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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和研究了我国海域砂矿资源和(微)结核一结壳的分布及其区划。我 国的滨海砂矿广泛分布于渤 

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但各省区的砂矿资源分布不同。近年来在我国海域新发现和圈定了多处砂矿品位异常区和 

矿物高含量区，可分为3个成矿带和 24个成矿远景区，资源储量可观。在黄海、东海仅分布铁锰结核 ，没有发现铁 

锰结壳，但它们的金属元素含量低，没有潜在资源意义。南海东北陆坡、中央海盆西部和中部是(微)结核、结壳分 

布较多的区域。南海东北陆坡、海山及其周缘坡脚处的(微)结核、结壳其稀土元素含量较高，可能具有一定的潜在 

经济价值 ，今后调查 中应 引起 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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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域辽阔，由北到南分布有渤海、黄海、东 

海和南海。水动力条件和沉积环境有利于砂矿的沉 

积和富集，也有利于铁锰(微)结核一结壳的形成和 

保存。经过多年的调查和研究，我国对砂矿资源、铁 

锰(微)结核一结壳的分布、形成规律等有了较深的 

认识口 ]。近年来，随着调查和研究的逐渐深人，砂 

矿资源、(微)结核一结壳新资料和新成果不断涌现， 

原有的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已不适应我国海洋矿产资 

源开发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规划需求。本文综述和 

研究了我国海域砂矿资源和(微)结核一结壳的分布 

特征及其区划，可为我国海洋固体矿产资源开发与 

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 砂矿资源 

1．1 滨海砂矿 

1．1．1 主要 矿种 

目前已探明我国具有工业储量的滨海砂矿矿种 

有石英砂、锆石、独居石、磷钇矿、钛铁矿、锡石、磁铁 

矿、金红石、铬铁矿 、铌钽铁矿、砂金矿以及少量 的金 

刚石和砷铂矿等。砂矿分布不均匀，大、中型砂矿床 

主要分布在辽宁、山东、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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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省区，而河北、江苏、浙江三省仅有少量矿点和异 

常区(表 1)。目前已探明各类砂矿床 193处(其中 

大型 37处、中型 51处、小型 105处)、矿点 160余 

处[_5。]。已查明石英砂矿储量达 15亿 t以上，锆石、 

钛铁矿、独居石、磷钇矿、金红石、磁铁矿和锡石储量 

总计 2 72O万吨以上。 

1．1．2 砂矿分布及特征 

(1)黄渤海 

黄渤海滨海砂矿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匀。现 

已探明滨海砂矿产地 13处，矿点近百处。大、中型 

砂矿床分布在辽宁、山东两省，而河北、江苏省仅有 

少量矿点和异常区。 

辽宁省砂矿的矿种有金刚石 、砂金 、锆石 、独居 

石、石榴石、砂砾等，其中金刚石和砂金具有较大的 

经济价值。锆石分布在辽东半岛海滨地带，发现 1O 

余处较大的矿点，以金厂湾储量占优势；砂金矿出露 

于鸭绿江口，在庄河、普兰店、金州等地也有矿点分 

布，具有潜在资源远景；金刚石矿出露在长兴岛沿海 

阶地，储量大，占全国储量的一半以上；石榴石矿形 

成于洋岛和獐子岛的冲积层中，平均品位 18 790～ 

61 457 g／m。 。 

山东省滨海砂矿资源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的滨 

海地带。各类砂矿床约 82处，其中建筑用砂矿 3O 

处、石英砂矿 5处、钻石矿 24处、砂金矿 4处、贝壳 

矿 12处、球石矿 7处，资源总量超过 2O亿 t。石英 

砂以牟平一荣成湾一带的矿床规模大、质量好，锆 

石、磁铁矿等分布在荣成湾一 日照岚山头以东及南 

部滨海地带，砂金矿分布在胶北沿海的刁龙咀一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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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一带，此外，在烟台附近的大沽夹河和文登的母猪 

