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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摸清全国钾盐矿资源家底，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产业政策，依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数据和成果，系统地开展了中
国钾盐矿成矿特征研究和资源潜力评价。研究和评价结果显示，中国钾盐矿已发现的矿产资源以第四纪盐湖型钾盐矿为主，
成矿时代以第四纪为主。钾盐矿主要分布在西部大型新生代陆相成盐盆地，在空间上可划分为 12 个Ⅲ级成矿区带。在典型
矿床、
区域成矿要素和预测要素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第四纪盐湖型、
深藏地下卤水型、
碎屑岩型、
碳酸盐岩型 4 类钾盐矿
的预测评价模型特征。以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采用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方法，共圈定钾盐矿最小预测区 320 个，归并
圈定了 42 个 3 级预测区，并对各预测区进行了定量预测评价，6000m 以浅钾盐矿预测资源量计 32.63×108（
t KCl），其中 500m 以
浅钾盐矿预测资源量计 15.10×108t。分析结果显示，全国以柴达木盆地及北缘钾盐成矿带和塔里木盆地钾盐矿成矿带预测资
源量较大，预测资源量主要为第四纪盐湖型和深藏地下卤水型。潜力预测工作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的钾盐矿床地质和勘查信
息资料水平，
对指导钾盐矿地质找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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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ed at calculating ore resources and providing proposal of scientific industrial policy,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scientific
researches on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ssessment of resource potential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discovered potash
deposit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12 Ⅲ grade metallogenic belts, are mainly of Quaternary saline lake-type located in Cenozoic
continental basin in western China with a Quaternary metallogenic age.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es on typical deposits, regional

metallogenic and predictive factors, four different kinds of potash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models were summarized, namely
Quarternary salt lake type, deep-subterranean bittern type, clastic rock type and carbonate type. Adopting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information model, the authors delineated 320 minimum predicting areas and 42 grade Ⅲ prediction areas. Furthermore, 3.263
billion tons of KCl at the depth shallower than 6000m and 1.51 billion tons of KCl at the depth shallower than 500m were predicted
on the basis of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model proposed by the authors. These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the north Qaidam Basi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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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m Basin carry more potash resources quantity than other places in China and the potash resources in the two basins are mainly of
Quaternary salt-lake type and deep-subterranean bittern type. These resource potential predictions reveal the degree of the present
study of potash deposits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otash prospecting.
Key words: potash deposits;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ssessment models; resource potential

钾盐是中国最紧缺的矿产资源之一，为农业三

（2）中国钾盐矿资源以富钾卤水矿为主，固体

大肥料中钾肥的主要原料。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

钾矿少。中国钾盐矿资源 98%以上为卤水钾矿，固

钾盐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中国近年来一直为世界

体钾矿只占 2%左右，与世界钾盐矿资源以固体钾盐

最 大 的 钾 盐 进 口 国 ，如 2016 年 ，中 国 进 口 钾 盐

矿为主有明显区别[8]。

（K2O）达 408.2 × 104t。 据 美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统 计 ，

（3）中国已发现的钾盐矿床类型以第四纪盐湖型

2016 年全球钾盐年消耗量约为 5. 3×10 t，而全球已

为主，
第四纪以前的古代钾盐矿（深藏地下卤水型、
古

探明剩余可采储量 43×10 t，世界钾盐储量基础约为

代化学沉积型）资源极少，
且规模较小。中国周边国

250×10 t，远景资源总量达 2500×10 t，可见世界钾盐

家分布有多个大型古代固体钾盐矿床，
而中国目前未

资源极为丰富。但资源和产量主要集中在少数国

发现与之相似的大规模固体钾盐矿床。

家，如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以色列、约

1.2

7

8

8

8

旦等，掌握了世界约 91.4%的钾盐产量，而中国的探
明储量不多，约占世界的 2.2% 。
[1]

