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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拉丁美洲铝土矿资源概况、地质特征及成因类型。拉丁美洲铝土矿资源主要分在巴西、苏里南、牙买加、圭亚那、委
内瑞拉等国家，储量为 60.3×108t，占世界铝土矿总储量的 21.54%。巴西为拉丁美洲最大的铝土矿生产国和出口国。拉丁美洲
铝土矿成因类型主要为红土型和岩溶型 2 种，主要的铝土矿矿山有 45 座。牙买加岛弧、圭亚那地盾、中巴西地盾、圣弗朗西斯
科地盾为 4 个铝土矿勘查开发潜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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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describ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tic types of bauxite resources in
Latin America. The bauxite resources of Latin American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Brazil, Suriname, Jamaica, Guyana and Venezuela,
and the reserves have reached 6.03 billion tons which account for 21.54% of the world's bauxite total reserves. Brazil is the largest
bauxite producer and export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The genetic types of Latin American bauxite include lateritic type and karst
type. There are 45 major bauxite mines in Latin America. The Jamaica island arc, Guyana shield, middle Brazil shield and San Francis⁃
co shield are the major bauxite resources potential areas fo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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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与国家经济命脉息息相关。随着中国工业

度将超过 50%以上[1-2]。
铝土矿资源在全球主要集中分布在非洲、大洋

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

洲、南美洲、加勒比地区、亚洲。其中，非洲占 32%，

社会新的发展阶段，对铝土矿资源的需求量将大

大 洋 洲 占 23% ，拉 丁 美 洲 地 区 占 21.54% ，亚 洲 占

幅 度 增 加 。 2016 年 中 国 铝 土 矿 消 费 量 达 到

18%，其他地区占 6%（图 1）。拉丁美洲铝土矿资源

11705×10 t，对 外 依 存 度 达 到 44.47%（进 口 量/消

比较丰富，近年来中国从拉丁美洲的巴西、圭亚那

费 量）。 目 前 中 国 铝 土 矿 静 态 可 开 采 年 限 仅 为

等国进口了少量铝土矿。因此，适时了解拉丁美洲

14a，远远落后于全球的 102a，未来中国很可能面

铝土矿地质特征，对其资源进行潜力分析，无论是

临国内铝土矿资源短缺的困境，铝土矿供给缺口

对中国进口拉丁美洲铝土矿，保障国内铝土矿资源

将更多地依靠进口来满足，在未来几年对外依存

安全供给，还是对中国铝行业企业“走出去”在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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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探明铝土矿资源量在各大洲的分布
Fig. 1 The distribution proportions of proven bauxite
resources in various continents

美洲开展铝土矿资源的勘查、开发投资、转移中国
铝土矿产能，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量的 7.8%。
苏里南铝土矿全部为风化红土型，含矿的红土
风化壳的母岩是古元古代（2.0~1.8Ga）的花岗岩、中