河等入海口也有砂金异常显示_】 。 

河北、江苏两省滨海砂矿资源贫乏。河北省仅 

发现山海关一秦皇岛一北戴河锆石、独居石矿 1处， 

探明莱州湾金刚石远景 区 1处 ，砂金远景区 2处，石 

英砂矿多处_】 ，但河北省陆架平缓宽广，第四系发 

育，成矿远景好，在秦皇岛一唐山一黄骅等沿岸具有 

寻找金、金刚石、钛铁矿、锆石和独居石等砂矿床的 

潜在远景。江苏省除原勘查发现的连云港田湾石英 

砂外，还没有发现新的砂矿床(点)，但江苏省陆区地 

质体含矿性与海区矿物异常分布均优，可能存在钛 

铁矿、金红石、锆石、石榴石等砂矿远景，特别是在苏 

北曾找到金刚石，而邻近山东省是金刚石重要产地， 

因此海州湾北部可能是寻找金刚石的远景区_】 。 

(2)东海 

东海有大型砂矿 9处，中型砂矿 16处，小型砂 

矿 41处，矿点 5处。福建省和台湾省滨海砂矿资源 

丰富，但浙江省砂矿发育不好，仅有舟山桃花岛和巨 

山岛冷峙 2处锆石砂矿点。 

福建省滨海砂矿资源丰富，有工业利用价值的 

矿产 21种，潜在砂矿产地 200多处_】 ，可分为石英 

砂和稀有金属一钛铁矿两大类。石英砂分布在宁德 

漳湾、平潭竹屿、晋江华峰、长乐江田一文武、漳浦赤 

浦及东山等，仅东山玻璃砂矿储量就逾亿吨。稀有 

金属及钛铁矿砂矿多为磁铁矿、磷钇矿伴生的复合 

型砂矿，分为厦门黄厝稀有金属砂矿区和沼安宫口 

稀有金属砂矿区④。 

台湾省砂矿种类有磁铁矿、石英砂、钛铁矿、稀 

有金属、锆石、独居石以及少量砂金等，其中以磁铁 

矿和锆石分布最广。目前发现磁铁矿砂矿 16处，锆 

石砂矿 13处。磁铁矿多分：布在台湾岛西北和西部 

海岸；石英砂分布于西北部 悔岸；锆石、独居石及锆 

石一钛铁矿多分布于西北、西部海岸；砂金矿分布于 

东部的云雾溪河口一花莲港一带及东南部富岗海 

域；稀有金属砂矿及钛铁矿分布于北部和西部海岸 

以及南西 和北西海区_】 引。 

(3)南海 

南海滨海砂矿资源丰富，以复合型大、中型砂矿 

为主，小型砂矿及矿点广泛分布。 

广东省沿海的滨海砂矿资源相当丰富，有独居 

石、锆石、钛铁矿、褐钇铌矿、砂金、磷钇矿、锡石、石 

① 刘季花，谭启新，韩昌甫，等．我国东海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固体矿产资源评价报告(内部资料)，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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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砂等矿种，其中独居石、锆石等矿种常与钛铁矿共 

