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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稀土元素； 超常富集； 煌斑岩类； 贵州东南部
贵州东南部产出大量规模不等的煌斑岩类岩体，其中位

类有关的稀土矿床找矿突破不大，可供参考的实例偏少。 原

于贵州镇远马坪的煌斑岩体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含原生金

因在于煌斑岩类中稀土元素含量一般比较低，不易形成稀土
元素富 集 甚 至 成 矿。 例 如 我 国 滇 西 北 衙 煌 斑 岩 （ ΣＲＥＥ ＝

刚石岩体，并将其作为寻找规模性金刚石矿床的重点，但遗
憾的是，截至目前，一直未在金刚石找矿方面取得较大突破。
然而，笔者及课题组成员通过多次野外调查和实验分析发

２０６ ６×１０ －６ ～ ２７２ ８×１０ －６ ） （ 和文言等， ２０１４） 、云南白马寨矿
区煌斑岩 （ ΣＲＥＥ ＝ １３９ １１ × １０ －６ ～ ２３２ ９２ × １０ －６ ） （ 管 涛 等，

现，贵州东南部镇远、麻江一带煌斑岩类及其风化壳中明显
富集 稀 土 元 素， ∑ ＲＥＹ （ ΣＲＥＥ ＋ Ｙ ） 介 于 ５５８ ７８ × １０ －６ ～

２００６） 、山西大同饮牛沟钾镁煌斑岩 （ ΣＲＥＥ ＝ ２８８ ８ × １０ －６ ～

土矿床最低工业品位。 这一重要发现对于我国稀土资源找

西南缘煌斑岩（ ΣＲＥＥ 介于 １１８×１０ －６ ～ ２７９ ７２×１０ －６ ） （ 柴凤梅

２４０９ ９４×１０ ，平均 １４６１ ２１×１０ （ ｎ ＝ ２０） ，高于风化壳型稀
－６

－６

矿具有较为重要参考价值。
由于我国稀土矿产资源禀赋，除世界第一大的白云鄂博
轻稀土矿床外，长期以来，我国针对稀土资源的调查研究与
找矿工作更多地聚焦在与酸性花岗岩类、变质岩有关的古风
化壳型稀土矿床方面，而与基性、超基性岩，特别是与煌斑岩

４７２ ６×１０ －６ ） （ 张 连 昌 等， １９９８） 、 鲁 西 煌 斑 岩 （ ΣＲＥＥ 介 于
３３８ ４×１０ －６ ～ ５５８ ０５×１０ －６ ） （ 邱检生等， １９９７） 及塔里木板块
等， ２００７） 等，稀土元素含量相比均较低。 西澳 Ｙｉｌｇａｒｎ 地块
（ Ｔａｙｌｏ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及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西部煌斑岩类
（Ｏｗｅｎ， ２００８） 中虽也发育稀土元素的富集，但含量总体也不
高，往往不超过 ５００×１０ －６ 。 与煌斑岩类有关的稀土元素富集
现象，见于煌斑岩中分布的方解石脉中，其稀土元素含量有

注： 本文为贵州省教育厅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项目（ 编号：黔教合 ＫＹ 字［ ２０１６］ １１７） 、贵州省沉积矿床科技创新人才团队项目（ 编号： 黔科
合平台人才［２０１８］５６１３） 和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项目（ 编号：黔科合 Ｊ 字［２０１５］２０３２ 号）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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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达 １０００× １０ －６ 左右（ 王登红等， ２００５） ，但都不足以构成
煌斑岩体及其风化壳中稀土元素含量的整体偏高。