拉丁美洲铝土矿资源概况

酸性火山变质岩、辉长岩及超基性杂岩和沉积变质

拉丁美洲铝土矿资源比较丰富，约占世界储量
的 21.54%。主要分布在巴西、圭亚那、苏里南、委内

岩，成矿时代为古近纪。
巴克赫伊斯山铝土矿是苏里南国的主要矿区，

瑞拉和牙买加。尤其主要集中在巴西亚马孙盆地

总储量约 2.88×108t。该地成矿母岩复杂，有沉积

的特龙贝塔斯矿区和帕拉格米纳斯矿区、苏里南、

岩、浅色层状麻粒岩夹石英岩、酸性火山杂岩、闪

圭亚那沿海平原，以及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圣安娜高

岩、辉长岩等，红土化后的化学及机械侵蚀强烈，使

原山地等。巴西蕴藏着丰富的铝土矿，已探明的铝

该区铝土矿的厚度、品位及铁和铝的含量变化都很

土矿储量 26×10 t，居世界第三位，占全球铝土矿储

大，但硅的含量一般较低。

8

量的 9.29%（表 1、表 2），

苏里南是继巴西、牙买加后铝矿出口西方世界

巴西铝土矿主要集中在特龙贝塔斯矿区和帕

的主要基地之一。苏里南铝业公司 Suralco 和 Billi⁃

拉格米纳斯矿区，这两个矿区占巴西铝土矿储量的

ton Moaatschappij Suriname NV（BMS）在苏里南铝

80%~90%，约 20×10 t，矿石平均含 Al2O3 43.5%，其中

资源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大型矿山有 Onver⁃

高品位的矿石约 8×10 ~10×10 t。其余的铝土矿大

dacht、Moengo Coermotib 等。

8

8

8

部分分布在米纳斯吉拉斯州。

圭亚那铝土矿主要集中在北部，有圭亚那海

巴西铝土矿的 75%来自于亚马孙盆地的几个

岸平原及帕卡赖马山 2 个重要的矿区。圭亚那海

大型铝土矿床，主要分布在巴伊亚州。此外，米拉

岸平原铝土矿包括埃塞奎博、林登、伊图尼、夸夸

斯基拉州的老铝业基地和波苏斯笛卡尔达斯的铝

尼等 6 个矿床，总储量大于 3×108t。矿体产在前寒

业基地也占有重要地位。主要的矿山有 Trombe⁃

武纪变质岩及火山岩的红土风化壳中，属风化红

tas、Paragominas、Pocos de Caldas、Curimbaba 等 ，其

土型矿床。

中 Trombetas 矿山产量为 15.65×10 t，占全球铝土产
6

圭 亚 那 的 铝 土 矿 主 要 分 布 于 距 海 岸 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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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铝石为主，占南美洲铝土矿总资源储
表 1 拉丁美洲主要铝土矿国家 2015—2016 年储量[3-4]

