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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岭成矿带位于江西省西南部，是该省重要的钨、锡、稀土自然重砂异常带。带内单矿物重砂异常形态复杂，受自然地理
条件控制显著，与花岗岩体和已知矿产地之间关系密切，组合异常总体呈北北东向展布，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根据地质构
造背景及自然重砂组合异常特征，进一步划分出 2 个次级自然重砂异常带和 14 个自然重砂异常集中区。区内自然重砂异常充
分展现了矿产资源潜在前景，
为开展矿产资源调查与评价提供了重要的重砂异常信息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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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Nanling metallogenic belt in Jiangxi Pvovince.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4, 33(12):1968-1974
Abstract: The Nanling metallogenic belt, as an important natural heavy mineral anomaly belt of such resources as tungsten, tin, and
rare earth elements,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Jiangxi Province. The individual mineral anomalies in the belt, occurring in compli⁃
cated shapes, are significantly controlled by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ranitic intrusions as well
as mineral deposits. The combination of anomalies trends in NNE direction and is accordant with structural lineation. According to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combined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the anomal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econdary natural heavy min⁃
eral anomaly belts and fourteen ore concentration areas. The natural heavy mineral anomalies in the study area fully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the mineral resources and can serve as important anomaly information indicators for the mineral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and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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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成矿带是中国重要的有色、稀有和贵金属

理分析，厘定出单矿物及组合矿物重砂异常并进

矿产资源产地，也是中国东部中生代大规模成矿

行推断解释，从而进一步分析了成矿带内的找矿

[1]

作用或“成矿大爆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

潜力。

来，中国地质工作者在该地区开展了大量卓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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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发现
了多处大型、超大型矿床 [2] 。南岭成矿带位于江西

1.1

地质概况
地 层

西南部，由罗霄—诸广和桃山—雩山 2 条近北北东

江西省南岭成矿带内地层较发育（图 1），震旦

向的隆起带组成。本文对自然重砂资料进行了处

纪和早古生代（缺失志留纪地层）地层分布广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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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西省南岭成矿带地质矿产简图[3]
Fig.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Nanling metallogenic belt in Jiangxi Province

要岩石组合为海相细碎屑岩、泥砂质岩、硅铁质岩、

断陷沉积盆地。区内断裂主要有北东—北东东向、

炭 质 岩 夹 海 相 火 山 碎 屑 岩 等 ，总 厚 度 为 8000~

北北东—近南北向、近东西向和北西向 4 组，且以北

13000m，为褶皱基底地层。晚古生代和早、中三叠

东—北东东向和北北东向断裂最为发育 [5]，部分断

世地层为陆海交互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夹有机质岩

裂具有长期、多次活动的特征，断裂性质多次转化，

等岩石组合，厚度 3500~6000m，系赣中南的沉积盖

切割深度也较大，多属深—大断裂。

层。中新生代为陆相沉积的碎屑岩组合，中夹陆相

1.3

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岩，厚度 9000~13000m 。
[4]

1.2

岩浆岩
研究区的岩浆活动非常强烈，
是江西省岩浆活动

构 造

时期最长、强度最大、分布最广的地质构造岩浆岩

区内褶皱断裂极其发育，不同构造发展阶段的

区。从新元古代至中新生代，发生了不同规模的酸

构造形变特征有着显著的差异。加里东期运动主

性、
中酸性岩浆的侵入活动，
尤以侏罗纪、
白垩纪的岩

要表现为强烈的褶皱作用，紧密线型褶皱与同斜倒

浆活动最为强烈，
且与内生成矿作用关系最为密切。

转褶皱相当发育。海西期—印支期褶皱多为宽缓

1.4

矿 产

型褶皱，仅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渡型梳状及箱状褶

江西省南岭成矿带是钨矿的集中区，发育以西

皱。燕山期发生了强烈的断块作用，形成一系列的

华山、大吉山、盘古山、岿美山等为代表的大型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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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9 处、中小型矿床数十处。该区是世界上最大的