位于贵州东南部的煌斑岩类普遍遭受风化作用，其中弱

风化煌斑岩类呈墨绿色（ 图 １ａ、 ｂ） ，风化较强的则呈土黄色、
灰黄色（ 图 １ｃ、 ｄ） ，但煌斑岩类所具有的典型斑状结构依然

较为明显，斑晶多以橄榄石假象、金云母、钛金云母为主，基
质主要以细粒橄榄石假象、金云母、磷灰石、金红石、辉石、锐
钛矿、磁铁矿、普通角闪石等为主。 部分岩体因风化程度深，
橄榄石斑晶多已被交代蚀变为绿泥石、蛇纹石及碳酸盐矿
物，岩体则呈土黄色、灰色松散土状（ 图 １ｄ） 。 贵州东南部煌
斑岩类发育的岩石学特征与国内外煌斑岩类较为类似。 但
主要区别在于，贵州东南部煌斑岩类普遍富集稀土元素。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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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风化壳中 Ｎｂ 含量也很高，介于 １０１×１０ －６ ～ ４０４×１０ －６ ，平
均 ２７９ ２×１０ －６（ ｎ ＝ ２０） 。 按照百分比进行含量换算，Ｎｂ２ Ｏ５ 含
量介于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５８％，高于风化壳型铌钽矿床最低工业
品位（０ ０１６％ ～ ０ ０２０％） 。 可见，位于贵州东南部的煌斑岩
类不仅高度富集稀土元素，铌元素也比较富集。 近年来的调
查研究表明，仅镇远地区已发现产状呈岩床、岩脉形式的煌
斑岩体约 ３７８ 个（ 王亮等， ２０１２） 、麻江地区约 ４０ 余个（ 任怀
翔等， １９９３） ，而且岩体数量仍在不断地随着调查工作的深
入推进而逐渐升高，说明贵州东南部煌斑岩体中 ＲＥＥ、Ｎｂ 等
元素不仅含量偏高，而且可能具有一定的资源储量，具备可
供综合开采利用的基础条件。
贵州东南部不仅产出大量煌斑岩岩体，而且岩体中稀

维萱等（２００２） 系统采集镇远思南塘、马坪 １ 号、马坪、溪头剖

土、铌元素含量明显偏高，甚至出现超常富集、成矿。 这一重

ＭＳ 测定，发现煌斑岩类 ΣＲＥＥ 主要介于 ４９３ × １０ ～ １７３３ ×

成矿的认识。 更值得注意的是，煌斑岩类中稀土元素超常富

面受风化作用影响微弱的煌斑岩类样品 １３ 件，并进行 ＩＣＰ －

要发现改变了以往认为煌斑岩类中难以形成稀土富集甚至

１０ －６ ，平均 １０６５ ２３×１０ －６（ ｎ ＝ １３） 。 笔者及团队成员对麻江隆

集不仅仅局限在贵州东南部地区。 位于甘肃柳园地区的煌
斑岩中稀土元素含量也很高，其 ΣＲＥＥ 介于 ２４８２ １ × １０ －６ ～

－６

昌、大塘、龙山、石板寨及和尚坟剖面煌斑岩类进行调查并开
展稀土元素分析测试，发现风化较强的煌斑岩类岩体中∑

ＲＥＹ 更 加 富 集， 介 于 ５５８ ７８ × １０ －６ ～ ２４０９ ９４ × １０ －６ ， 平 均
１４６１ ２１×１０ －６（ ｎ ＝ ２０） 。 除此之外，发现贵州东南部煌斑岩类

３０７８ ２×１０ －６（ 刘畅等， ２００６） 。 Ｒｏｃｋ（ １９８７） 对煌斑岩类进行
类型划分和对比研究时，搜集并整理了大量不同类型煌斑岩
类 样 品 的 稀 土 元 素 数 据 ，结 果 指 示 钾 镁 煌 斑 岩 类 具 有 较

图 １ 贵州东南部部分煌斑岩类野外照片： （ ａ） 较为新鲜的煌斑岩体（ 镇远马坪） ； （ ｂ） 较为新鲜的煌斑岩体（ 麻江隆昌） ；
（ ｃ） 半风化煌斑岩体（ 麻江石板寨） ； （ ｄ） 强风化煌斑岩体（ 麻江龙山）

（ 下转第 １２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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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稀土元素含量，平均约 ６００ × １０ －６ 。

可见，煌斑岩体及其风化壳中具备发育稀土、铌元素超常富
集甚至成矿的基础条件。 因此，在稀土资源，特别是风化壳
型稀土矿床找矿时，应加强基性、超基性岩，特别是煌斑岩类
及其风化壳中的稀土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有望取得稀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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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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