量的 90%以上，矿石以高铁、中铝、低硅、

Table 1 Bauxite reserves of the major countries

高硅铝比为特征。露天开采的矿床比例

in Latin America, 2015-2016

高，易采易溶，矿石品质较好，开发利用成
108t

国 家

本低。

2015 年储量 2016 年储量 2016 年储量占比 2016 年世界地位 矿石主要类型

加勒比海铝土矿以一水硬铝石、高岭

巴 西

26

26

9.29%

3

三水铝石

牙买加

20

20

7.14%

5

一水铝石

石、赤铁矿为主，次要矿物为勃姆石。矿

圭亚那

8.5

8.5

3.04%

8

三水铝石

石具高 Al、低 Si 的特点；赤铁矿和针铁矿

苏里南

5.8

5.8

2.07%

10

三水铝石

委内瑞拉

3.2

-

中含有较多的 Al, Si, Ti 混入物；黄铁矿以

全球总量

280

280

三水铝石

高 S、低 Co/Ni 值等为特征。
2.1

成矿时代

112km 处的东北部，Lindern、Ituni、Kwakwani 及帕卡

拉丁美洲重要的铝土矿基本都形成于晚白垩

赖马山区为主要的采矿区域。铝矿杂质少且品位

世—新近纪，尤以古近纪为主，而加勒比海的牙买

高，因埋藏较深使开采成本较高。圭亚那铝土矿主

加铝土矿成矿时代主要为白垩纪—现代。

要矿山为 Aroaima，年产量 1.2×10 t。
6

巴西著名的特龙贝塔斯铝土矿矿田中的铝土

委内瑞拉的铝土矿主要为红土型铝土矿床，

矿 床 均 形 成 于 晚 白 垩 世 — 古 近 纪 ，巴 西 的 朗 多

此类矿床主要由酸性、中性和基性成分含铝硅酸

（Rondon）超大型铝土矿床和戈米纳斯（Paragomi⁃

盐岩石在热带、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经深度化学风

nas）超大型铝土矿矿床、圭亚那上德梅拉拉-伯比斯

化形成，矿石由三水软铝石组成，其铝土矿资源储

大型铝土矿床均形成于古近纪。

量大、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玻利瓦尔州和亚

总体看，拉丁美洲铝土矿主要为前寒武纪花岗

马孙州 2 个主要地区，有洛斯皮希瓜奥斯、拉塞瓦塔

岩、中酸性火山变质岩、辉长岩及超基性杂岩和沉

纳、乌帕塔、努里亚等矿床。已探明铝土矿储量及

积变质岩在晚白垩世—古近纪风化的产物[5]。

资源量合计约为 34.79×108t，其中储量 13.32×108t，

2.2

资源量 21.47×10 t。
8

空间分布
从大地构造看，拉丁美洲铝土矿主要分布在

加勒比海牙买加铝土矿为岩溶型，
成矿时代为白

南美地台的圭亚那地盾、中巴西地盾、圣弗朗西斯

垩纪。矿床位于该岛北部最大的圣安娜矿山，
矿物成

科地盾及加勒比海岛弧带；从南美地台成矿带看，

分以一水铝石为主，
其次为勃姆石，
二者之比为 3∶1，

南美洲铝土矿主要分布在泛亚马孙（Transamazon）

伴生有少量的高岭土、
赤铁矿等矿物。含Al2O3 40%~

铝土矿成矿带、巴纳伊巴（Parnaiba）坳陷盆地铝土

50%，
探明的基础储量达25×10 t，
年产量达857×10 t。

矿成矿带、索利默伊斯（Solimoes）-亚马孙坳陷盆

8

2

4

地铝土矿成矿带和里奥内格罗铝土矿成矿带 4 个

拉丁美洲铝土矿地质特征

成矿带内[5]。

南美洲铝土矿资源主要特点是分布高
度集中，主要分布于巴西、圭亚那和苏里南 3

表 2 全球主要铝土矿国家 2015—2016 年产量[3-4]

个国家，三国铝土矿储量约占南美铝土矿总

Table 2 Bauxite production of the major countries

储量的 92.6% ；铝土矿矿床类型以红土型为

in the world, 2015-2016

[3]

104t

主，这主要与南美洲处于南北纬 30°线之间

国 家

2015 年产量

2016 年产量

2016 年产量占比

2016 年储量

储采比

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有关，这类地区为铝土

澳大利亚

8090

8200

31.01%

620000

75.61

矿成矿母岩的风化成矿作用提供了良好的

巴 西

3390

3450

13.05%

260000

75.36

气候条件。从矿床储量规模看，大、中型铝

牙买加

963

850

3.217%

200000

235.29

土矿占主导地位；从矿床数量看，以中、小

圭亚那

170

160

0.61%

85000

531.25

苏里南

160

---

---

58000

----

0.76%

32000

160.00

2800000

105.88

型为主，大型以上铝土矿数量占南美洲铝
土矿数量的 34%。南美洲铝土矿矿石以三

委内瑞拉

150

200

全球总量

29300

2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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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布地区看，南美洲铝土矿主要分布在巴西

与上覆结核层相区别，平均厚 0.5~1.5m，该层下部逐

的亚马孙盆地与东南部地区、苏里南与圭亚那的沿

渐过渡为块状铝土矿。主要的铝土矿层富集三水

海平原区（主要是贝尔维塞（Berbice）盆地）、委内瑞

铝石，顶部具块状构造，底部有保存很好的原岩残

拉的洛斯·皮希瓜奥斯（Los Pijiguaos）等地区（图 2）。

余构造，厚度变化很大，多小于等于 8m。腐泥煤层

2.3

矿石特征

由细粒杂斑状粘土组成，含三水铝石和石英，该层

南美洲铝土矿大多为风化红土型铝土矿，含矿

下部逐渐过渡为原岩。

的红土风化壳剖面从上到下分为粘土盖层、结核

铝土矿是以三水铝石、一水软铝石或一水硬铝

层、铁质层、主要的铝土矿层及腐泥煤层。粘土盖

石为主要矿物所组成的矿石的统称。矿物成分为

层呈黄色-浅红褐色，由高岭土和 25%的三水铝石

三水铝矿（Al2O3· 3H2O）、勃姆石（Al2O3· 2H2O）和水

组成。结核层含粒状结核，上部富铝、下部富铁，厚

铝石。铝土矿（晶体化学）理论组成（wB%）：Al2O3

度不稳定（0~3m）。铁质层以含较大的结核团块而

65.4，H2O 34.6。 常 见 类 质 同 像 替 代 有 Fe 和 Ga，

图 2 拉丁美洲铝土矿分布示意图（据参考文献[6]修改）
Fig. 2 Sketch map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bauxite resources in Lat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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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2O3 可达 2%，Ga2O3 可达 0.006%。此外，常含杂质

