的萌利部位，在地

槽阶段形成的岩体中，以加里东晚期岩体内外接触蒂和震且·寒武系混合岩他带对金矿化最

为有利，如产于混合着化区的磕碎带石英脉型的犁坑金矿等.

在地台发展阶段，海西期间挺着有一定的金矿化.特别是在活化炮台(大陆边缘活动

带〉阶段，产于印支·燕山的早期在岗辑铀矿床大量涌现.金矿化只在一部分燕山期花岗问

候岩和花岗岩硅化带与中基性岩脉叠加部位有金铀矿化.如凹子青铀矿床具布一定范围的

金矿化.

以上不难者出，金硅禀.子研究区中东部-8南、'东南麓旦晨，部分第武矗且真棍合

辑化地区，而蛐硅主要禀集在研究区萌郁"武系中.因此在分布上存在"西袖东金"，在地

层层序上存在"上蛐下金"，时间立"铀晓金早"的规律.这种囊.与英所处地层盒、铀高

的背景值有密切关系，

2 岩浆体系的模拟实验

1.1 产筒、盒花岗量及其潭量的置蜡冀幢

1.1.1 团相缉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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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矿..他〈滴失》的帽'

拦词在向告熔化顺序是PI-Or-Bt-Qz. 这种饵'是否矗先"化反'晨在嗣着霉'曾为.~石

不由澜的量石.M相缉矿.为石英诅明岩章疆区是SiOI 饱和的量石• J事武革~石石英画'蟹

正好具有以..~石为主SiOI 饱和的这些特点.

2- 1.3 .，.撞在蝇岩蟠匾母岩〈辈革》的讨诠

目菌一般认为局面事蟠融的露岩时代辑老.有人提出为中元古界.经疆土和同位章分析

亵明=

(J)产蛐踵，金硅花岗费与震旦矗..武摹鲁士分布特征相羹缸.

(2) 产幅硅‘金硅花岗岩«lEu 分到为0.45 和 0.60. (La/Vb)"分踊为16.05和 10.51.

同属壳.重懵花岗岩范罔.

(3)产铀硅的画画着体与寒武系模变厦缅砂岩均富含Rb(分到为436. OX 10-'~回 260.6

X 10-') 贫 Sr. al'o 金者值 9. 4%'0-11. 7'60与寒武革我变质岩的8110 值 9.S'k接近.读者体

'1Sr/"Sr 初始比为 0.7258，表明与陆壳改造型花岗告桶一致.

(4)利用铅同位素演化固投影表明.产铀硅花岗岩谭岩地层时代段霸，主要是上地壳.

投点落在 4-8Ga 正常的上地壳铅横化参考线附近，而拦河寒武系变质岩大约落在4 Ga 左

右上地壳平均缉的上方、 i昆明这种花岗岩不只是由寒武系变质岩撞地重熔，还应该有相对

技告的铅同位素组成的加入〈如新坪寒武矗变睡着投点).产主硅花岗岩的谭岩要比产铀硅

范岗岩的嚣岩时代老而且以造山带为主.凹子背、昌前产金硅花岗岩，H，昌前金矿石和犁

境混合岩化岩石投点主要在4-8Ga 遣山带铅同位素演化增挺缉区间，说明金硅岩体和金

成矿比铀硅岩体初抽成矿有更者的铅同位素成分的加入.

%.2 铀分配系最实撞测定

2.2.1 温体 (V) 与培体 (m) 共存相中铀分配嘉撞ROV .••实验

it体与熔体间的铺分配系数KDV-"'«I (O.nX 10 ')，明显偏向熔体.由于槽灌组分不

同， KD
v
."于 (0.464-0.644) X 10·'范围变化，氟化物及磺酸盐洁液化 HID .I!易从熔体

中萃取输.

2.1.1 流体何〉与结晶遍体(C) 铀分配系踵KD
Y
-
C
实验

(1) KOv
.
c
与前面得出的KO

Y

."均<1 ，进一步说明铀跑向懵体.铀在硅酸懵体中具有

很高的槽解度，呈铀氧配位多丽体并进入硅酸盐熔体网络.岩E经不断重熔使铀更富集于

熔体，这一结果与不断重槽形成的华南黯山期产铀花岗岩更富铀相一致.这种趋势也可从

熔化实验佯品铀的分析中〈蜡体含铀较高〉得到证明.同时样品出现熔化的不均一嬉体现

象(檀相分离)，其白色熔体(富硅幅质〉蛐含量(42.QXI0·勺比黄色熔体〈富敏等〉铀

吉量 (35. 8X 10. 1 ) 稍高，并发现铀趋向富二氧化硅懵体(见表2).

