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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以数据处理方法为主要手段

研究江西境内的布格重力异常。首先根据异常特点建立三层地壳模

型——表层、区域性中间层和壳下物质层，定量计算各层的顶、底

面埋深，然后分析研究它们的埋深变化特点，从而勾划出研究区内

的深部地质构造；计算出各层的“密度”和“质量”，根据这两个

参量研究浅部的地质构造；计算了地表高程与布格重力异常相关分

析的相关因数 R，划分出江西境内“稳定”与“不稳定”的地壳区

带，找出了江西省内成矿有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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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 Dividing and Zone Dividing of Physic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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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e of summing experienc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Bugar

gravitative anomallies are studied by major means of data processing. According to

the anomalous character, three layer crust modles (surface layer, middle layer in

region and material layer under crust) are built up, depth of upper and bottom

surfaces for every layer is calculated quantitatively, their varied characters of depth

are studied and deep geological tectonics are outlined. The “density” and “mass” of

every layer are calculated, and according to these two parameters, the shallow

geological tectonics are researched. The relation-factor R between the surface

altitude and Bugar garvitative anomalies are calculated and the stable or unstable

crust zones are divided. The favorable mine zones for uranium deposit in Jiangxi

Province are out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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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背景

1. 1  自然地理概貌

    江西省域内以萍乡―东乡―广丰为界，分属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北部属扬子地台，

南部属华南褶皱系。各具不同的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特点。

1. 2  地质构造背景

1. 2. 1  区域地质构造

    江西省域内褶皱基底复杂，赣北的扬子地台基底形成于晋宁运动期，由元古代双桥

山群构成，以北东东―北东走向为主，褶皱强烈，常形成规模不等的同斜倒转背、向斜，

构成巨型的复式背斜构造，被波阳盆地将其分成东西两段，西段褶皱较紧密，岩层倾角

较陡，受侵入体和后期构造破坏较严重；东区岩浆活动较弱，褶皱构造保存较完整；而

赣南属华南褶皱系基底，加里东运动期形成，由震旦纪―奥陶纪地层组成，近南北走向

呈弧形，构造复杂，褶皱剧烈，同斜且紧密并伴随强烈的岩浆活动，尤其是赣南区段受

断裂严重破坏。主要有万洋山―诸广山复式向斜和武夷山复式背斜。

    盖层褶皱主要发育于赣西北，赣中，赣东北和赣西南，其中以赣西北和赣中西部地

区褶皱较强烈；褶皱走向大致以赣中南、赣北及赣中地区呈北东，北东东或近东西为主。

它们表现为不但时间上的阶段性 且于空间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1. 2. 2  深、大断裂

    江西省域内深断裂、大断裂发育。深断裂常切穿硅铝层直至硅镁层进入上地幔或更

深，常为构造分区的界线。沿此种断裂常分布有基性或超基性岩。对规模较大的花岗杂

岩带、火山岩带及混合岩带有控制作用。

    大断裂规模大，走向延伸长，深入基底但不切穿基底。对域内部分盆地或沉相有一

定影响，小型岩浆带、矿田常受这种断裂控制。

    据其空间分布，江西省域内之上述断裂大致分为近东西组、北东-北东东组、北北东-
近南北组。其中深断裂为：

(1) 古市（修水）―德安深断裂，由平行排列之断层系列组成。

(2) 萍乡―广丰深断裂，由硅化破碎带及逆冲、斜冲断层平行系列组成，呈近东向，

为扬子地台与华南褶皱系在省内的分界线，其附近（如萍乡何家冲、武功山、神山洛市、

彭坊、古桥、余江）有基性或超基性岩侵入体分布，南侧发育加里东期花岗岩混合岩及

印支、燕山期花岗杂岩带。

(3) 宜丰―景德镇深断裂，由斜冲断层列系密集列排组成，呈北东-北东东向。

(4) 丰城―婺源深断裂，由斜冲断层平行排列系列组成，北东向。

(5) 遂川―德兴深断裂，由一系列压冲断层或压剪性斜冲断层组成的大断裂带化破

碎、片理化、挤压扁豆体较发育，北东向。

(6) 大余―南城深断裂，由冲断层或斜冲断层排列组成，挤压片理化带、硅化破碎带

较发育，北东向。

(7) 安远―鹰潭深断裂。沿断裂带加里东期混合岩、混合交代花岗岩及晚期侏罗世火

成岩发育，形成混合杂岩带、花岗杂岩带及火山杂岩带。

(8) 寻乌―瑞金深断裂（邵武―河源深断裂），由系列斜冲断裂作侧幕状排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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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化破碎带发育，局部形成动力变质带。沿线分布加里东期混合岩、花岗岩燕山期花岗