2014 年

1∶20 万自然重砂数据库数据。采用自然重砂数据

钨矿集区之一 ，也是锡矿、离子吸附型稀土矿产资

处理软件 ZSAPS2.0 对数据进行标准换算。根据重

源及多金属矿的重要基地，代表矿床有岩背锡矿、

砂矿物的含量、成矿地质背景、矿产特征和汇水盆

足洞稀土矿等。

地圈定异常。

[6]

西华山黑钨矿分布于西华山复式花岗岩体，是

江西省南岭成矿带内圈定自然重砂单矿物异

燕山期岩浆活动的产物，主要发生了 3 次岩浆侵入

常 225 处，其中黑钨矿及白钨矿异常 90 处、锡石异

活动。沿矿脉走向，在矿脉中部羽状节理较发育，

常 59 处、磷钇矿异常 35 处、自然金异常 33 处、铌钽

矿脉分支、弯曲、尖灭的部位黑钨矿、辉钼矿、黄铁

铁矿异常 7 处、重晶石异常 1 处。可见，区内以钨、

矿、黄铜矿、绿柱石等矿物较为富集，在矿脉脉幅较

锡、稀土重矿物异常为主。在空间分布上，各自然

大的中部常可见黑钨矿聚集成囊状（砂包）。

重砂异常集中分布于遂川县上汾镇至宁都县黄陂

足洞稀土矿为风化壳离子吸附型富钇重稀土

镇以南地区，呈近东西向展布。单矿物重砂异常形

矿床，稀土元素主要呈离子吸附状态赋存于花岗岩

态复杂，受花岗岩、已知矿产和自然地理条件控制

风化壳内。花岗岩中副矿物达 50 余种，主要有氟碳

显著，异常区长轴多呈近东西向。异常面积普遍较

钙钇矿、砷钇矿、钛钇矿、磷钇矿、独居石、铌钽铅

大，特别是钨矿、锡矿重砂异常的分布范围多大于

矿、变种锆石、萤石等。其中以稀土元素矿物为主，

100km2。

其次为稀有元素矿物，其余除赤铁矿外含量均较

组合异常总体呈北北东向展布，与区域构造

少。矿体呈似层状沿花岗岩全风化层分布，平面形

线一致。异常强度比较高，Ⅰ级和Ⅱ级重砂异常

态严格受风化壳形态的控制，且形态和产状与地形

占全区异常总数的 52.89%，锡、钨、稀土重矿物异

变化基本一致，呈波状起伏展布。矿体形态的完整

常分别占相应重矿物异常总数的 61.02%、52.22%

程度与所在花岗岩的地势有关，一般地势较高的地

和 34.29%。重砂矿物组合较复杂，多见磁铁矿、磁

方矿体完整性较好；反之地势低的地方，受流水侵

黄铁矿、钛铁矿、黄铁矿、萤石和微量的金属硫化

蚀作用的影响，矿体遭到严重破坏。

矿物等。

2

根据地质构造背景及自然重砂异常特征，南

自然重砂异常产状及分布特征

岭成矿带进一步划分为罗霄—诸广山成矿亚带和

用于自然重砂异常圈定的资料来源于江西省

桃山—雩山成矿亚带 2 个次级自然重砂异常带，宁

表 1 江西省南岭成矿带自然重砂异常带划分特征
Table 1 Division features of natural heavy mineral anomaly
zone in the Nanling metallogenic belt
自然重砂异常带 自然重砂异常亚带

罗霄—诸广山

自 然 重 砂 异 常 集 中 区
（1）宁冈磷钇矿、锡石、自然金重砂异常集中区

3898.02

（2）井冈山锡石、黑钨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4007.07

（3）宜黄东华山黑钨矿、白钨矿、锡石、磷钇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成矿亚带自然重 （4）兴国高兴黑钨矿、白钨矿、锡石、磷钇矿、铌钽铁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砂异常带

面积/km2

（5）南康横市黑钨矿、锡石、磷钇矿、白钨矿、自然金、铌钽铁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3737.01
10313.49
16249.44

（6）上犹营前—崇义古亭黑钨矿、锡石、磷钇矿、自然金、白钨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5106.67
南岭成矿带自

（7）崇犹余黑钨矿、锡石、磷钇矿、自然金重砂异常集中区

然重砂异常带

（8）宜黄神岗—南丰紫霄黑钨矿、白钨矿、磷钇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3506.30