(2) 伴随花岗结晶过程，流体与结晶熔体铀分配系数逐渐增加(从0.051X 10- J增到

O.432XI0 勺，说明铀更易团结晶过程进入流体，从而有利于铺成矿.

3 热被体系中的模拟实验

3.1 铀、金、疆的迁移形式宴毡

3· 1. I 盒、磕的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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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鑫撞篝品的·金舍量 (II: XI.-·. All: XI\,-·).. 医兔
.(盒'岔雹to.. , '量 ••• ...1;1 ...1;1 • 11

t MPa •••l;(r 立.‘适 主.远离

PT·I 5u 1t5.0 产..云.罩ti:a剧' 19.1

PT-z ‘10 15«1- 0 产..iie~lta帽' 1ιs

PT·4 ‘·nt 111.5 严..量由I~佳a鹰' zι ，

92·34 ‘" 副).1 产..云e~也~a蝇' 1~9

PT-I0 ‘" 1%5·0 产..量·罩Ita蝇' 17.1

PT·9 1'0 240.0 产..云e~ti:a帽' 19.9

PT-21 100 115.0 产..云itzti:在嗣. 20.1

PT-n 110 150.0 产..云.罩ti:a鹰' U·'
PT-14 ‘1~ 195.0 产..云.罩ti:~嗣蕾 U. ‘
PT·U ‘10 240.0 产..z;e豆ti:a蝇' 1$.4

PT-2‘ 曲" %4%.0 产..云ez艇在蝇' E‘'。
Yr-22 610 %%5.0 严..云e正ti: alll雷 22-5

Yr-I 730 125.0 严..云·正侯在酶' 16. I

Yr·I·1 730 125.0 I 产..j;e.iEti:在向雷 II. , PT·I"体

PT·6 ‘to i Z50.0 产..云'正IE:范酶' ; %1.9 I •…PT-6-1 no I %50.0 : 产..z;.正跃在自营 '咀.0

PT-6庐Z 'I。 250.0 严..云·豆tE:~周军‘ %1.7 PT-6 娼体

PT-S 71。 215.0 产.醺j;.正ti:lE倒蕃 14.5 蟹个''''I

PT·S-I 7'。 %'5.0 严…云e正tE:..窑 42. n n·s !I匾..

产..云e正艇在向警PT-S-2 7'。 215-0 35. I n.s....
PT9Z-21 660 125.0 严盒黑云e41U: (112.23J

PT9Z·30 'IS 125.0 产盒'云'睡在/lilt: Cl7·:H)

PT'Z-2a 6to ISO·O 产盒'云 .4/111窜 ql.Z%)

PT9Z-31 70S 115- 。 产盒熏z; .4 /111 tf (40. SO)

PT9Z·1S 100 150.0 产金.j;e4肖嚣 011.23)

PT tZ-25 130 100.0 产盒.J;.4/111C (1且 .4)

"92·29 61。 215.0 严盒'云'睡在街蟹 <Il2.55>

"9%-19 710 192.5 严盒'云每麓.. <365.13)

注 g 煌f$Sl-遭， .，曹羹;.壳荧壳测定..回幢寞，原子吸收法测定金z 拿童男.

囊申掘"内.11为金禽a.

凹子背铀(金)矿库中煌斑岩在300'C 、 50 MPa 条件下实验表明，金不随NaF 浓度槽

"而精捆，反而赢少，证明金难与氟形成结合物.在300'C 、 50 MPa AuCI) • HCI-Na2SiO)

H 2011 AuCI)· HCI·HISiOz-HIO体革中，盘在槽榄中的浓度随NaISiO)和 HISiOJ 浓度的

增加而精细，反应后pH 值为 4.0 时出现石英，费明碱性介质中呈金·硅络合物形式迁移.其

迁移可能为Au (SiO.)~ 阳或 Au <Hz5iO.)~一-.中一种事几种结合形式.费们以前的实盛表

明， 300'C以上随温度的升菌，南懂中金浓度"加.SiOI 并随温度的糟加呈线性增民.金易

槽于瞩性魔化物棉檀.在300"(: 50 MPa 赢跚 (NH，)，CS 与 AuCIJ • HCI 反应槽穰中{反应

后 pH=]O-14)，金随赢.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以上实撞结果显示了金硅在幢幢硫化物、硅

醺盐共迁移中的能力.