岩及侏罗纪―白垩纪火山岩，形成混合岩、花岗杂岩带。

(9) 新淦―湖口深断裂（赣江大断裂），燕山运动以来以压剪性斜冲断层为主，南延

尚待研究。

(10)  油墩（波阳）―东至（皖南）深断裂，由一系列逆冲或斜冲断层组成。硅化破

碎极为发育。北北东向。

    除上述深断裂外，列入大断裂的还有：

(1) 渣津（修水）―拓林（永修）大断裂，大致东西向延伸。

(2) 铜鼓―罗溪（武宁）大断裂，大致北东向延伸。

(3) 靖安―九江大断裂，呈弧形延伸，南段北东东向，北段北东-北北东向。

(4) 塔前（乐平）―赋春（婺源）大断裂。北东-北东东向。

(5) 乐平―思口（婺源）大断裂。

(6) 葛源（横峰）―樟村（玉山）大断裂。总体北东向。

(7) 港边（横峰）―双明（玉山）大断裂。

(8) 腊市（萍乡）―石岗（建新）大断裂。

(9) 文竹（永新）―峡江大断裂，北东东-北东向。

(10)  黄坳（遂川）大断裂，北东向。

(11)  崇义―万安大断裂，北东向。

(12)  中寨（全南）―江头圩（安远）大断裂，北东东向。

(13)  万田（瑞金）―驿前（广昌）大断裂。

(14)  鹰潭―瑞昌大断裂，北西向。

(15)  黎川―南昌大断裂，北西向。

(16)  吉水大断裂，由北西向张性斜移正断层平行排列组成，硅化破碎发育。

(17)  拓林（永修）―王音铺（武宁）大断裂，北西偏西向。

(18)  宜黄大断裂，呈北北东向。北端为北北东-北东向，南端呈正南北向，局部偏东

或偏西。呈舒缓弧线转折，不同地段都由２～３条主干断裂或一系列中、小规模断裂密

集排列组成。此断裂在宁都洛口与安远―鹰潭深断裂汇合，可能为其支断裂。

    总之，上述断裂以长期发展，多次活动及混合岩带为其特点。

1. 2. 3  断陷盆地

    燕山―喜马拉雅运动期，块断形变是此期的特色。由此形成一系列规模不等的断裂

隆起带和断陷盆地或断陷带。

    这些盆地之展布受基底构造控制，常沿深大断裂延展方向分布，它们大都以深大断

裂或其它断裂为其边界。盆地多堆积巨厚的陆相红色、杂色碎屑建造，一般在千米以上。

盆地多呈断陷单斜型或箕状型，其沉积中心常表现为单向迁移（向盆地的深大断裂或起

主导作用的断裂所在一侧迁移）；盆地内部褶皱平缓。

主要的断陷盆地：信江断陷盆地；清江断陷向斜盆地；抚州―永丰单斜断陷盆地；

吉安―泰和盆地；兴国断陷盆地；赣州断陷盆地；池江断陷盆地；信丰断陷盆地；会昌

断陷盆地。

此外，赣北还分布有其它盆地，如渣津、武宁、波阳、安义、高安等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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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古地理

    江西璄内的古地理的变迁，岩性、岩相的变化，各时代岩石界面的接触关系，都说

明该域地壳活动的特点。本区元古代时北部属地台型，南为地槽型，岩石受变质，界面

间以不整合或假整合为主，表现为强烈活动；震旦纪以海相碎屑沉积为主，岩性界面以

不整合和假整合，寒武纪以整合上覆其上，地壳以整体上下运动为主，奥陶、志留、泥

盆纪海退，出现大片古陆，沉积以整合接触为主，到石炭纪，其西南部才又出现潮坪相、

潮下盆地相、海滨平原相、山前平原相等沉积，这是由于江西域内地壳在这一时期发生

侧压隆起后又开始弛张返回的结果；二叠纪以整合、假整合为这两个时代沉积接触特点，

有较广泛的海相沉积（属浅海盆地相、潮坪相、潮下盆地相、浅海台地相、海滨平原相、

潮下台坪相、潮坪相），说明当时海侵又在扩大；三叠纪大片古陆重新出现，并出现湖

泊，沉积为潮坪相、滨海沼泽低地相，晚期沉积除上述岩相外，出现山前湖泊平原相、

山前盆地相等等；侏罗、白垩纪出现湖泊、河流、山地（为本区主体），沉积接触以不

整合和假整为主，有的是断层接触，沉积岩石相为湖泊相、河流相-湖泊相，火山发育（裂

隙、环状、管状通道），岩相为湖泊、河流、洪泛相。

    从上述事件表明，江西域内以震旦为一期，以二叠、三叠为一期，以海侵为主，在

这些时间段内广泛地接受沉积，地壳属张弛状态；而寒武至石炭与侏罗、白垩以后的两

个时间段内是海退时期，地壳属收缩时期。

1. 3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场

1. 3. 1  地球物理场

    由地震资料给出江西的地壳模型是一个三层模型，第一层平均速度（纵波）为（4.92
±0.02）km/s，层厚 1.4 km 为盖层；第二层平均波速为（6.13±0.10）km/s，层厚 20 km
（硅铝层）；第三层平均速度为（6.83±0.10）km/s，层厚 11.10 km（硅镁层），上地幔

顶部波速约（8.03±0.06）km/s。
    第二和第三层间之界面为康氏面，第三层与上地幔间为莫氏面。

    在《扬子地块东段地球物理场研究》课题中，我们对航磁异常分析表明，江西省域

内有南北向或向西的弧形排列的正异常串，单个异常近等轴，经处理后表现得更清楚。

但是，这些异常都不可能是盆地内堆积物所引起，因为这些盆地内没有能够引起这样异

常的磁性堆积物；也不可能是由于磁性侵入体所引起，其最大可能是上地幔凸起并僵化，

使盆地下磁性层增厚之故。异常与盆地一样，明显地受到深大断裂的控制。

    江南、华夏两古陆有统一的航磁长波异常，其外形特点是一个近等轴的葫芦形。异

常之腰部近于江山―绍兴断裂的展布位置和方向。异常范围西止于宜春―遂川一带，北

于九江以东以龙泉―温州为限，异常南部尙未封闭。

    根据异常特征，在地质历史时期，这两个古陆曾为一块，后为裂谷作用分开。华夏

古陆的西缘在黎川―石城―韶关或抚州―遂川一带。

    利用航磁资料计算表明，居里面与莫氏面有镜像关系，在江西省域内表现为：居里

面下凸而莫氏面上凸，两者埋深不同，前者深度比后者深。

    华南小比例尺布格重力场特点之一是其剩余异常（经过处理）有规律地分布，沿深

大断裂构造带分布的正异常带（如江山―绍兴，黎川―石城―韶关，麻城―广济断裂等

等），其两侧分布的是与各个时代的花岗杂岩或其它火成岩，为火山岩有关的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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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种正异常带两侧往往是地壳岩石圈坳陷区段。如雪峰山，邵阳―衡阳和江

西省域内的安福―万载一带，都是地学断面的资料所证实了的地段。这种现象我们认为

是裂谷作用引起裂谷两侧岩石圈皱陷，并在皱陷过程中于该地段伴随岩浆活动，导致火

成岩和火山岩发育的结果。

    江西省域内布格重力异常分布特征是中部重力高，呈楔形由北向南楔进；东西两侧

为重力低。

    省域内出现很多断陷盆地，这些盆地的重力异常往往也呈现断块异常的特点，如信

江，崇仁盆地之异常也具这种特点。

    特别指出，江西域内布格重力异常分布的特点大致为南北向分带，中带高而东西边

带低，从其区域异常可以看出，由北至南，以波阳、吉安―泰和及赣州为中心的重力高，

呈楔形由北向南楔进；东西两侧重力低。构成一弧凸向西的重力高弧带。此带西边缘分

布有以武宁―铜鼓间、宜春―永新间、井岗山―崇义间及全南为中心的诸重力低；东边

缘有婺源―上饶间、永平、乐安―广昌间及安远―寻乌为中心的诸重力低。

    省域内出现很多断陷盆地，这些盆地的重力异常往往也呈现出断块异常的特点，如

信江、崇仁盆地之异常，它是以很多高、低等值圈闭组成的异常带群体。从它的结构特

征看，具断块异常的特点。

    前人的资料证明，华南具走向的大型构造带两侧的一些地段发生过岩石圈皱陷，这

种皱陷，在武夷山两侧、幕阜山，南城―宁都―兴国一线等地段也可能发生过。此外，

热流异常点如邵阳、宁都、 宁化异常点以及地幔底劈（永安）的位置分布都在“正异常”