（9）兴国古龙岗—于都银坑黑钨矿、锡石、磷钇矿、自然金重砂异常集中区

11320.66

（10）赣县大埠—于都盘古山黑钨矿、锡石、磷钇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17789.46

（11）寻乌锡石、磷钇矿、铌钽铁重砂异常集中区

7544.04

（12）全南社逢—信丰虎山锡石(磷钇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4160.08

（13）全南官山黑钨矿、锡石重砂异常集中区

3298.36

（14）全南大吉山—定南岿美山黑钨矿、锡石、铌钽铁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5021.10

桃山—雩山
成矿亚带自然
重砂异常带

13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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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井冈山、宜黄东华山、兴国高兴、南康横市、上犹

1971

（2）井冈山锡石—黑钨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营前—崇义古亭、崇犹余、宜黄神岗—南丰紫霄、兴

区内圈定锡石异常 2 处，黑钨矿、白钨矿、磷钇

国古龙岗—于都银坑、赣县大埠—于都盘古山、寻

矿、自然金异常各 1 处。异常形态呈不规则状，异常

乌、全南社逢—信丰虎山、全南官山、全南大吉山—

长轴呈北东东向。可进一步划分为锡石—黑钨矿

定南岿美山 14 个自然重砂异常集中区（表 1，
图 2）。

和锡石—黑钨矿—磷钇矿—自然金 2 类重砂组合异

3 自然重砂异常特征及其响应

常，组合异常呈北北东向展布。重砂异常强度总体
不高，以锡石异常规模大、异常强度高为特征。

（1）宁冈磷钇矿—锡石—自然金重砂异常集中区
区内圈定锡石重砂异常 1 处、磷钇矿异常 2 处、

异常集中区位于北东向、北北东向和北西向断
裂复合构造区，分布于早志留世、中三叠世和早白

自然金异常 1 处，以规模大、强度高为特征。在空间

垩世二长花岗岩体的内、外接触带内。已知矿产有

上，
各异常总体呈近东西向展布。

扬坑等 4 处钨（锡）矿点。锡石—黑钨矿组合异常分

各重矿物异常均分布在宁冈新城早志留世二
长花岗岩岩基的出露区。区内矿产以铁矿为主，自
然金次之。在花岗岩副矿物中磷钇矿含量一般为
0.11~2g/t、独居石 0.60~9.90g/t、锆石 2.20~10.90g/t，
常见少量锡石和微量白钨矿等 。
①

布在异常集中区北部，而锡石—黑钨矿—磷钇矿—
自然金组合异常出现在南部。
（3）宜黄东华山黑钨矿—白钨矿—锡石—磷钇
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区内圈定黑钨矿、锡石异常各 2 处、白钨矿异常

图 2 江西省南岭成矿带自然重砂异常集中区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heavy mineral anomaly concentration
areas in the Nanling metallogen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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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处、磷钇矿异常 3 处。可细分为黑钨矿—锡石—白
钨矿和黑钨矿—磷钇矿两类组合异常。在空间上，
异常呈北北东向展布。

2014 年

间上，各异常呈北东东向展布。
区内自然重砂异常集中分布在中三叠世营前
花岗闪长岩体和中侏罗世鹅形黑云花岗岩基的内、

黑钨矿—锡石—白钨矿重砂组合异常分布在

外接触带。已知矿产茶亭坳等 14 处钨矿床（点）、新

北部早白垩世二长花岗岩区。区内已知大王山等

屋仔稀土矿和焦龙 3 处原金矿床（点）②，重砂异常与

13 处钨矿床点、2 处锡矿点和 1 处铜矿点，组合异常

已知矿产的空间分布一致。

分布与已知矿床相吻合，异常由已知矿床引起；黑
钨矿—磷钇矿组合异常出现在南部早志留世二长

（7）崇犹余黑钨矿—锡石—磷钇矿—自然金重
砂异常集中区

花岗岩区，异常分布与花岗岩出露区基本一致，岩

区内圈定黑钨矿重砂异常 6 处、白钨矿异常 5

石副矿物中磷钇矿一般含量小于 0.1g/t，独居石为

处、锡石异常 6 处、磷钇矿异常 2 处、自然金异常 2

1.21~540.66g/t，异常主要由花岗岩引起。

处。在空间上，各重砂异常围绕崇义县城呈似环

（4）兴国高兴黑钨矿—白钨矿—锡石—磷钇矿—
铌钽铁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区内圈定黑钨矿、磷钇矿异常各 4 处，白钨矿、