3.2

2111

圭亚那地盾铝土矿潜力区

CaO、MgO、SiO2，还 伴 生 有 Ga、V、Li、稀 土 金 属 、

该潜力区位于圭亚那地盾内，
分为委内瑞拉里奥

Nb、Ta、Ti、Sc 等多种有用元素。铝土矿中的 Ga、V、

内格罗（Rio Negro）铝土矿成矿区和泛亚马孙铝

Sc 等常具有回收价值，可开采的经济型铝土矿含较

土矿成矿带区。目前已有洛斯皮希瓜奥斯大型

低的 Fe2O3 和 SiO2。

铝土矿、纳索山铝土矿、翁弗达赫特铝土矿、蒙戈

2.4

成因类型

铝土矿等矿床，矿床类型以红土型为主，矿石为

南美洲铝土矿成因类型以红土型为主，这类铝

三水铝石，成矿时代为古近纪，部分被渐新世沉

土矿床主要是由铝硅酸盐岩（如玄武岩、花岗岩、粒

积物覆盖。该潜力区内铝土矿潜在资源储量达

玄岩、长石砂岩、麻粒岩等）在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条

10×108t 以上，矿石平均品位 Al2O3 42%，可望找到

件下，经深度化学风化作用形成的与基岩呈渐变过

大型和超大型矿床。

渡关系的残积矿床。从地貌看，南美洲红土型铝土

圭亚那地盾区具备有利的铝土矿成矿地质条

矿主要赋存于大陆边缘的盆地、近海平原、中低高

件，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以往勘查

地、台地和岛屿上。

投入少等原因，导致圭亚那地盾潜力区铝土矿的勘

巴西铝土矿几乎全部是红土型，成矿时代主
要为新近纪中新世，含矿的红土风化壳覆盖在前

查、开发程度低。
3.3

中巴西地盾铝土矿潜力区

寒武纪变质岩及火成岩之上，构成表面平坦、形

该潜力区位于中巴西地盾巴纳伊巴河（Parnai⁃

状和大小不一的高地，高地的地表是一系列的侵

ba）和索 利 蒙 伊 斯 河（Solimoes）- 亚 马 孙（Amazo⁃

蚀面。粘土盖层呈黄色-浅红褐色可作为找矿

nas）坳陷盆地铝土矿成矿带内，主体位于巴纳伊巴

标志。

河（Parnaiba）坳陷盆地铝土矿成矿带内。该潜力区

苏里南和圭亚那的铝土矿也几乎全部为红土

内已发现了巴西特龙贝塔斯铝土矿矿田和帕拉·

型，矿体主要产在前寒武纪花岗岩、中酸性火山变

戈米纳斯超大型铝土矿矿床，矿床类型以红土型

质岩、辉长岩及超基性杂岩和沉积变质岩的红土风

为主，矿石为三水铝石，成矿时代为新近纪中新

化壳中，
成矿时代为古近纪。

世。该潜力区的铝土矿潜在资源储量在 20×108t

拉丁美洲地区铝土矿资源地质特征见表 3[7]。

3

铝土矿资源潜力分析
根据拉丁美洲地区铝土矿成矿地质条件、分布

以上，矿石平均品位 Al2O3 43.5%，其中高品位的矿
石 8×108~10×108t，成矿区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北部、
中北部和东部区域，潜力区所处地区是巴西工业
最发达的区域，但勘查程度低，虽目前未得到充