带的两侧。说明这些地方是地壳活动较强烈的地方。因此，重力异常的特点反映了区内

地质构造的特点。

1. 3. 2  地球化学场

    根据地球化学资料，在江西省域内，某些元素的地球化学异常具南北分区的特征，

如 Pb 异常集中于南部，Zn 异常集中于北部，Cu 异常遍及全省。与重、磁异常的区域分

布特征有类似之处。

    省内元素丰度高低与岩性分布有关，如花岗岩类分布地段，Pb，Sn，W 等元素的丰

度偏高，常常形成高背景异常。

    在地球化学异常轴线分布图上看，江西省域的东西边部，其异常轴线走向大不相同，

其中以 Pb，Zn 为最明显，西侧以北东或近东西向为主，多为平行或近平行；而东侧的这

两种元素之异常轴线则表现为多方向性，往往以北东和北西两个方向相互交叉出现。可

能是反映一定区域的地质构造特征。

    长度大的一些 Pb 异常轴线出现在省域的东侧，以北西走向为最明显，主要有四条：

定南―安远之间；乐安―崇仁之间，经相山（伴有 Zn 异常轴线）；经东乡―乌石〔伴有

Zn 异常轴线〕；经鹰潭。东侧内北东向最长的一条 Pb 异常轴线在宁都―石城间通过。

在这个区域内两个方向的 Pb 异常轴线相交点最明显的有三个，即相山、乌石，安远―定

南间。

    江西省域内有些地球化学元素分布的组合似有一定的趋向，如 Pb，Zn，Cu，Mn，
W，P，Sn，Co，V 等等，它们似在鹰潭―抚州―兴国―赣州―大余一线复合分布。这

种现象是否和一定的矿产有关？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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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有关计算

1. 4. 1  求质量和密度

我们以下面公式进行计算：

G
F

m
π

=
2

)0,0(g                                (1)

和

GV
F

V
m

π
==

2
)0,0(gρ                              (2)

这里，m 为质量；ρ为密度；V 为重力异常体体积；G 是引力常数。

1. 4. 2  求区域场

    小比例尺、大面积区域内的实测重力异常，往往是多源体场的叠加。在对之进行处

理时常希望将不同源体但具类似特征的各种异常分离“归类”，以利于作地质解释。

    利用局部场与区域场的相对性，有目的、适当地寻找这类异常对，进而求出它们的

增量异常，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利。

    某一地区的重力异常可以表示为 m 个源体异常的叠加：

∑
=

=
m

i

n
i hcff

1

),(                              (3)

式中 fi 为第 i 个源体的异常，c 为与源体规模大小、形态及其物性参量有关的量，它决定

异常的水平面分布特征；h 为源体埋深，它决定异常的空间分布规模； 而 n =1，2，…，

视源体几何形态而定。异常随高度衰减的快慢，取决于 hn，当一些源体的 c，hn 近似，它

们的异常的衰减快慢也大致相同时，就有可能找到类似异常的归类办法。

    因为 c，h 近似，异常随 h 的衰减取决于 n，而 n 与场源体的形态有关，于是， 当在

某一 h 高度上，f（c，hn）内的一些异常已衰减完而“不存在”，另一些异常则仍在 f（c，
hn）内占有优势。当在另一高度 h+Δh 时，f（c，hn）内原先占优的异常因衰减而消失，f
（c，hn）内被另一些异常占有优势。于是，由 f（c，hn）中减去 f（c，(h+Δh)n）可以得

到第一次占有优势的成分。它反映了在某一高度上，具有近似的 c，hn 的一类异常，因此

达到了“归类”的目的。根据增量定义，可以求出 f（c，hn）由 h 到 h+Δh 的增量：

hhcfhhcff nn ∆−∆+=∆ /)),())(,((                      (4)
))(,(),( nn hhcfhcfhf ∆∆∆ +−=                        (5)

式（5）就是所要计算的所谓增量异常公式。找出这种异常后，可在计算机上实现地质成

图。

2  结果分析

    据前述，江西省域内地球物理场似乎是按照大地构造单元的特点分布，其实不然。

这在航磁图或在重力图上都可以看得出来，经过数据处理后的异常更是如此。比如它们

的长波异常特征并不与大地构造单元分布特征复合，而更象较简单块体的组合体的异常。

但是，各地球物理场间确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重力和磁场，表现得最明显，它们是否

具同源关系，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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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地球物理场的叠加性质，在前一课题研究中我们曾用不等高度上延的办法处