时空分布特征
依据钾盐矿床成矿时代、矿床成因及矿床特

征，参考前人对中国钾盐矿研究中的习惯称谓，本

中国找钾工作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开展了数

次将中国钾盐矿床划分为第四纪盐湖型、深藏地下

轮的第四纪盐湖和古代钾盐矿资源的调查、普查及

卤水型和古代化学沉积型 3 中矿床类型，其中古代

预测研究工作，
发现并建成了几个钾肥工业基地（察

化学沉积型钾盐矿包括以前文献中所称的碎屑岩

尔汗、
罗布泊），
提交了一批成矿远景区，
不仅终结了

中和碳酸盐岩中钾盐矿 2 类 [9-10]。中国现有钾盐矿

国外学术界“陆相不可能成钾”的论断，而且在陆相

产资源以第四纪盐湖型钾盐矿为主，古代化学沉积

成钾理论和特种盐湖研究方面发展和形成了一套钾

型次之，深藏地下卤水型钾盐矿床现有规模小，但

盐成矿理论体系和找矿方法[2-7]。但在古代海相或海

古代化学沉积型和深藏地下卤水型钾盐矿具有较

陆交互相成盐盆地中寻找固体钾盐矿，一直未能取

大的找矿远景。

得找矿重大突破，钾盐资源短缺已威胁到中国资源

（1）时间分布规律

安全并制约了农业发展。鉴于以往全国性钾盐矿系

含钾矿物是海水或含钾水体蒸发浓缩至最后阶

统性定量预测评价工作较少，为摸清全国钾盐矿资

段才形成的矿物，
而石盐和卤水作为形成钾盐矿床的

源家底，
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产业政策，
对钾盐矿资

中间产物，
是找钾的前提。从地质时代看，
震旦纪迄

源找矿潜力进行合理准确的预测成为当务之急。本

今，中国在大多数地质时期都有石盐或卤水聚集[11]，

文以第三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成果为依

震 旦 纪（灯 影 期）、早 — 中 寒 武 世 、早 奥 陶 世 、

据，主要从钾盐矿分布规律、矿床预测模型、矿产预

早—中石炭世、
三叠纪、
侏罗纪、
白垩纪、
古近纪、
新近

测成果等方面分析研究了全国钾盐矿地质特征及资

纪—第四纪均有石盐沉积，
其中还有一些含盐层位赋

源潜力，
以期对钾盐地质找矿部署提供依据。

存含钾卤水[12]。到目前为止，中国只在早奥陶世、三

1

叠纪、
古近纪—新近纪及第四纪的层位有钾矿（化）层

1.1

中国钾盐矿成矿地质特征

（或富钾卤水）发现，
其他时代的含盐层位中有待进一

资源禀赋特征

步工作验证。在所有的地质时期，
以第四纪成盐聚钾

中国钾盐矿产资源的分布及构成主要呈现 3 个

作用最强（图 1），查明资源储量 92414×103t，占总量

突出特点。
（1）钾盐资源短缺，分布极不均匀。中国目前
探明钾盐资源储量少，仅占世界总储量的 2.2%，且
96%以上资源储量集中分布于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新
疆罗布泊盐湖，其他省区资源储量极少。

98.38%，第四纪的矿产线索共计 121 处，占总数的
81%，其次为古近纪成钾期，其他地质时代发现的成
钾线索较少。
（2）空间分布规律
本次工作在全国已有的成矿区带划分 [13]、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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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钾盐矿不同地质时代查明资源量统计
Fig. 1 Statistic plots of proved potash resources in different geological epochs
Q—第四纪；
N—新近纪；
E—古近纪；
K—白垩纪；
J—侏罗纪；
T—三叠纪；
P—二叠纪；
C—石炭纪；
D—泥盆纪；
S—志留纪；
O—奥陶纪；ϵ— 寒武纪；
Z—震旦纪；
Anz—前震旦纪