[Aul (HS>ZS]卜羁 [Au (H5)2]1-这种形式可能是凹于青铀{盒〉矿床盒的主要形式.

金星金-I费醺销合物证据目前尚不足.

'.1.% ..疆的迁，

7



蛐经常以[lJ()Z «:()I}Z]Z-形式迁事.少部分为氟的结合辅形式.实验表嚼. 3佣'c 50

MP. 时凹子青矿床硅化煌踵岩中'曲事够随l'o .H(:()I' N.F 雄度蟠细菌精细 .3∞'c 50 MP.

时 UOz (N()J}z与在靡宴量表明.蛐槽"瞌篝靡橡皮的精细呈辑性精怯.tt前实验袭嚼.U

与Si()z 障在高温瞻性‘民醺盐介质中暑从花岗岩中迁出外，在七种雌性幡霞中比段，仍U

N.z∞，和 HzS槽擅迁出Si()r 最有利.此时U 与 SiOz 可以同路迁fl.

12 2细~掬I'C' *最舍属黄'民哥r.与盒的关矗

250'(:. 3∞℃的宴验是在tit含金高压董中进行的. 90'C的实验是在缚封的草稿萤缸中

进行的.结果寝嚼，在章II黄缸矿时均有98'"-99'''的金进入.

1) 疆的噩徽'警在矗其靠嚣的讨诠

1).1 时空'警点

(I)无论产蛐区产金区均高大量硅出现在营体顶部革真外接触帘.

(2) 产铺岩体中的硅与破吏代，绢、水云每位美矗密切.

(3) 碰在生14时间上通常在岩辈嘲后至2是擅阶段.

(4)产生较多石英脏的花岗费是在压力较缸条件下形成的.这一点已由N.CLuth等

人 (1960) 的实验证明.

3.].2 .，.出事主

宫锦石英'事由于古赤'震矿、黄铁矿等杂质不同，呈现自白色变为灰萦、蜻肝色、红色

lt偏含量随之而增部.产金区的百英呈单'事或复合'拿形式产出，!iii，(硅化省百、硅化磁碎

带形式出现.

3.].] 硅矗问题讨论

(I)硅来自花岗岩造岩矿咽.这巳植实验所证实.£们在白云母化时"出大量的Si()r.

(2) 稀土分布曲线对比表明，硅主要来自各自岩体.

(3) 硅作为热穰迁移形式的可能机理，接照Euler 的说法. Si()z 可以完全转变为硅醺根

离子〈百英的形成正是与此作用有关}.

天然热液条件下最可能出现Si <OH>s 离子，按熙攘合形式以氢键相联.这种多霞阴离

子的中心部分将以二雏形式进一步发生'民集作用〈二维囊合物}.成分更为复杂的将出现多

向戴集，直到形成肢体粒子.

硅酸离子随强硅氧惶惶的形成发生脱水凝摩.反应初始时，其中心部分具有吉硅氧娓

键的三擅帘，这就是后来石英晶体的棋z

SizO(OH>:- +Si(OH> j- =SiJOz<OH}:. +HzO
锦等元素很可能是以提基结合惕和自古而形成的复多髓禀合物形式迁移的.英中 Si 倾

向于与成矿元素形成复杂的多阴离子.但由于陪檀中南解的硅离子量比成矿元素要大得多，

这样，太多拙的硅就是以独立方式即主要是以多核起基络合物形式迁移的.铀的情况尚有

待进一步研究.

4 结论及成矿预测

"·1 几点认识

".1.1 严出地剧"征

铀硅产于印支和燕山早期花岗击中.产铀硅花岗岩是在华南加里东地槽大幅度沉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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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矗幢..奥田纪后噩噩幢壳不黯帽'去的环撞申露凰..金硅跚产子'里s.捆在嗣费及

四"量舍It化，回..西踊阳最囊中.产金磕曲在由费矗在组里京'也..幅度撞小圄矗

幢早，*武缸后瞌踵的环撞中章虞曲.

4- 1.2 蠢'..摹宴撞

大量"融宴·襄嚼. _it.矗严蛐硅产金硅在由费曲重要'费之一.这几排在由馨与

事武墨画'馨、提费橱..蝇相量'且.

产'自在嗣馨的撞体与'体恤分配噩噩宴撞回应蜡晕明显小于I<也 .XI0-·). 说....