理过小比例尺的航磁异常。由成果平面图可以看出，不同高度平面上的异常分布特征是

不同的。在江西省域内，航磁ΔT 上延 20 km 的异常反映中生代盆地的分布，而上延更高

高度时的异常，反映的是简单块体组合体的异常，是一个近于等轴的异常，它对应于江

南，华夏两古陆。因此，如前面已提及那样，我们认为华夏古陆西缘就在抚州―赣州一

线，以分布中、新生带盆地为其特征，如信江、吉泰、兴国、赣州等盆地。

    江西省域内的重力场，总的走向为北北东-北东向，东西两侧低中间高，北高南低，

东高西低。此外，还可分成带，且与磁场、地球化学场的分布特征有一定的类似性。这

是域内地质构造特征决定的。

    我们对泰和―相山―余江、安福―抚州―鹰潭、会昌―相山―清水江―下观和彭家

湾―鹰潭―青云镇等剖面的重、磁（ΔT）异常曲线进行分析也得出重、磁分布特征的相

关关系。

2. 1  布格重力异常与高程的相关性

    如《扬子地块东段重、磁场研究》报告所提的方法，江西省域内，布格重力异常-高

程相关因数 R 的分布特征如下：

(1) 以峡江―抚州―鹰潭―景德镇―江山―建德―歙县―祁门―鄱阳湖―南昌连线的

围域。R 为正值，其变化范围在 0～0.1 。其毗邻的武夷山一带属 R 正常区。

(2) 以寻鸟―安远―南雄―赣州―万安―兴国―南丰―石城―上杭为线的围域。此区

内的赣州东南和寻乌―上杭两地区 R 为正值，其变化范围在 0～0.1 。
(3) 邵武―宁化―永安―福州―南平―政和的连线，以南平―三明―永安为中心的围

域，此圈内存在永安地幔底劈。低速层和地热异常点。此外，龙泉―政和一线也有这种

类型的反常区。

    在省域西侧的韶关―桂东―莲花―铜鼓―幕阜山一线，零星出现 R 反常地段。它们

独立出现并以南北向排列。这个 R 反常地段与上述两个反常地段之间被遂川―安福―南

昌―九江为线的 R 正常区段分割开。江西毗邻之福建省域内，以南平―三明―永平为中

心的周围也有一个 R 反常区，永安地幔底劈、宁化地热高点就分布在此区段内。

    地壳岩石圈变薄的区段的周边或区段内一般都分布有火山口和地震震中。看来是地

壳亏损未得到完全补偿的表征。而在 R 正常区（或带），如安福、武夷山等类地段则是

以地壳岩圈坳陷得到补偿的。

    由上述原则分划，可以看出江西省域内没有过补偿的地段，不但江西域内没有，就

是整个江南、华夏两古陆域内也没有这种性质的区段。

    总的来说这种反常区与区域场的重力高相对应，是否由於这些地区地壳质量补偿趋

于过剩，尚待调查。

2. 2  频率域内处理成果

2. 2. 1  “质量”、“密度”异常地壳

    经计算得到江西域内“质量”和“密度”。用这些量表示异常，比原始布格重力异

常更明显，与地质构造分布特征的对应性更强，有利于对异常进行地质解译。

    这里所谓“质量”、“密度”实际上是剩余“质量”或剩余“密度”。它们有正有

负，其中剩余“密度”之绝对值一般在 0.1 g/cm3 左右。较负的地区的地壳厚度都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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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形成上下界面凸起。江西省域内或其边缘如安福―宜春―万载―宜丰一带，南雄―崇

义―井岗山一线，会昌―宁都―广昌一线之北西缘都出现很负的异常。而安福―万载一

带则是地壳岩石圈拗陷之地带。因此，我们认为上述类似特点的其它地带的地壳也可能

有同样的性质。此外，省域内有些地区上述两参量趋正，其相应的地壳上下界面凹进，

壳层明显地变薄。具有这种特征的地段正与我们所推测的华夏古陆西南缘相一致。

    剩余“质量”和剩余“密度”异常的分布与中生代盆地的分布非常一致且对应明显，

异常值表现为向盆地中心增大，如信江、抚州―永丰、清江、吉泰、兴国、赣州、信丰、

会昌等盆地以及于赣北分布的很多盆地。

    总之，剩余“质量”和剩余“密度”异常的分布可归结为如下各带∶

(1) 通过修水以北东方向展布为剩余“质量”和剩余“密度”高值带。

(2) 通过铜鼓以北东向展布有两个低值带。

(3) 波阳―宜春一线之波阳―南昌为高值，它对应于波阳盆地；上高―宜春间高值；

新余―清江高值。表现为此一区段复杂的地质构造的特点。

(4) 宜春―安福低值带。

(5) 万年―谭丘低值带。

(6) 上饶―贵溪、余江―崇仁、永丰―遂川高值带。此带于鹰潭、相山为低值。

(7) 赣州―信丰高值，于其东面伴随出现一低一高值区。

(8) 寻乌低值区。

(9) 南雄―龙南―全南一带较为复杂，出现多个高值和多个低值。

(10)  以乐安―兴国―宁都―广昌连线的围域内是一低值区段。

    这些高值带区对应于 R 正常区带，而低值带区则对应于 R 反常区带。

2. 2. 2  区域物质层上下底面埋深

我们将地壳分为两层，即表层和结晶基底层，经过推算求得对应的异常。通过异常

对结晶基底层在进行反演时，除计算上述两个参量以外，还计算它的顶、底面埋深，以

了解深部地质构造和地壳结构。

    从重力资料可以推断江西结晶壳顶、底界面的埋深。埋深值的平面等值线分布特点

一般是：①数条相邻等值线密集沿某一个方向分布，形成等值线密集带或包围某一地域，

此地域中的等值线则成为稀散的一个或几个同心圈闭；②等值线密集带常被扭曲而突然

改变方向。

    计算结果显示，结晶基底层顶面埋深在 2.5～3.5 km 间变化，底面埋深在 25～38 km
间变化。其分布有一定的规律，在剩余“质量”和“密度”较负区段内顶面埋深大致为

2.5 km ，而趋正地段则在 3.5 km 左右；底面埋深前者在 25～31 km 左右，后者大于 31
km，有些地区甚至达到 38 km 以上。由此可见，不管是顶面还是底面，其等深线的分布

都有以下特点：

(1) 某几条相邻等深线密集成带，而其它则稀疏地分布。

(2) 这些等深线密集带的分布与地质明确了的或推断的深大断裂展布位置复合，特别

是前面列出的 10 条深断裂。

(3) 等深线密集带一般以折线形式组合。

    根据计算结果以及上述特点，我们得出下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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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域内结晶基底层的底面埋深，从数值上看与用其它方法算出的莫氏面埋深

相近，虽然有的地段如波阳盆地，计算结果为 35 km，比其它算法得出的莫氏面深 2～3 km，

但这个数值与永平爆破地震得出的结果一致，所以，它应该是地壳和上地幔间的分界面。

(2) 等深线的分布特征反映了江西省域内下部地壳的结构形式——断块结构。

(3) 从断面看，江西地壳呈断块阶梯形式上下相对位移。

(4) 根据等深线分布特征，可以认为这些断块的顶底面相对平整。

    纵观江西省域内，结晶基底层下底面埋深在 25～31 km 内者呈条带式分布，于赣北

主要有：

(1) 铅山―贵溪―东乡―清江―峡江―吉安，成宽度为几十公里的弯曲狭长地带。

(2) 铜鼓―分宜―吉安。

(3) 景德镇―余干―进贤。

(4) 婺源―横峰―贵溪。

    而赣南则是一个大圆环：寻乌―定南―大余―赣州―兴国。

    上述各带的结晶基底层顶面一般都凹陷，其埋深大致在 3.2～3.6 km 左右。就是说这

种带的结晶基底层的特点是底界面上凸而顶界面凹陷。这些凹陷多是中生代断陷盆地，

以一定方向排列出现。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第一带，不但分布长且呈断块上下铅直错动 ，
其布格重力异常反映了这种特征，这个带在遂川―兴国一带被切断。