单元划分 [14] 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钾盐矿床分布和成

盐湖的集中分布区[16-17]。其他断陷盆地及山间盆地

矿地质条件，共划分出准噶尔盆地（ⅢK-1）、天山山

中钾盐矿也有集中分布的特点。

间盆地（ⅢK-2）、塔里木盆地（ⅢK-3）、阿拉善（隆

古代化学沉积型钾盐矿根据含盐系岩性特征

起）
（ⅢK-4）、柴达木盆地及北缘（ⅢK-5）、鄂尔多

可分为碳酸盐岩中钾盐矿和碎屑岩中钾盐矿。现

斯盆地（ⅢK-6）、华北盆地（ⅢK-7）、鲁西南（ⅢK-

有碳酸盐岩中的钾盐矿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成矿

8）、藏北高原（ⅢK-9）、兰坪-思茅盆地（ⅢK-10）、

带东部，华蓥山背斜北端农乐地区形成了杂卤石矿

四川盆地（ⅢK-11）、江汉盆地（ⅢK-12）12 个钾盐

床，矿层赋存于嘉陵江组五段—雷口坡组一段海相

矿Ⅲ级成矿区带(图 2)。

碳酸盐-硫酸盐建造内，呈层状产于石膏层中。陕

第四纪盐湖型钾盐矿床分布明显受中新生代

北鄂尔多斯盆地钾盐成矿带中奥陶纪盐盆多个钻

成盐盆地的控制，大中型钾盐矿床均分布于西部大

孔的盐层中见钾石盐薄层，尚未发现钾盐工业矿

型断陷盆地中，以柴达木盆地及北缘钾盐成矿带分

层。碎屑岩中钾盐矿已有钾盐矿床（点）主要分布

布最集中，富钾卤水或含钾盐类沉积于盆地相对低

于中国中东部部分中—新代断陷盆地及西南部的

洼处，部分盆地中次级构造分异明显，形成多个沉

兰坪-思茅盆地。兰坪-思茅盆地南段思茅盆地从

积区，如察尔汗盆地有 3 个次级坳陷区 ，在盆地中

北至南可划分为景谷、江城、整董和勐腊 4 个含盐

部及西北部形成 3 个钾盐矿床分布区；有的成盐盆

带，含盐（钾）性由北至南逐渐变优，景谷含盐带的

地只有一个沉积中心，如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

文卡、文晒和凤岗 3 个钻孔中见薄层工业钾矿层, 南

地，各有一个钾盐矿集中分布区，在天山山间盆地

部的勐腊含盐带南端钻孔中见钾矿化, 部分可见工

成矿带形成独具特色的若干个小型硝酸盐型含钾

业钾矿层 [18]，整董含盐带产中型勐野井钾盐矿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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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钾盐矿Ⅲ级成矿初步划分
Fig. 2 Preliminary map of Ⅲ level potash metallogenic units in China

山东鲁西隆起中部汶蒙盆地大汶口凹陷内古近纪

造施工的岗钾 1 井，
在 3581m 深度钻遇高温高压富钾

含盐段中上部有大量薄层状杂卤石岩和含杂卤石

卤水矿，地质普查圈定江陵凹陷富钾卤水分布范围

[19]