带状分布。
各自然重砂异常主要分布在侏罗世二长花岗
岩体的接触带，并以外接触带为主。区内矿产资源

铌钽铁矿异常各 2 处。细分为大乌山黑钨矿—白钨

极其丰富，已知矿产有漂塘等 43 处成型钨矿床、高

矿—锡石—磷钇矿和均村白钨矿—黑钨矿—磷钇

陂山等锡矿床（点）10 处、双坝等 7 处原金矿点和梅

矿—铌钽铁矿 2 类重砂组合异常。在空间上，单矿

关大型稀土矿床、西华山大型铌钽矿床等②，重砂异

物异常呈近东西向分布，而重砂组合异常呈北北东

常与已知矿产的空间分布一致。

展布。

（8）宜黄神岗—南丰紫霄黑钨矿—白钨矿—磷

大乌山组合异常分布于良村晚侏罗世复式黑

钇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云（或二云）花岗岩基出露区及其附近，已知矿产有

区内圈定黑钨矿重砂异常 5 处、白钨矿异常 2

铜锣丘等 7 处钨矿床（点）、杨村等 5 处稀土矿点、7

处、磷钇矿异常 1 处。在空间上，重砂异常呈北北东

处萤石矿、1 处铍矿等 ；均村组合异常出现在隆市

向展布。

②

晚三叠世、早侏罗世和早白垩世多时复式二长花岗

自然重砂异常集中分布于新丰街中、晚侏罗

岩基裸露区及其附近，已知矿产有白石山等 2 处钨

世复式二长花岗岩体出露区，花岗岩副矿物中独

矿床（点）和湖新等 5 处稀土矿。

居 石 3.8~94.9g/t、稀 土 锆 石 13.6~58.18g/t、绿 帘 石

（5）南康横市黑钨矿—锡石—磷钇矿—白钨矿—
自然金—铌钽铁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区内圈定黑钨矿、磷钇矿重砂异常各 6 处，白钨
矿异常 5 处，锡石、自然金异常各 4 处，铌钽铁矿和
重晶石异常各 1 处。在空间上，以南康市凤岗镇至
遂川县草林镇一线为界大致划分为南、北 2 个重砂
异常带，呈北西西向展布。
各自然重砂异常集中分布在前中侏罗世复式

0.105~24g/t、铌 钽 铁 矿 0.11g/t 和 少 量 的 黑 钨 矿
等。已知钨矿点 12 处。由此可见，重砂异常主要
由已知矿床引起。
（9）兴国古龙岗—于都银坑黑钨矿—锡石—磷
钇矿—自然金重砂异常集中区
区内圈定黑钨矿异常 7 处、白钨矿异常 3 处、锡
石异常 8 处、磷钇矿异常 5 处、自然金异常 6 处。在
空间上，异常呈北北东向带状分布。

二长花岗岩基的内、外接触带。已知矿产有焦坪脑

自然重砂异常集中分布在北北东向断裂构造

等 15 处钨矿床（点）、长岭等 5 处稀土矿床（点）、内

带的早、中侏罗世二长花岗岩发育区。区内已知矿

潮等 3 处原金矿点，均产于弹前花岗岩基内、外接触

产资源较丰富。自然重砂异常与侏罗纪二长花岗

带，且以外带为主。

岩和已知矿产的空间分布一致。

（6）上犹营前—崇义古亭黑钨矿—锡石—磷钇
矿—自然金—白钨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10）赣县大埠—于都盘古山黑钨矿—锡石—
磷钇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区内圈定黑钨矿重砂异常 4 处、白钨矿、锡石异