规律，以及巴西、苏里南、圭亚那、委内瑞拉、牙买加

分、有效开发，但铝土矿资源潜力巨大。

等国铝土矿资源的勘查开发程度，将拉丁美洲地区

3.4

铝土矿资源分布区分为牙买加岛弧、圭亚那地盾、

圣弗朗西斯科地盾铝土矿潜力区
该潜力区位于圣弗朗西斯科地盾，进一步分

中巴西地盾、圣弗朗西斯科地盾 4 个铝土矿勘查开

为沙帕达-迪亚曼蒂纳成矿区、库拉撒河谷东部成

发潜力区（图 3；表 4）。

矿区、塞拉雅克比纳成矿区、库拉撒河谷西部成矿

3.1

区、铁四角成矿区、Alto Jequitinhonha 成矿区和盆

牙买加岛弧铝土矿潜力区
该潜力区位于加勒比海成矿带的牙买加岛。

地成矿区。从太古宙开始演化，至中元古代趋于

矿床类型以岩溶型为主，矿石为一水铝石，成矿时

稳定，在新元古代受到与巴西利亚旋回有关的活

代为白垩纪—现代，铝土矿发育于 60~600m 的中央

动带限制。铝土矿主要为红土型，与基性-超基性

山脉两侧白色灰岩出露区，矿体充填于岩溶的凹

岩关系密切，成矿时代为新生代，目前已有摩多德

地。牙买加的铝土矿开采量排在世界第 7 位，约占

东多铝土矿、罗波巴西铝土矿、法丁娜色卡铝土

世界铝土矿开采量的 3.22%，
其氧化铝的产量约占世

矿、巴德伊多铝土矿、巴达多斯英多斯铝土矿等在

界总产量的 7.14%。牙买加铝土矿的优势也是矿石

开发利用，可望找到中-大型矿床。

接近地表，
易于开采，
并且矿山位置接近港口。但是，
牙买加的铝土矿含杂质比较多。

拉丁美洲铝土矿资源较丰富，牙买加、苏里南圭亚那、委内瑞拉、巴西等国铝土矿资源的勘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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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拉丁美洲地区铝土矿资源地质特征
Table 3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auxite resources in Latin American region
序

国

号

别

1

4

内
瑞
拉

Los Pijiguaos

6

Montagne de Kaw
法
属

亚
那

Aroaima

12

Blue Mountains

13

Montgomery mine

14

Kwakwani

15
16
圭
亚

红土型

第四纪

有关，
主要矿物为三水铝矿岩
产于辉长岩中，
主要矿物为
三水铝石、高岭石
产于火山沉积岩中，主要矿物为
三水铝矿
产于火山沉积岩中，变质程度为
绿片岩相，
主要矿物为三水铝矿
第四纪