的石盐岩产出 。江汉盆地内潜江凹陷含盐岩系最
大厚度 3557m，除见有巨厚的石盐及镁盐外，还沉积
了钾芒硝矿层及无水钾镁矾[20]。

1000km2，
估算卤水氯化钾资源量逾2×108t[22]。

2

预测评价模型

深藏地下卤水型钾盐矿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大型

预测评价类型的划分和汇总研究是开展资源潜

盆地部分次级背斜构造区，
早—中三叠世富钾卤水分

力评价工作的基础。本次根据中国钾盐矿地质特征

布于上扬子地区的四川盆地，
并富集于盆地的次级背

及控矿要素特征，
在矿床类型划分的基础上，
将中国

斜区。这些地区构造作用强烈，
岩溶十分发育，
水交

钾盐矿划分为第四纪盐湖型、
深藏地下卤水型、
碎屑

替强烈，
盐系地层多被溶蚀而角砾岩化，
从而构成统

岩型和碳酸盐岩型 4 个预测评价类型，
其中碎屑岩型

一的岩溶裂隙含水岩体。川西平落坝构造区雷口坡

和碳酸盐岩型 2 个预测评价模型同属前文的古代化

组 富 钾 盐 卤 水 K 含 量 高 达 53.3g/L，B

学沉积型。初步总结和研究了各预测类型的描述性

+

3+

含量达

5154mg/L，
一般均可达到综合利用品位，
川东北宣达

模型，
用以指导钾盐矿资源潜力评价工作。

盐盆嘉陵江—雷口坡组富钾卤水 K 含量达 25.9g/L，

2.1

+

第四纪盐湖型钾、硼、锂矿床描述性预测评价

是优质的液态钾矿及化工原料。柴达木盆地西部南

模型

翼山一带沉积了巨厚的古近系干柴沟组—新近系狮

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内陆大型陆内盆地及山间

子沟组盐岩层，
油田卤水发育，
主要分布于背斜构造
中，含卤层既有碎屑层也有盐层，油田卤水普遍富
[21]

钾 。在江汉盆地的江陵、潜江、云应及小板等次级
凹陷中也赋存有含钾卤水，
近年，
在江陵凹陷南岗构

盆地区。
成矿时代：第四纪，
以晚更新世—全新世为主。
含矿岩系：含钾盐层位主要为碎屑岩-盐岩建
造或湖表富钾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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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组合：矿石分固态和液态（卤水）2 种。固

2.2

2019 年

深藏地下卤水型钾、硼、锂矿床描述性预测评

态矿石的矿石组合较复杂，可分为硫酸盐型和碳酸

价模型

盐型组合，硫酸盐型除大量石盐、芒硝、石膏或白钠

大地构造位置：稳定地块内压陷盆地、裂谷盆

镁矾、泻利盐、钙芒硝外，常见钾盐矿物有软钾镁

地或陆块内坳陷盆地区。

矾、钾芒硝、钾石膏或光卤石、钾石盐、杂卤石，硼矿

成矿时代：早中生代（T）、新生代（E、N）。

物以库水硼镁石、柱硼镁石等为主。碳酸盐型除大

含矿岩系：可分为海相和陆相 2 类，其储卤层分

量石盐、芒硝（无水芒硝）和碱类矿物外，常见钾矿

别为海相碳酸盐岩-蒸发岩建造和陆相碎屑岩-蒸

物有钾芒硝或钾石盐，硼矿物以硼砂、钠硼解石为

发岩建造。

主，锂矿物以扎布耶石、含锂菱镁矿、含锂白云石等

储卤层特征：多呈层状富集于碳酸盐岩、碎屑

为主。液态多呈层状的地表卤水、晶间卤水和淤泥

岩、岩盐及少量火山岩中，不同岩性的孔隙、裂隙和

卤水出现。

溶穴为富钾卤水的储集场所。背斜构造和断裂构

结构/构造：矿石结构主要为他形变晶结构；矿

造对矿体的分布和形态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且背斜

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条带状构

构造与断裂构造的叠置部位常为地下卤水的重要

造等。

富集带。

控矿条件：封闭-半封闭的古湖盆地；大陆性干

富钾卤水水化学特征可分为原生卤水和次生

旱气候；成矿物质来源多（周边岩石的风化盐、再溶

卤水 2 种，卤水除 K+含量较高外，常伴有 B3+、Li+ 、I-

盐、油田水或构造热卤水）。

等有益组分，可综合利用。

预测类型：青海察尔汗式、西藏扎布耶式（图

控矿条件：封闭-半封闭的古湖盆地；古沉积岩

3）、新疆罗布泊式、乌勇布拉克式，以及甘肃小苏干

层；成矿物质多来源（周边岩石的风化盐、再溶盐、

湖式。

油田水或构造热卤水）。

主要预测要素：陆内相盆地断陷-坳陷盆地亚
相+第四纪盐湖碎屑岩-蒸发岩建造+钾（水化学）
异常+遥感色异常+伽马能谱异常。

预测类型：四川邓井关式、青海南翼山式（图 4）
和湖北江陵式。
主要预测要素：
（被动陆缘陆表海相-陆表海亚

图 3 西藏扎布耶茶卡盐湖硼锂钾矿预测模型图①②
Fig. 3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Zabuye B-Li-K deposit in Tibet
C1—下石炭统；
P1—下二叠统；
K1—下白垩统；
Qp3—下更新统；
Qh—全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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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柴达木盆地南翼山式富钾卤水预测模型(据参考文献③修改)
Fig. 4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Nanyishan-type potassium-rich brine in Qaidam basin
Q—第四系