区内圈定黑钨矿重砂异常 11 处、白钨矿异常 5

常各 2 处、磷钇矿异常 1 处、自然金异常 3 处。在空

处、锡石异常 7 处、磷钇矿异常 3 处、自然金异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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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空间上，西部重砂异常围绕中、晚侏罗世大

富，主要有官山等 12 处钨矿床（点）、中寨等 5 处稀

埠复式二长花岗岩基呈近似等轴状分布，其中黑钨

土矿床（点）、雷古潭等 5 处萤石矿点、大峰脑锆石矿

矿和锡石异常范围与花岗岩裸露区一致；东部信丰

1 处等②。重砂异常由已知矿床引起。

古陂镇至于都铁山垅镇一带重砂异常呈北北东向
带状分布。但是，单矿物重砂异常的长轴方向多为

（14）全南大吉山—定南岿美山黑钨矿—锡石—
铌钽铁矿重砂异常集中区
区内圈定黑钨矿重砂异常 3 处、白钨矿异常 2

近东西向。
本区自然重砂异常与侏罗纪二长花岗岩和已

处、铌钽铁矿异常 1 处。在空间上，大吉山区段以黑

知矿产的空间分布十分吻合，表明了成生联系密

钨矿异常为特征，而东部岿美山区段以钨锡重砂组

切。已知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主要有盘古山等 26

合异常为特点，呈近东西向展布。

处钨矿床（点）、大田等 14 处稀土矿床（点）、九窝等

重砂异常集中分布在晚侏罗世近东西向的二

5 处钽铌矿床（点）、阴掌山等 2 处锡矿床（点）和 3

长花岗岩中，
二长花岗岩副矿物以含铌钽铁矿、
磷钇

处原金矿点等 。可见异常由花岗岩和已知矿床

矿、
褐钇铌矿、
复稀金矿、
黑钨矿、
锡石、
白钨矿、
萤石

引起。

等为特色。区内钨、
铌钽矿资源丰富，
已知矿产主要

②

（11）寻乌锡石—磷钇矿—铌钽铁矿重砂异常集

有岿美山 6 处钨矿床（点）、
大吉山大型铌钽矿 1 处、
马
坑等 3 处稀土矿、九连山等 2 处萤石矿等② 。综上所

中区
区内圈定黑钨矿、锡石重砂异常各 5 处、白钨矿
异常 2 处、铌钽铁矿异常 3 处、磷钇矿异常 4 处。在
空间上，各重砂异常呈北北东向带状展布，单矿物
异常长轴方向多为近东西向。

述，重砂异常由二长花岗岩和已知矿床引起。

4

自然重砂异常找矿潜力分析
宁冈自然重砂异常集中区的异常主要由花岗

自然重砂异常主要分布在中侏罗世单观嶂二

岩引起。这些异常对新城花岗岩体稀土矿资源调

长花岗岩基和早侏罗世清溪钾长花岗岩体、早白垩

查评价及在岩体西部的睦村至古城一带寻找蚀变

世铜坑嶂钾长花岗岩体出露区。已知矿产有岩背

花岗岩型锡矿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等 5 处锡矿床（点）、碛肚山等 7 处锡铅矿床（点）、湖

井冈山自然重砂异常集中区，根据所处地质矿

岽等 5 处钨矿床（点）、岩背原金矿、铜坑嶂铜钼矿、

产环境分析，异常由花岗岩和已知矿床引起，为在

老墓铁矿等 。

区内寻找蚀变岩型金矿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②

（12）全南社迳—信丰虎山锡石（磷钇矿）重砂
异常集中区
区内圈定锡石重砂异常 4 处、磷钇矿异常 1 处，

宜黄东华山重砂异常集中区内未见已知稀土
矿，异常形成主要由花岗岩引起，对寻找花岗岩型
轻稀土矿产资源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以锡石异常显著为特征。单矿物异常形态复杂，长