产于辉长岩套；主要矿物为三水铝矿
矿床产于火山沉积岩中，
主要矿物为三水铝矿

新生代

大型；
50×106t 矿石

Al2O3 35.5%，
Fe35%，Ti3%
Al2O3 39 %

大型；
2580×104t 矿石

中型；700×104t 矿石

小型；270×104t 矿石
小型；270×104t 矿石
中型；
758.5×104t 矿石
正在开采
Al2O3 26.5%

正在开采
正在开采

East Montgomery mine

产于粘土岩中，以氢氧化铝蚀变为主

正在开采

可能形成于古近纪，

矿山开发

部分被渐新世沉积物覆盖

阶段

红土型

Berbice

产于变安山岩、变玄武岩、

Onverdacht

里

Paranam、Topibo、

南

Lelydorp、Accaribo
Coermotibo

26

Porto Trombetas

Morro Redondo

Nhamundá

花岗岩等铝硅酸盐岩石中
产于变安山岩、变玄武岩、
花岗岩等铝硅酸盐岩石中
产于变安山岩、变玄武岩、
花岗岩等铝硅酸盐岩石中

新生代

大型；6154×104t

60.20%

大型；6270×104t

58.60%

石英、赤铁矿蚀变为主

Si 3%，
Fe 15%

矿床为沉积砂岩型，
以氢氧化铝、
始新世

49.50%

Al2O3 45%，

勃姆石、铝土、高岭土蚀变为主
红土型

大型；8720×104t

矿床为沉积型，以氢氧化铝、高岭土、

矿床为沉积砂岩型，
以氢氧化铝、

Moengo

25

28

超大型；
1×108t 矿石

产于粘土岩中，以氢氧化铝蚀变为主

早中期

Kabalepo

巴

生产

Al 2.4×108t

赤铁矿、针铁矿蚀变为主

Bakhuis、Adampada、

西

Al2O3 48.5%

超大型；5×108t 矿石；

Dacoura

Tarakulli

27

生产

正在开采

20

24

45%

产于粘土岩中，以氢氧化铝蚀变为主

Omai

苏

大型；
5000×104t 矿石

产于粘土岩中，以氢氧化铝蚀变为主

19

23

开采状态

产于粘土岩中，
以氢氧化铝、

古近纪

22

品 位

产于粘土岩中，以氢氧化铝蚀变为主

Guyana

21

产于火山沉积岩中，变质程度为
绿片岩相，
三水铝矿为主要矿物

那
18

主要矿物为三水铝石矿物
矿化与拉斑玄武火山-沉积序列侵入岩

Monts Lucifer

11

矿床储量

产于辉长岩等环状岩脉中
产于碱性火山-沉积序列中，

红土型

Monts de l'Observatoire

17

主要矿物为三水铝石等

Monts Tortue

10

矿床特征
产于辉长岩等环状岩脉中，

Montagnes Plomb

圭

9

成矿时代

Los Guaicas

Mesa de la Carata

8

类型

Cerro del Hormiguero
委

5

7

矿床

Nuria

2
3

矿床名称

勃姆石、铝土、高岭土、赤铁矿蚀变为主

超大型；
1.3×108t

大型；
6000×104t

54%

57%

矿床为沉积砂岩型，
以氢氧化铝、

Al2O3 58.6%；

勃姆石、铝土蚀变为主

Al2O3 53.1%

矿床为沉积砂岩型，
以氢氧化铝、

红土型

白垩纪晚期

新近纪—全新世

阶段
矿山开发
阶段
储量评定
阶段

正在开采

生产

正在开采

正在开采

铝土、勃姆石蚀变为主
上新世—全新世

矿山开发

产于沉积岩、砂岩-灰岩中；
红土矿化蚀变；

超大型；
6×108t 矿石（1979 年）；

主要矿物为水铝矿、高岭土、赤铁矿

2.97×108t Al

产出于侵入岩中，
具有碱性特征；

小型；115.827×104t 矿石（1971 年）；

主要矿物为水铝矿

579135t 矾土

产出于沉积岩、砂岩-灰岩中；红土矿化蚀变；

中型；
500×104t 矿石；

主要矿物为水铝矿、高岭土、针铁矿、赤铁矿

237.5×104t Al2O3

Al2O3 49.5%

生产

矾土 50%

关闭

Al2O3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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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序