相）+碳酸盐岩-蒸发岩建造或碎屑岩建造+古隆

2.4

碳酸盐岩型钾盐矿床描述性预测评价模型

起+锂、硼、钾（水化学）异常。

大地构造位置：
相对稳定的古陆块的坳陷地区。

2.3

成矿时代：以早古生代、早中生代为主。

碎屑岩型钾盐矿床描述性预测评价模型
大地构造位置：古板块碰撞带边缘沉积盆地、

含矿岩系：
碳酸盐-硫酸盐-盐岩建造，
含盐系主

大陆古板块活动带内裂谷盆地、大陆古板块内部断

要由化学岩（白云岩、
硬石膏、
石盐、
钾镁盐）组成，
或

坳盆地。

含有少量碎屑岩（泥灰岩、
泥岩、
页岩、
粉砂岩等）。

成矿时代：中生代—新生代新近纪。
沉积建造/沉积作用：碎屑岩-岩盐建造，以机
械沉积的碎屑岩为主，蒸发沉积的岩盐次之。含盐
系底部常是碎屑岩夹石膏、硬石膏岩，往上演化成
碎屑岩-石盐及钾盐沉积。
岩相古地理/构造古地理/建造古构造：大部分
中、新生代盐湖具有陆内相沉积特征，古地理环境

岩相古地理/构造古地理/建造古构造：矿床沉
积属陆表海蒸发台地相，封闭或半封闭的水盆地有
利于成矿物质聚集并成矿。
矿物组合：矿石矿物以钾石盐为主，部分受后
期构造影响变质成杂卤石。其他盐类矿物以石盐
为主，常夹有石膏、硬石膏和泥质物。
结构/构造：矿石结构主要有他形变晶结构；

表现为海陆过渡环境、大陆陆内盐湖或少数具滨海

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条带状构

盐湖环境。

造等。

控矿条件：在元古宙或早古生代构造基底上发

控矿条件：
充足的物质来源——海水；
相对封闭

展起来的长期性继承性坳陷；多期次构造活动使坳

的古地理环境，
如泻湖、
海湾、
潮上盐湖等；
相对低洼

陷分割成若干个次一级盆地；盆地沉积相以陆相为

的古构造条件——台向斜、
陆缘坳陷、
台内坳陷、
同沉

主，
少数具海陆交互相沉积特征。

降盆地等；
强蒸发的干旱古气候；
大型预备盆地。

预测类型：云南勐野井式、山东大汶口式。

预测类型：四川农乐式、陕西陕北式。

主要预测要素：
（陆内盆地断陷-坳陷盆地亚

主要预测要素：
（被动陆缘陆表海相-陆表海亚

相）+蒸发盐湖沉积相或间歇性干盐湖亚相+（碎屑

相）+稳定克拉通盆地的蒸发岩建造（灰岩、白云岩、

岩-蒸发岩建造）。

硬石膏岩夹杂卤石，灰岩、白云岩、硬石膏岩和石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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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杂卤石）。

体积法进行资源量估算，即以一定地质建造赋存钾

3

盐矿产资源潜力与该建造成正比，地质建造类似地

资源潜力分析

区有相似的资源潜力，主要工作是确定赋矿建造空

第三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中，钾盐矿

间三维分布范围，
以及单位体积矿产平均含量[23]。结

是全国重点评价的 25 个矿种之一。工作过程中，以

合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定量预测方法与体积法进

[23]

成矿系列理论 为指导，采用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
息预测方法

[24-26]