    上述这些带的两侧往往受到断裂的限制，而断裂则连续或是断断续续地向某一方向

延伸，以第一带最为典型。

    由贵溪―抚州―峡江―泰和―南康可构成一条带，此带的特点是结晶基底顶界面下

凹而底界面上突，从力学角度考虑，这个基底曾受到北西―南东向水平力的拉伸的作用。

    以江南、华夏两古陆为主体，位于第二带的东面。这个带的磁性层界面结构简单，

这在其埋深数据上明显地看出，顶界面凸起，金溪―贵溪―光泽范围凸起最高，另外尚

有安远―会昌―梅县范围、华安―永安―大田―永春范围凸起，这些范围内顶界面埋深

在 1.8～1.9 km 左右。其底面则以安远―信丰―赣州―泰和―兴国―会昌范围，乐安―南

丰一带最深，其值在 45.5～46.5 km。从埋深等值线分布特点看，在黄石―九江―祁门一

带磁性层与其北面的对应层断开，反映了两古陆下的磁性层的独立性。其厚度约 42～43
km，是增厚带，以怀集―南雄―乐安―上饶为轴宽度在 150 km 的地带表现最突出。上述

两个底面下凸区就分布在这个带内。此增厚带向西南延至云开大山与薄变带交会。

    总之，根据航磁计算得到的居里面深度，在长波异常中部即抚州―南城一带变化平

稳，只在南丰―乐安周围稍深，兴国―赣州―安远范围浅些，但相差不大。

    消除局部干扰，整个华南研究区的磁异常可大致为近南北向三个大带。西带于湘鄂

中部一线，也就是第二 R 反常带上，是一梯度带；其它则以江西、福建为主体，即第四、

五 R 反常带上，它们各由几个等轴正异常体组成异常链，这些等轴异常代表了中新生代

盆地的异常特点，如东面以祁门、信江盆地为一链，而另一链则为修水、吉泰。

    我们对泰和―相山―余江、安福―抚州―鹰潭、会昌―相山―清水江―下观和彭家

湾―鹰潭―青云镇等剖面的重、磁（ΔT）异常曲线进行分析。重、磁（ΔT）区域异常

与莫氏面下的地幔物质的活动及其物态有密切关系。对于磁异常说，其区域异常受居里

面埋深变化之影响，当居里面抬升时，地面区域磁场就弱（磁性层变薄），当居里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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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时，磁场就强（磁性层变厚）。对于重力异常来说，其高值对应于磁性层增厚带，这

是因为地段上地幔界面抬升，由于抬升的地幔发生僵化，使磁性层增厚，而当抬升时没

有僵化，磁性层不但没有加厚相反变薄了，致使磁场变弱，这就是异常群体带与重力梯

级带在分布位置上吻合的原因。所以，居里面与莫氏面呈镜像关系，在江西省域内这个

面下凸而莫氏面上凸，两者埋深不同，前者比后者深。

2. 3  地球化学场某些特征的含义

    对于江西省域内 Pb，Zn 的地球化学异常，从其分布特征可分为东、西两大带。东

带的分布地域与上述埋深分带中的第一带的分布地域一致；此外，东带的 Pb 异常轴线的

分布与西带明显不同（如前面有关章节所述），这些到底说明了什么？是否表明华夏古

陆西边界之所在？其与成矿的关系如何？是一种有意义的找矿信息？因为江西省域内花

岗杂岩的分布使 Pb，Sn，W 元素丰度偏高，而铀矿与花岗杂岩有密切关系。 这些元素

之所以形成异常，并以线状分布，说明它受到断裂构造所控制，异常源由深部元素升迁

富集形成。所以，江西省域内的地球化学异常分布特点与成矿关系是值得注意的。

    此外，江西省域内的重力异常总的方向为北北东，东西两侧低中间高，北高南低，

东高西低，与磁场地球化学场的分布特征有一定的类似性，这是区域地质构造性质决定

的。

2. 4  古地磁

    有关华夏地块和扬子地块在地质历史时期的位置关系问题，地质界尚无统一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它们先是一块，大概在元古代左右位于南半球的低纬度上（或北半球的低

纬度），经过多次离合漂移才到达今天的位置；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原先不是一块，

经过漂移多次合离才到达今天的位置。两种意见虽然不同，但它们都以这两个地块上大

量发育不同时期（以加里东、燕山期特别是燕山期为盛，次为海西期）的花岗岩以及区

内发育的裂谷为依据。认为离合（或合离）因裂谷发生而发生，离合（或合离）促使花

岗岩的形成，每离合（或合离）一次会出现大量花岗岩。确实，在赣杭构造带上或其边

缘大量存在这一类岩石，特别是燕山期为最发育。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构造活动强弱程度

有密切关系；从古地理看，江西域内有如下特点：

(1) 三叠纪以后，其沉积范围逐渐缩小，主要限于赣中狭长地带；海侵逐渐消失，海

相沉积转为湖泊陆相沉积。

(2) 赣北和赣南沉积层的发育程度和岩性有差别。赣南红层发育，从植物化石看，此

时该地干旱少雨。

(3) 侏罗、白垩纪以后，赣南、赣北两地基本上属于山地，山间盆地主要分布于赣中

狭长条带，呈北东东展布，即赣杭构造带的位置，这正是南、北两地块的分界线。

    地质上一致认为，上述地块由多个更小的地体组成，例如下扬子地块有九岭地体，

华夏地块有闽西南地体。在这些地体上进行古地磁研究，对下扬子、华夏两地块间关系

的认识是有用的。我们在这两个地体上从老到新进行过少量的古地磁标本的测试，取得

初步的数据。利用古纬度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以探讨在地质历史时期内两地体的相对