向锺体，.在草帽厦'体申具有高曲"度，不庸置.健在跚黯蜡像更富蛐.量囊撞矗量

疆中，量体与共存帽申的蜡体恤分配墨鼓mY-C踵结晶作用细噩蕾帽~.罐'磕撞度画大，

对肇霞铀矿也生虞有利.

由此'曲，产蛐磕蟹.曲..为不断重鳝辄帽，属'哥幢幢·幢幢幢矗山"矗费荤组合，量

不断量."经分异结晶画成的复式费体，真肇事为主地壳.商产盒硅聋'事的意虞为矗山，

重罐棍..奠董事为量山...李复式去体.

4- 1.3 最巅..禀寞'量

同一天摆得晶的恤金硅篝霞宴量班明，恼与囔醺盐、氟、氧、魔化'呈蟠舍"迁移，金

与疆化'有蟹量的结合能力.段高温幢幢覆化"介厦利于盒硅共迁".醺幢醺醺盐介厦稠

于蛐疆共迁移.因此，无诠铀矿还是金矿，黄铁矿'是重要曲量金矿tJ.充分寝现金曲豪

幢幢.黄铁矿舍.且与盒的关矗宴量寝嚼，黄'段矿..时可有90"以上的金量入.

4- 1·4 时空蝇'

铀矿产于寒武系蛐霄最值搜菌的地区，金矿产于震旦-寒武.I金背景僵段高且其嚣合费

住地区. ..金在地区分布上存在"西蛐东盒'.在所赋存地质体中多为....也金早'，罐

层层序上"蛐上盘下'空间里可叠加的坦..硅多量"硅帽'、"硅边'等形式产于去体顶

量R真外接触带中，真分布范田大于偏租金并童育于整个.、金属矿过程中.

4- 1 it矿预测

4- 2.1 盒矿的远量预测

研究区目前已嚣现金矿靡〈点) 30 多处.英中费金矿 10个，砂金矿 22 个.着金小矿

靡 2 个，砂盘小矿库2 个〈主要分布于幢葡>.属于中-.性'入精啻盒噩章，变厦着吉盒噩

噩，与混合营化有关曲吉盒噩遭及现代呻很含金噩噩.上述各费啻盒噩噩噩今后工作的t!

&8:.
研究区现己Jt班的金矿床〈点〉真且体厦布方向为 NE 向，局部为 sw 向，并与区蜻掏

矗辑方向-囊，主要在囊义、南靡、上挠、子'、铺车、导'帽、会画、瑞金等地.这些地

区震旦·第武犀含金膏，值较高，值得进一步工作.应班"别指出的是...邬县北有与混合

营化有关正在揭露中曲'槐矿点，布可能成为小型金矿靡.区罐霄景十分有利，从古地理

环撞着，正是华'帽锺藏与华夏古陆的撞舍'缸，有艘克足的"质来嚣，曹大面羁的震且

-*武巍地区的分布，受到.舍黯化作用的.响，并处于聋'‘山构造帘臭持区.此血的症'

与摞入'嗣研究必将对武壳山金矿的费霞'出贡献，应是今后重点费画 nt.

从早"武世饵棋者相古罐'田Al现代砂盒分布'出，所有砂金自德集'分布，与'盆

+分吻合.例如接受了 E厚沉扭曲遵 JII-*鞠梅盆筝，研究区内'江罐罐曲砂盒.".矗篱

中之-.I!!厚的沉租区又有后期的掏矗活动，多搁在的中-.世班'入活动的叠加区矗金属

'



矿的有利'佳.也是今后工悖的重矗

4-2- 2 .矿盛矿运量'温

...主要产于煌'玩"幅度幢大，由上.亮不畸重'画虞的印支相禀山早MlE嗣费中，

.，W1lliU'.曲'草地区，仍膏遭ti第二篱拽矿的必要，对..富矿事膏稠.此外，白面

石地区量锺撞变了 6 个矿靡，但真矗应在向告中的工量矿体并未避一步揭露，因此灌区是

..的膏稠尴匾.

在..田三'吏鼻处是重翼山巅"与纬向掏矗吏汇'缸，又是大西瞿在嗣毒分布区.

在粤馨、平远相罐罐变了.矿靡，因此应班是今后提怕的有刷地区.

"文瞌

<I] 至......秃子在荫..离·高压S....ll.....t挚. 1_. (II), %.-21

<Z> 刽王山.. ...曲.It.....佬ttlE. ..虫…李东最支a. '7-'7. 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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