行有效性对比，计算预测区潜在资源量。第四纪盐

，充分利用以往地、物、化、遥等专业

湖型和深藏地下卤水型钾盐矿，如伴生达到边界品

资料数据，并应用计算机信息提取技术，全面开展

位的 B、Li 矿产，其资源量与钾盐同时预测。预测资

钾盐矿地质信息提取，建立不同预测方法类型的典

源量按地质可靠程度分为 334-1、334-2、334-3 三

型矿床及区域预测模型，按照不同矿产预测类型圈

类。与典型矿床对比，预测资源量按置信程度按小

定最小预测区，应用地质参数体积法进行潜在资源

于 0.5、
0.5～0.75、
大于 0.75 三个区间分别统计分析。

量估算。限于篇幅，本文仅概略介绍预测技术方法

3.4

和资源潜力评价成果。
3.1

潜力分析
按照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技术要求，全国 9

预测底图

个省（区）钾盐矿潜在资源量按典型矿床成矿深度

钾盐矿均为沉积矿产，按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

和预测区含矿地质体推深进行预测，预测资源量按

价总体要求，本次钾盐矿预测方法类型均为沉积

500m 以浅、1000m 以浅、2000m 以浅及 6000m 以浅

型，第四纪盐湖型钾盐矿预测底图为地貌与第四纪

（四川盆地、柴达木盆地深层富钾卤水预测深度大

地质图，深藏地下卤水型和古代化学沉积型（碎屑
岩、碳酸盐岩型），钾盐矿预测底图为岩相古地理

于 2000m）进行统计分析。
在典型矿床和区域预测要素研究基础上，全国

图、沉积建造构造图。

9 省（区）共圈定钾盐矿最小预测区 320 个，其中第四

3.2

最小预测区圈定

纪盐湖型 242 个，深藏地下卤水型 41 个，古代化学

钾盐矿产作为沉积矿产，预测区的圈定主要以

沉积型 37 个。在最小预测区圈定基础上，本次全国

沉积盆地边界结合岩相分析圈定。确定含矿有利

共研究圈定 42 个钾盐矿 3 级预测区（图 5）。按预测

层位或区域，用必要要素、重要要素，考虑地质单

深度统计，全国 6000m 以浅钾盐矿预测资源量计

元、矿产分布等，在预测工作区内划分出最小预测

32.63 × 108t，500m 以 浅 钾 盐 矿 共 计 15.10 × 108t，

单元。最小预测单元圈定采用地质体单元法。第

1000m 以浅钾盐矿共计 16.22×108t，2000m 以浅钾盐

四纪盐湖型圈定最小预测区可分固体钾盐、湖表卤

矿共计 20.03×108t。按不同地质可靠程度分类统

水、晶间卤水矿分别圈出；深藏地下卤水钾盐矿主

计，334-1 级计 12.61×108t，334-2 级计 7.33×108t，

要考虑富钾卤水层分布的连续性，一般应控制在同

334-3 级计 12.69×108t。预测资源量大于 1 亿吨的 3

一富钾卤水层连续分布的范围内；碎屑岩型、碳酸

级预测区 7 个，1000 万吨至 1 亿吨的预测区 16 个，小

盐岩型钾盐矿最小预测区规模主要应考虑含钾盐

于 1000×104t 的预测区 18 个，具有较好成矿条件但

段分布的连续性，一般应控制在同一含钾岩段连续

本次未估算资源量的远景区 4 个。

分布的范围内。
3.3

按照成矿单元统计，以柴达木盆地及北缘钾盐

预测区评价、资源量估算和数据精度分析

成矿带预测资源量最大，其次为塔里木盆地钾盐矿

主要采用找矿信息量优选模型法，辅助证据权

成矿带（表 1；图 6）。鄂尔多斯、江汉盆地等成矿带

法、特征分析等方法。对各预测区内预测变量进行

具有较佳的成矿条件，但由于无成规模典型钾盐矿

排序、评价和分类，并估算成矿概率。预测区分 A、

区，暂未建立典型矿床预测模型，本次未进行资源

B、C 三类。对于其他预测类型钾盐矿床，预测区内

潜力估算。

未发现矿床数可采用模型估计法、统计学方法或德

柴达木盆地钾盐矿预测资源量以第四纪盐湖

尔菲法估计。矿床数估计均分别在 10%、50%和 90%