国

号

别

矿床名称

矿床
类型

成矿时代

矿床特征简介

矿床储量

岩石主要为火成岩，
双峰式镁铁质火成岩
29

Plata N5

（玄武岩），变质程度为闪岩相；
红土化作用蚀变；
主要矿物为水铝矿

30

Novo Brasil

31

Almeirim

32

Serra do Acapuzal

33

Camoaí

34

Farinha Seca

35

新近纪—全新世

Barreiros
巴

红土型

西
36

新近纪

Barra dos índios

37

Pedral

大型；
4800×104t 矿石（1982 年）；
1680×104t 水铝矿

矿床产出于变质岩、片麻岩、钙碱性岩浆岩中；

小型；546989t 矿石；

红土矿化作用蚀变；主要矿物为水铝矿

233315t Al2O3

矿体产于沉积岩、泥岩-砂岩中；
红土矿化作用蚀变；

大型；3878.4×104t 矿石（1980 年）；

主要矿物为水铝矿

2753.6×104t Al2O3

矿体产于沉积岩，
泥岩-砂岩-褐铁矿中；
红土

中型；
735.5×104t 矿石（1980 年）；

矿化作用蚀变；
主要矿物为水铝矿、褐铁矿

428.8×104t Al2O3

矿体产于沉积岩，泥岩-砂岩-褐铁矿中；红土矿化

中型；
1210×104t 矿石（1980 年）；

作用蚀变；
主要矿物为水铝矿、褐铁矿、针铁矿

706×104t Al2O3。

矿体分布于正长岩套（响岩）侵入岩中；红土矿化

中型；502×104t 矿石（1975 年）；

作用蚀变；
主要矿物为水铝矿、针铁矿、褐铁矿

249.2×104t Al2O3

矿体分布于正长岩套（响岩）侵入岩中，
红土化作用

小型；612500t 矿石；

蚀变；
主要矿物为水铝矿、针铁矿、褐铁矿

313600t Al2O3

矿床主要分布于正长岩套（响岩）

小型；215000t 矿石；

侵入岩中；
红土

118000t

化作用蚀变；主要矿物为水铝矿

Al2O3

矿床分布于砂岩-灰岩中，氧化作用蚀变；

大型；4299.6×104t 矿石（1992 年）；

主要矿物为钒土矿

1680×104t 矾土

矿体分布于砂岩-灰岩中，

中型；
1830×104t 矿石（1992 年）；

主要矿物为钒土矿

938.79×104t 矾土

品 位

开采状态

水铝矿 35%

Al2O3 43%

关闭

Al2O3 71%

生产

Al2O3 58.3%

Al2O3 58.35%

Al2O3 49.65%

Al2O3 51.2%
Al2O3 52%

矾土 39.2%

生产

矾土 51.3%

生产

新生代
38

Caramiranga

39

Juruti

40

MRN

主体位于巴纳伊巴河坳陷
盆地铝土矿成矿带内
主体位于巴纳伊巴河
坳陷盆地铝土矿成矿带内

大型；3520×104t

47.70%

超大型；
54400×104t

49.50%

矿山开发
阶段
矿山开发
阶段

新近纪中新世
41

Paragominas

42

Rondon

43 哥伦

Popayán

比亚
44
45

主体位于巴纳伊巴河
坳陷盆地铝土矿成矿带内
主体位于巴纳伊巴河
坳陷盆地铝土矿成矿带内

红土型

Morales- Cajibío
牙买
加

St Ann

上新世—更新世
白垩纪

岩溶型

白垩纪—现代

超大型；
28870×104t

48.68%

超大型；
98380×104t

43.67%

含矿主岩为火山岩，
酸性火山岩，

矿山开发
阶段
可行性研
究阶段
正在开采

矿化为氢氧化铝，
埃洛石蚀变
含矿主岩为火山岩，
主要为铝土矿

正在开采

矿物成分以三水铝石为主，
其次为勃姆石，
二者

超大型；
探明的基础储量达 25×108t，

含 Al2O3

之比为 3∶1，
伴生有少量的高岭土、赤铁矿等矿物

储量可达 5×108t，年产量 857×104t

40%~50%

正在开采

发程度极不均匀，许多铝土矿潜力区勘查开发程度

资环境较好 [8]。因此，无论是从铝土矿资源勘查开

较低或完全未进行勘查工作。随着拉丁美洲铝土

发潜力看，还是从投资环境看，巴西东亚马孙铝土

矿勘查投资的增加和勘查技术水平的提高，其铝土

矿勘查开发潜力区为有利的投资目标区。

矿资源储量将不断增加，因此上述 4 个地区具有很

（2）目前拉丁美洲氧化铝产能不足，而中国氧

大的勘查开发潜力。

化铝产能过剩，中国的大型铝企业应积极参与南美

4

洲铝土矿新产能建设（如巴西的朗多超大型铝土矿

投资建议

矿山正在寻求投资伙伴），掌握其部分股权，签定长

（1）巴西的东亚马孙是最有利的铝土矿勘查开

期的合作协议，争取铝土矿勘查开发份额，建立国

发投资目标区。从整个拉丁美洲看，巴西的矿业投

外氧化铝生产基地，遏制国际铝土矿资源垄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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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拉丁美洲铝土矿资源潜力预测
Fig.3 Sketch map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bauxite
potential area in Latin America

的形成。鼓励中国矿业企业积极勘查、开发利用南

土矿总储量的 21.54%，其中巴西为最大的铝土矿生

美洲铝土矿资源，转移国内氧化铝产能。

产国和出口国。

（3）为保障中国铝行业长期、安全稳定的健康发

（2）铝土矿成因类型主要为红土型和岩溶型 2

展，
中国铝土矿进口应尽早实现全球配置战略，
多元

种，矿石类型以三水铝石为主，矿石品质好，开发利

[9-11]

化进口源

，
因此拓展拉丁美洲铝土矿市场，
加大拉

丁美洲铝土矿的进口量，
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之一。

5

结

论

用成本低。
（3）铝土矿资源潜力区为牙买加岛弧、圭亚那
地盾、中巴西地盾及圣弗朗西斯科地盾，其中巴西
东亚马孙是最有利的铝土矿勘查开发潜力区。

（1）拉丁美洲铝土矿资源主要分布在巴西、牙

致谢：成文过程中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

买加、苏里南、圭亚那、委内瑞拉等国家，占世界铝

地质调查中心芮行健研究员、中国地质科学院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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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拉丁美洲铝土矿潜力区特征
Table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uxite potential
area in Latin American area
序号

铝土矿潜力区

主要矿床类型

矿床预测规模

A

牙买加岛弧

岩溶型

可望找到大型和超大型矿床 优质矿石

B

圭亚那地盾

红土型

可望找到大型和超大型矿床 优质矿石

C

中巴西地盾

红土型

可望找到大型和超大型矿床 优质矿石

D

圣弗朗西斯科地盾

红土型

可望找到中型和大型矿床

矿石质量

可开发利用，目前已有圣安高原山地铝土矿在开发利用
可开发利用，目前已有洛斯皮希瓜奥斯大型铝土矿、纳索山铝土矿、
翁弗达赫特铝土矿、蒙戈铝土矿在开发利用
可开发利用，目前已有巴西特龙贝塔斯铝土矿矿田和帕拉.戈米纳斯
超大型铝土矿在开发利用

优质矿石 可开发利用，目前已有摩多德东多铝土矿、罗波巴西铝土矿、法丁娜色
中等矿石

产资源研究所宋学信研究员具体指导，在此致以
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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