位置，进而推断华夏、扬子两地块的运动形迹。

    由资料表明，可能是两个块体原先合为一体，元古代或元古代以前出现于东经 160°
南纬 8°左右，震旦纪九岭地体于东经 160°南纬 32°，闽西南地体于西经 160°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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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元古代开始两体分离直到寒武纪。寒武纪两地体又合而为一，出现于东经 142°北

纬 30°。 寒武纪以后到石炭纪这一段时期两体运动形迹如何？我们没有掌握资料，无法

判断它们的离合，石炭纪它们是一体并一起移动到东经 130°北纬 16°附近，然后分开，

二叠纪九岭地体到达东经 116°北纬 43°，而闽西南地体在东经 106°南纬 3°，三叠纪

以后开始趋于聚合并渐渐移动到现在的位置上。

    总的看来，两块相对分开的距离随着地质年代越新则越近，到寒武纪、石炭纪它们

几乎没有分开，只是到二叠纪有稍大分离外，此后便趋于聚合。

    上述只是两地块相对运动形式中的一种可能。但根据最小运动原则，这种情况的可

能性最大，因为从老到新，块体一直向前以离合波动形式运动，路线最短。这种运动的

离合波动与地质现象吻合。不但如此，地体在地质历史时期曾于高纬度上出现过，与地

体上红层的出现所说明的古气候现象也是一致的。

    从离合强度考虑，我们认为上述两块体曾经过大的离合和大的漂移，这种离合和漂

移到寒武纪后强度变小，在二叠纪再次出现过较强的活动外聚合开始增强，最后才到达

现代的位置。裂谷的发生和发展是这种离合的最后一幕。

3  推断及结论

3. 1  推断

    如前所述，江西跨越几个不同性质的大地构造单元。在这些单元活动的相互影响必

然导致区内地质构造的复杂性。物探资料表明，江西的深部构造特殊，区内结晶壳层由

于多次受到拉伸和收缩而破裂形成很多断块，所以，它是一种断块结构型的结晶壳。由

于这些壳块的地质特征和排列特点，可分划出特殊断块结构带。火山口型壳块是特殊断

块结构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个带与成矿（特别是铀成矿）之间有密切地联系。

    地质上已经明确江西域内分布有近东西、北东-北东东、北北东-近南北和北西四组

共十条深断裂和近二十条大断裂。这些断裂具长期发展和多次活动的特点；它控制着区

内侵入岩和火山岩及混合岩的发生、规模和分布；对中、新生代盆地的形成和发展有制

约作用。

    江西分布有很多中、新生代盆地，其中一部分沿贵溪―抚州―崇仁―吉安―泰和―

赣州―信丰一线分布，其它分布于赣北或赣西北。这些盆地都有较明显的沉积中心，并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迁移的特点。

3. 1. 1  莫氏面起伏特点

在对江西省域内布格重力异常数据进行处理时，我们将其地壳设计为层状模型，即

表层和结晶基底层。计算结晶基底层上下界面埋深结果示于图 1，2。从数值上看，结晶

基底层下底面埋深与莫氏面埋深相近，特别是波阳区段的数据与永平爆破的地震数据基

本吻合。结晶基底层的厚度在 24～35 km 间变化， 我们认为其底界面就是本区的莫氏面。

这个界面的等深线往往三两条密集成带分布，反映出起伏突变的特点是块段垂直位移，

而不是圆滑渐变的界面，其落差最大达到 11 km 左右。在泰和东面最深， 达 38 km 以上；

而在一些中、新生代盆地下面最浅，只有二十几公里。此层的上界面埋深在 2.5～3.8 km 左
右，与区内沉积层厚度分布相当，在对应于中、新生代盆地上，可以以其埋深分布、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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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中心来确定盆地的范围和盆地的沉积中心。

图 1  江西结晶地壳底界面埋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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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西结晶地壳顶界面埋深图

3. 1. 2  地壳断块结构

    从结晶基底层顶、底界面等深线密集带的分布与深大断裂可以推知，江西省域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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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结晶层的结构是一种断块结构形式，深大断裂就是这些断裂的边界；各断块上下界面

都较平整（某些中、新生代盆地除外，如信江、崇仁、清江等）；在铅垂方向上，它们

之间上下相对位移幅度很大。从资料还可看出，深度在 20，30 km 以下的面上壳块更破

碎，特别是在赣中一带；在 2，3 km 的面上则较为大块，且块的边界位置也并不完全重

合或对应，说明区内的结晶壳的断裂构造发生和发展具有时间性和继承性的特点。

3. 1. 3  特殊断块结构带

    铅山―贵溪―东乡―清江―峡江―吉安组成一条宽几十公里的狭长弯曲地带以及寻

乌―定南―大余―赣州―兴国的环形带由断块组成，而这些断块则是上顶面凹陷，下底

面上凸，是中、新生代盆地的基底壳体；带内或带的周边常分布有火山口和地震震中；

其布格异常与高程之相关性极差，是地壳质量亏损或盈余尚未得到补偿的非均衡（非稳

定）地带，也是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活跃地带，形成各种矿产的可能性极大。

3. 1. 4  火山口地壳

    火山口分布在上述特殊断块结构带上的一些断块内或带之边缘的断块上，如东乡―

黎圩、相山、会昌诸地之火山口都属于这种情况。

    火山口所属壳块可分两类：相山型和东乡―黎圩型。相山型壳块属加厚型壳，其下

界面下凸；东乡―黎圩型属薄变型壳，其上界面下凹而底界面上凸。

    鹰潭的壳块也属加厚型性质，但没有见到火山口，是否因为推覆构造或其它什么原

因将原有的火山口毁掉？值得注意。

    根据这种现象推断，沿江绍断裂、黎川―石城―韶关断裂的两侧也许有类似的岩圈

凹陷的发生以及地幔僵体存在。此外，遂川―桂东― 汝城及其西延于宁远―连县间地带，

幕阜山、大别山以及南城―宁都―兴国―遂川，衢州―鹰潭一线以北和铜鼓―波阳一带

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认为，重力剩余异常（经一定处理）的分布特征是由地幔的活动形式导致地壳