型和深藏地下卤水型为主，主要分布于盆地西部，

三个置信度条件下进行。

预测资源量超过 4×108t 的为油泉子预测区，超过 3×

根据钾盐矿床的特点，本次主要选择地质参数

108t 的为察汗斯拉图预测区，其他均未超过 1×10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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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国钾盐矿成矿区带查明和预测资源量
Table 1 The accumulative identified resources and the predictive resource in various potash metallogenic belts in China
成矿区
带编号
ⅢK-1
ⅢK-2
ⅢK-3
ⅢK-4

Ⅲ级成矿区带名称

典型矿床或代表性矿点
（平均品位）

准噶尔盆地钾盐成 达巴松诺尔钾盐矿（KCl
1.39%）

矿带（Q）

天山山间盆地钾盐 乌 勇 布 拉 克 硝 酸 钾 矿
(KNO3 1.98%)

成矿带（Q）

查明资源量

预测资源量

预测资源

/KCl，
10 t

/KCl，
10 t

量层位

第四纪盐湖型

69

140

Q

第四纪盐湖型

152

1700

Q

19456

60700

Q

200

Q

170000

E、
N、
Q

预测评价类型

塔里木盆地钾盐成 罗北凹地钾盐矿

第四纪盐湖型、

矿带（C、
K-E、
Q）

碎屑岩型

（K2SO4 1.5%）

阿拉善（隆起）钾盐 白 碱 湖 钾 盐 矿 (KCl
成矿带（Q）

0.73%)

4

第四纪盐湖型

4

察尔汗盐湖钾盐矿（KCl
柴达木盆地及北缘 1.6% ～2.2%）、大 浪 滩 盐 第四纪盐湖型、
ⅢK-5

钾 盐 成 矿 带（E、 湖 钾 盐 矿 (KCl 0.88% ～ 深 藏 地 下 卤 水 83719
N、
Q）

1.71%)、南翼山富钾卤水 型
矿（KCl 5527mg/L）

ⅢK-6
ⅢK-7
ⅢK-8
ⅢK-9
ⅢK-10

ⅢK-11

ⅢK-12

鄂尔多斯盆地钾盐
成矿带（O）
华北盆地钾盐成矿
带（E）

陕北钾盐矿点

碳酸盐岩型

东营杂卤石矿点

碎屑岩型

鲁西南钾盐成矿带 大 汶 口 钾 盐 矿 (K2O
（E）

10.92%)

藏北高原钾盐成矿 扎布耶盐湖硼锂钾矿、扎
带（J、
Q）

仓茶卡Ⅱ湖硼钾矿

兰坪-思茅盆地钾盐 勐 野 井 钾 盐 矿 (KCl
成矿带（E）
四川盆地钾盐成矿
带（T）
江汉盆地钾盐成矿
带（E）

8.82%)
邓 井 关 富 钾 卤 水 矿（K +
2.91～4.66g/L）、
农乐杂卤
石矿（K2O 5%～10.4%）
江陵凹陷富钾卤水矿

典型矿床暂缺 ，未
开展资源量估算
典型矿床暂缺 ，未
开展资源量估算

碎屑岩型

129

200

E

第四纪盐湖型

2196

16000

Q

碎屑岩型

1633

39000

E

440

36800

T

深藏地下卤水
型、
碳酸盐岩型
深藏地下卤水

典型矿床暂缺 ，未

型

开展资源量估算

注：地质时代代号同图 1 注释

预测资源量主要为深藏富钾卤水和第四纪盐湖深

纪具较好的成盐找钾条件，近年的找钾工作，在库

部富钾卤水，其中深藏地下卤水型钾盐矿预测资源

车坳陷油气钻井羊塔 4 井的岩屑复查中发现含钾石

大部分深度大于 2000m。近年，在油泉子预测区西

盐岩层厚达百米，其中 8m 厚 KCl 平均含量 12%，含

部大浪滩地区黑水凹地一带施工的多个钻孔中，于

钾矿物经鉴定为原生钾石盐，取得了找钾工作的重

第四纪深层化学沉积层和砂砾石层中见厚层富钾

大实质性进展[29]。

卤水，卤水 KCl 含量 0.36%～1.0%，取得重大找矿突
[27]