兴国高兴重砂异常集中区 2 类组合异常均产

轴方向为近东西向及北北西向组合，总体异常呈近

在花岗岩基的内、外接触带，由花岗岩和已知矿床

东西向展布。

引起。区内重砂异常规模较大、强度较高，为已知

重砂异常主要分布在早侏罗世寨背黑云花岗

矿区资源潜力评价及外围找矿提供了重要的重

岩基北段及早白垩世火山岩分布区，又处北东东

砂异常信息依据，特别是对稀土矿资源的调查与

向、北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复合构造区。区内的已

评价。

知矿产仅见虎山等 4 处稀土矿。
（13）全南官山黑钨矿—锡石重砂异常集中区

南康横市重砂异常集中区异常由花岗岩及已
知矿引起。区内重砂异常规模大、强度高、各单矿

区内圈定黑钨矿重砂异常 3 处、白钨矿异常 2

物重砂异常空间重叠强，为开展该区钨、稀土矿

处、锡石异常 5 处、自然金异常 1 处。在空间上，各

资源的调查与评价提供了可靠的重砂异常信息

类重砂异常似呈北西向展布。

依据。

重砂异常集中分布在早侏罗世陂头复式二长

上犹营前—崇义古亭重砂异常集中区重砂异

花岗岩基内、外接触带，并以外接触带泥盆纪地层

常由花岗岩和已知矿床引起。自然重砂异常充分

区呈现高度聚集为特征，区内已知矿产资源较丰

展现了区内矿产资源的潜在前景，为开展区内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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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调查与评价提供了重要的重砂异常信息标志。
崇犹余重砂异常集中区异常由已知矿引起，对
本区开展已知矿区深部及外围的矿产资源调查与
评价提供了重要的自然重砂异常信息标志。

5

结

2014 年

论

（1）根据地质构造背景及自然重砂组合异常特
征，将江西省南岭成矿带划分为 2 个自然重砂异常

宜黄神岗—南丰紫霄重砂异常集中区内重砂

带和 14 个自然重砂异常集中区，结合成矿地质条件

异常以钨重矿物为主，并与已知矿吻合性强，故在

对集中区内的找矿潜力进行了解释评价，认为在该

开展钨矿资源调查与评价方面重砂异常具有一定

带寻找钨矿、锡矿、稀土矿及金矿的潜力较好。

的指示作用。

（2）通过探讨自然重砂异常的空间分布、组合

兴国古龙岗—于都银坑重砂异常集中区异常

特征及其与矿产资源的关系，深化了对江西南岭

主要由已知矿引起，但仍有 34.48%的重砂异常未见

成矿带自然重砂特征的认识，为该区基础地质研

已知矿床的存在，故重砂异常具有较大的找矿指示

究和成矿远景区划分提供了自然重砂方面的资料

标志意义。

和依据。

赣县大埠—于都盘古山重砂异常集中区内重砂

（3）自然重砂找矿可以作为一种直接有效的找

异常规模大、
强度高，
与已知矿产吻合性强，
对已知矿

矿方法，其在找矿远景区划分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

区深部及外围寻找新资源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作用。

寻乌重砂异常集中区内重砂异常强度较高，Ⅰ

致谢：成文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

级和Ⅱ级异常占异常总数的 57.89%，具有较高的找

发展研究中心李景朝老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董

矿指示作用。另外，岩背至碛肚山的锡石、铌钽铁

国臣老师、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刘红樱老师及江西省

矿异常具有规模大、强度高、吻合性强的基本特征，

地质调查院原总工程师陈金华专家的指导和帮助，

为该区锡和铌钽矿资源调查与评价提供了重要的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重砂异常信息依据。
全南社迳—信丰虎山重砂异常集中区内的异
常可能与早侏罗世酸性岩浆上侵、早白垩世火山作
用及断裂构造发育有关，异常成因尚不明朗。但
是，锡石异常强度较高，线性分布特征明显，需充分
利用锡石重砂异常，调查与评价构造蚀变岩型锡矿
资源。
全南官山重砂异常集中区黑钨矿、锡石异常
强度高、吻合性强，为在已知矿区深部及其周边寻
找新的矿产资源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值得重视。
全南大吉山—定南岿美山重砂异常集中区内
重砂异常由二长花岗岩和已知矿床引起。但是，区
内有近 60%的异常未见已知矿，异常的找矿潜力较
大。另外，晚侏罗世二长花岗岩含大量的铌钽及稀
土副矿物，需重视花岗岩型铌钽和稀土矿资源的调
查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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