特殊形变使其盖层皱陷引起的。

    地壳于二叠纪前后又开始拉开直到侏罗纪收拢，出现强烈的燕山期花岗岩，此为裂

谷第二期（？）。显然，此期之活动比第一期强烈，因此有大量推覆构造出现。江绍断

裂是自南东向北西推覆的明显例子。

3. 1. 5  深、大断裂的特点

    图 1 和图 2 是反映了深、浅两个平面上的断裂构造和区域物质层顶、底面的埋深变

化。从这两幅图与地质图对比可以看出，等深线密集带的展布与域内深、大断裂的展布

吻合。说明域内的结晶基底结构特点和深断裂的性质，这些断裂确实切割了结晶基底并

深入到上地幔，起到了地幔物质升沉的控制作用，进而控制结晶基底块体铅直运动和其

它性质的运动；由深、浅两平面上断裂构造的展布知道它们的发生时代的新老、发展性

质和空间产状。图中北东向一组 1F′～ 10F′ 和北西向一组 1F ～ 10F 就是由等深线分布特点推

断得到的两组断裂。下面便是由结晶地壳顶界面埋深图中分析得出的结果。

   （1）北东向断裂组：

A. 1F′经修水西北面向南西被 5F 错断，然后于铜鼓西北面向西南延伸到江西省外。

B. 2F′通过武宁、安义间向西南错断 4F 后延伸宜丰，在铜鼓、上高间被 5F 错断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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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永新方向延伸到井岗山与 9F 相交后出江西省外。

C. 3F′经波阳西与 2F 相交后由南昌县与进贤间通过，在段潭被 3F 错断后分南、北两

支，北支由段潭、高安间通过，很短，而南支与之平行经段潭、丰城直到清江南面被 4F
错断，经新干、峡江后又被一组北西向的短断裂错断，于泰和南面与 4F′汇合。另有一条

从波阳、万年间通过直穿余干至张巷、东乡间与 4F′汇合，这一段断裂较短并与 3F′平行且

相互靠近，故将它们视为同一断裂。

D. 4F′经德兴，通过万年、横峰间在贵溪西北面被北西向短断裂所错断，到余江西

北面又被 2F 错断后西延到张巷被 3F 错断，在新干被 4F 错断，过潭丘被一组北西向短断裂

错断后过吉安、泰和，在泰和南面与 3F′汇合成为永丰盆地的西边界。

E. 5F′为一不明显的断裂。

F. 6F′为由沿山、余江的马岭至相山，被 4F 接 Z 住或错断，再向西南没有明显延伸

迹象。

G. 7F′经南城南，在南丰被 3F 错断，在南丰与 4F 相交后延至兴国，为永丰盆地的另

一边界，再向西南延通过遂川、赣州间，向西被 9F 接住。

H. 8F′从广昌东南过宁都西南延伸，多被北西向短断裂所切断而变为零乱的断裂系，

反映了江西南部的断裂构造特征。

I. 9F′类似于 8F′的西南段，也是被一组西北向短断裂所切以构成中新生代盆地边界。

J. 10F′ 类似于 8F′， 9F′特征。分布于江西最南端的会昌、安远方向。

   （2）北西向断裂

A. 1F 经波阳东面过万年北面向上饶方向通过，在江西境内较完整，未见被其它断

裂所错断。

B. 2F 经都昌西面，过东乡北，到余江马岭，未见被错断。

C. 3F 于安义北面与 2F′相交，穿过安义、南昌县间，再向南通过崇仁、临川间，将

崇仁盆地与永丰盆地分割开，较完好。

D. 4F 由武宁、修水间通过，被 2F′错断后于清江又被 3F′错断，从新干东北穿过相山

至广昌。

E. 5F 切割修水、万载盆地成南北两块，在上高、分宜间被 2F′错断，由分宜、新余

间通过直达永丰盆地西边界。

F. 6F 断裂可能是永丰盆地边缘出现的短断裂组。

G. 7F 类似于 6F
H. 8F 类似于 6F ， 7F  。
I. 9F 由遂川西南通过，为南康、信丰诸盆地的西南边界。

J. 10F 由崇义、大余南雄方向通过。

    上述断裂是从图 2 推断而得。由图 1 与图 2 对比可知，这些断裂构造在不同埋深的

两个平面上的分布特征稍有不同。首先是错动的程度不同，同一断层在浅平面上的错动

程度往往小于在深平面上的错动程度，这说明它们的形成时代不同，前者比后者新，前

者是继承后者才发生发展形成的；在两个不同深度面上相同的断裂所展布方向基本一致，

但展布位置则有变化，根据两个面上的位置变化可以推断断层的倾角和倾向。我们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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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在江西域内的这种断裂均属高角度断层，倾角一般都在 60°～70°以上。不但

如此，同一条断裂，其产状往往是多变的，特别是倾向，在不同的区段其倾向可能相反，

此类断裂的结构，深部远比浅部复杂，也就是说结晶基底深部比其浅部“碎”，特别在

赣中一带，如赣江断裂（见图 2 中之 5F′），明显地由两条平行而倾向相反的主断裂组成，

至形成北北东向或近南北向的狭长“破碎”带。该两条断裂间的结晶壳层波状起伏，诸

如泰和―吉安间、吉安―峡江间、峡江―新干间的几个突起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这条断

裂北接新干―湖口深断裂（见图 2 中之 3F′），可能再往北与郯卢断裂相连，南与大余―

南城断裂交于遂川、赣州间。

    总之，江西域内有三个大的北东向断裂系：① 经井岗山―分宜―宜丰向北东延伸（见

图 2 中的 2F′）；② 经泰和―吉安直至湖口向北接郯卢断裂（？），由图 2 中的 5F′， 3F′
组成；③ 由图 2 中的 7F′即大余―南城断裂为主体。北东东向主要的断裂系为赣中分布的