破 ，
开辟了新的找钾方向。

兰坪-思茅盆地钾盐矿成矿带预测资源量为（碎
屑岩中）古代化学沉积型钾盐矿，
主要分布于盆地南

塔里木盆地钾盐矿预测资源量以第四纪盐湖

部的江城-勐腊预测区、
镇沅-景谷预测区，
预测资源

型为主，分布于盆地东缘的罗布泊地区，预测资源

量均大于 1×108t，
预测资源量主要为已有矿（化）点深

量超过 6×108t，预测资源量主要为深层富钾卤水。

部含矿层。杨尖絮等[18]和郑绵平等[30]认为，
勐野井钾

近年，在罗布泊深部正在开展深层富钾卤水矿找矿

盐矿床成矿物质可能来源于深部中生代侏罗系源盐

[28]

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未进行定量评价工作

层，其中马尾丝状钾盐矿体可能是沿断层由深部侏

的盆地西部的库车坳陷、莎车坳陷在白垩纪—古近

罗纪含钾岩系挤压塑流到表层来的，并通过初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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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国钾盐矿三级预测区分布及资源潜力
Fig. 5 The Ⅲ level prediction area and resource potential of potash deposits in China

部探矿工程证实，
开辟了新的找矿空间。
四川盆地钾盐成矿带预测资源量主要为（碳酸
盐岩中）古代化学沉积型和深藏地下卤水型钾盐
矿，主要分布于盆地东北部的龙会、板桥预测区等，

（3）根据各类型钾盐成矿特征和预测要素特征，
归纳总结了第四纪盐湖型、
深藏地下卤水型、
碎屑岩
型和碳酸盐岩型4个描述性钾盐矿预测评价模型。
（4）采用矿床模型综合地质信息预测方法，开

两预测区预测资源量均超过 1×10 t。古代化学沉积

展了全国钾盐矿资源潜力预测，共圈定钾盐最小预

型钾盐矿主要为杂卤石型矿石，在盆地东部多个坳

测区 320 个，归并三级预测区 42 个，全国钾盐矿预

陷中分布广泛，但尚未达到开发利用规模。深藏地

测资源量 32.63×108t，预测资源量大于 1×108t 的三

下卤水型钾盐矿埋藏深度较大，且控矿构造复杂，

级预测区 7 个，资源潜力较大。以柴达木盆地及北

共伴生 Li、B、I、Cs 等多种有益元素，值得进一步开

缘钾盐成矿带预测资源量最大，预测资源量主要为

展成矿条件研究和找矿探索。

第四纪盐湖型和深藏地下卤水型钾盐矿。

8

4

结

论

（5）本次钾盐矿潜力预测工作全面利用了以往
钾盐矿勘查和研究资料，系统应用 GIS 技术，较全面

（1）依据钾盐矿成矿特征，将中国钾盐矿床划

地反映了当前钾盐矿床地质和勘查信息资料水平。

分为第四纪盐湖型、深藏地下卤水型和古代化学沉

致谢：本次钾盐矿潜力评价是在青海、新疆、西

积型 3 个类型，现有的钾盐矿资源以第四纪盐湖型

藏等 9 省（区）预测评价基础上开展的汇总研究工

为主，成矿时代亦主要为第四纪。

作，感谢 9 省（区）参与钾盐矿潜力评价的相关人员，

（2）划分出准噶尔盆地等 12 个钾盐矿三级成矿

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叶天竺研究员及中国地质科

区带，中国重要钾盐矿床均分布于中国西部大型陆

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郑绵平院士、肖克炎研究员、

内成盐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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