萍乡―广丰为主体，由图 2 中的 3F′， 4F′， 6F′组成。北西向断裂与北东向者不同，较少被

切割和错动，表现出除赣南外，赣中、赣北断裂的结构较简单。 1F ～ 4F 和卫片解译或地

质观测之结果是一致的，说明该组比北东或北东东组年轻。

3. 1. 6  盆地的结晶壳特点

    江西结晶壳底面构造特征远比其顶面的复杂。从重力数据推断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

结晶壳有复杂的断块结构和多变的埋深。特别是沿北东向的深、大断裂系的产出部位，

常常是结晶壳底界面凹凸频变地带，其凹凸呈串珠式分布，断裂的展布方向就是它的分

布方向。结晶壳顶面也有凹凸变化，虽没有其底面的变化那样复杂，也不一定与底界面

的凹凸一一对应，这些凹盆就是中、新生代的沉积盆，有的凸起地段因壳块整体下沉成

为沉积盆。

    不管是底面还是顶面，这些凹凸中心位置，相互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不但如此，

它们也常与中、新生代盆地的沉积中心有某种对应关系。这种现象是否反映地壳受力作

用导致盆地形成的力学性质还有待研究。

   （1）拉伸型

    凡壳块底面上凸、顶面下凹的盆地属因地壳拉伸形成，是拉伸型盆地。这些盆地的

结晶壳都受过拉伸形变使之变薄。这些拉伸盆地几乎都分布于华夏古陆的边缘，说明古

陆边缘曾经受到拉伸作用。此类盆地以信江、抚州、赣州、池江、信丰为代表。

   （2）压缩型

    这种盆地有三种情况：一是其结晶壳顶、底面都外凸。盆地是整块相对于其周围断

块下沉而形成；二是结晶壳块顶界面下凹、底界面下凸，形成结晶壳层下弯变形，这种

盆地的形成系由于其顶面下凹或断块相对下沉或两者同时发生而引起；三是结晶壳上拱，

即顶、底界面均上凸，盆地的形成系由断块整体下沉所致。不管其结晶壳属哪一种，其

壳块都受到过挤压变形。波阳、修水、武宁、安义、兴国盆地属于第一类压缩型盆地，

寻乌一带的盆地和广昌―南城可归于此类；第二类以永丰盆地为最典型，会昌也属这一

类型；吉安―泰和、高安属第三类。

   （3）单一和多结晶壳块组成的盆地基底

    江西单一结晶壳块组成的盆地主要有信江、抚州、赣州、池江、信丰、波阳、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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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广昌―南城。有的则跨越多个断块，如清江、吉安―泰和，且断块的形变性质往

往不同，因而造成盆地沉积的复杂化，多沉积中心的出现就是这种反映。

   （4）结晶壳块与沉积中心迁移

    由于盆地结晶壳为多块组成，这些壳块的相对运动使得不同的地质时期的盆地沉积

中心不同，所以出现中心的迁移现象，这在清江盆地反映得最为明显。丰城以北南昌县

以南地段，盆地基本上属第三类压缩型地壳，张巷以南结晶壳属拉伸型。在这些地段上

出现三个中心，前一地段两个，其排列取向北东；后者一个，近东西方向分布，其中心

向东迁移。

    抚州―永丰盆地在崇仁―相山一带分开，由于两地的壳块不同，其沉积中心也有区

别。抚州地段者系拉伸型，中心分布于壳块的中部，沉积中心向抚州靠近，呈近南北分

布；永丰地段者属第三类压缩型，沉积中心靠进赣江断裂，其分布方向与断裂方向一致。

3. 1. 7  成矿远景

    由相关因数 R 反映出来的地壳稳定与不稳定区域，可以判断地壳均衡调整情况。这

种调整必然是矿种形成的重要因素。我们将铀矿、金矿和多金属矿种的分布与 R 等值图

对比发现：

(1) 铀矿种多分布于 R 正常带和反常带分界线上，而金矿和多金属矿种则分布在界

线上或 R 反常带内。

(2) 铀矿中的花岗岩型和火山岩型多分布在磁性层厚变带上的 R 正、反常带分界线

上，其它则分布于磁性层薄变带的 R 正、反常带分界线上。

(3) 其它多金属矿：根据所掌握资料，江西境内的多金属矿多成带以北东方向分布于

省区中部或武夷山北段的两侧，如南城―鹰潭―贵溪―江山及龙泉―邵武一线，南面的

寻乌―安远―南雄一带，这些地段正是第四和第五带的边缘；而江西的金矿大多分布于

第四带内。

    地壳不均衡地带，即－0.5＜R＜0.5 的地带与均衡地带相邻区段，也就是特殊断块结

构带边部或带内，是找矿有利地段。火山口加厚型壳块以及大型地球化学异常轴线出现

或交汇的地段，也是找矿有利地段。由相山、鹰潭等已知地区推测，鹰潭―彭家弯、相

山―广昌、东乡―乌石、信丰―定南―安远周围和会昌一带可能是成矿远景点。

    地幔僵体内或边缘的 R 正、反常带分界线上剩余重力高间：相山―临江镇；鹰潭―

余干；北西向通过宁都―会昌间；北西向通过峡江―吉安间；北西向通过金溪―南城间；

南雄―定南。

    可以看出，以上的带或线都与断裂有关，而且均取向北西。

    注意特殊断块结构带内北西 310°～320°和北东 45°的断裂构造线的展布和交汇

点。这些地方可能对找矿有特殊义意。

    江西境内与侵入岩、火山岩有关的金矿几乎都分布在 R 反常带内，而多金属矿种多

与 R 正反常带界线有关。如：南岭东端的汝城―桂东―上犹；全南―定南―南雄―龙南；

宁都―赣州―南康；瑞金―信丰；安远―寻乌―平远―定南；遂昌―蒲城―光泽以及新

干―泰和―井岗山一带；遂川―南城。

    油矿田与压缩盆地中的一、三类型盆地有密切关系。因为此类盆地容易形成古潜山，

是一种良好的储油构造。



19

3. 2  结论

由上述推断可知，江西省境内地壳结构特殊、地质构造复杂。可归纳为：

(1) 研究区内的地壳断块结构、断裂构造纵横交错，因而构成很多以高角度断裂为边

界的中、新生代盆地。盆地的沉积中心随着地质年代的推移而迁移。

(2) 构成特殊的断块结构带。在这一带上，多有火山活动。很多火山口核火成岩就分

布其上。

(3) 由于在研究地区内地质年代中受水平力的作用，很多盆地的基底都受到压缩和拉

伸变形。

(4) 由于地壳活动，区内出现 R 反常带和 R 正常带。

(5) 古地磁资料初步反映了区内地质块体活动的轨迹。

    (6) 区内特殊断块结构带，R 正、反常带的过渡地段与铀矿远景有密切关系，特别是

有色金属，如金矿类。考虑这类问题，要充分利用区域化探成果。基底形变的中、新生

代盆地是油气田形成的有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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