生。矿床以中小型矿床为主，大型矿床仅有 3处，分 

为惠来一汕头一饶平、台山一新会、吴川一阳江、海 

丰一陆丰和琼东北一雷州半岛等 5个 主要成矿 

带 。 

广西滨海砂矿资源蕴藏量十分丰富，有用矿种 

为磁铁矿、钛铁矿、石英砂等。石英砂一般与钛铁 

矿、独居石、锆石等一起富集成矿，综合开发利用价 

值高。已发现矿产地 144处，查明砂矿床 22处口 。 

目前已查明石英砂远景储量超过 10亿 t，钦州市犀 

牛脚和合浦县石康等地钛铁矿的保有储量为 352．4 

万 t，但已开采利用的矿床仅 4处，因此具有较好的 

潜在资源开发和利用前景。 

海南省环岛海岸类型多样，有利于砂矿沉积和 

富集，形成丰富的砂矿资源，矿种为钛铁矿、锆石、独 

居石等。已探明钛铁矿砂矿 24处，储量 2．096 4× 

10 t，锆石砂矿 28处，独居石砂矿 6处ll 。近来在 

文昌市龙马新发现 1处石英砂矿，在铺前锆石一钛 

铁矿矿区发现伴生石英砂矿床 1处，储量均在 2亿 t 

以上。海南省滨海砂矿具有出露地表、易开采、矿种 

多、品位高、储量大、质量好、分布集中等优点，锆、钛 

等砂矿储量居全国第一[ ]。 

1．2 浅海砂矿 

我国浅海海域的重矿物多达 60余种，具有利用 

价值的远景矿种为锆石、钛铁矿、金红石、锐钛矿、独 

居石、磷钇矿和石榴石等。浅海砂矿的分布及资源 

评价常采用品位异常区和矿物高含量区两种划分方 

法 。 。 。 

1．2．1 品位异常区 

(1)渤黄海 

在渤海尚未发现和圈定砂矿异常区。黄海砂矿 

异常区矿种为锆石、钛铁矿、磁铁矿、金红石、石榴石 

等。目前已发现和圈定异常区23处，其中新发现的 

锆石异常区位于 32。～33．8。N、112。～124．5。E附 

近 ，锆石异常区 6处 、石榴石异常区 3处、钛铁矿异 

常区 1处，其余为复合型砂矿异常区①。钛铁矿在 

整个黄海海域均有分布，是优势矿种。石英砂异常 

区共有 l0处，零星分布于辽东和山东半岛附近海 

域，位于中小河流入海口处，主要是砂质砾、砾质砂 

和中粗砂。山东荣成海域桑沟湾有利于锆石砂矿的 

形成和富集，品位异常区水深较浅，有利于开采和利 

用 ，具有潜在资源远景 。 

(2)东海 

在东海发现和圈定的砂矿异常区主要分布在台 

湾海峡西部海域 侧 和东海陆架②、外陆架 ]，矿种 

为钛铁矿、金红石、锆石和独居石。台湾海峡西部海 

域分布 5个异常区，具有资源远景l_2 。东海外陆架 

冲绳海槽西部有用矿物为钛铁矿、锆石、石榴石等， 

其中石榴石和锆石为 I级异常，钛铁矿为Ⅱ级异常， 

矿化异常区面积约 1．2×10 km。，具有较好的潜在 

资源远景 。东海陆架仅有石榴石、锆石和电气石 

小面积的异常区，其中石榴石 6处，锆石 3处，电气 

石 1处 。 

(3)南海 

南海异常区的有用矿物有钛铁矿、金红石、锆 

石、独居石等。目前在南海北部浅海发现和圈定异 

常区 30处 j，其 中 I级异常 区 10处，面积约为 

4 210 km。，分布于粤西、雷西、桂东、琼东南等近岸 

滨海带；II级异常区 20处，分布于滨海带，面积约为 

5 000 km。。对南海东部、南部、西部海域砂矿的调 

查较晚，研究程度较低，新发现和圈定异常区 20 

处③ 。引，其中I级砂矿异常区7处、Ⅱ级砂矿异常 

区 13处，有用矿物主要为钛铁矿、金红石、锆石、独 

居石 。 

1．2．2 矿物高含量区 

(1)渤黄海 

在渤海分布 5处矿物高含量区，有用矿物为钛 

铁矿、磁铁矿、锆石、石榴石和砂金等，主要为多矿物 

高含量区，如辽东湾东部石榴石 钛铁矿一锆石高 

含量区口]。黄海矿物高含量区分布在北部，共有矿 

物高含量区6处，有用矿物为钛铁矿、锆石、石榴石 

等，目前在南部没有发现矿物高含量区心 I。 

(2)东海 

在东海原有矿物高含量区 8处，有用矿物为锆 

石、钛铁矿、磁铁矿、石榴石等。新发现和圈定多处 

矿物高含量区，其中铁钛矿物、黄铁矿和石榴石各 5 

处，锆石 4处，电气石、红柱石、磷灰石各 3处。铁钛 

金属矿物分布面积为(10～50)×10。km ，磷灰石为 

55×10。km。，石榴石为(2．4～8)×10。km 。 

(3)南海 

在南海西部浅水海域新发现和圈定了9处矿物 

高含量区 ，有用矿物主要为钛矿物(金红石、钛铁 

矿、锐钛矿)、锆石和石榴石等。由北向南，高含量区 

① 韩昌甫，刘季花，谭启新，等．我国黄海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固体矿产资源评价报告(内部资料)，2001． 

② 刘季花，谭启新，韩昌甫，等．我国东海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固体矿产资源评价报告(内部资料)，2001． 

③ 杨慧宁，陈 忠，张峰根．我国南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固体 

矿产资源评价报告(内部资料)，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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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以下特点：①由平行海岸分布变为垂直海岸 

分布；②由单矿种、少矿物高含量点向多矿种、多高 

含量点转变。北部高含量区的有用矿物可能与沿岸 

流有关，而南部的有用矿物如钛矿物、锆石可能与湄 

公河输砂有关。 

1．3 砂矿资源成矿远景区 

砂矿成矿主要受母岩类型、气候和水动力条件、 

海岸和地貌类型、沉积作用和成矿时代以及构造运 

动与海平面变化的控制。根据砂矿的分布规律、大 

地构造背景、成矿条件以及成矿元素特征，我国砂矿 

资源可分为 3个大成矿带(图 1)：I．华北砂金、金 

刚石砂矿成矿带：主要矿种有金、金刚石，其次为锆 

石、独居石、磁铁矿、石英砂等；Ⅱ．华南有色、稀有、 

稀土金属砂矿成矿带：矿种为锡石、锆石、独居石、磷 

钇矿、铌钽铁矿、钛铁矿、砂金、石英砂等_2 ；I]I．南 

海南部巽他陆架砂矿成矿带：有用矿物为锆石、钛铁 

矿、独居石、金红石和石榴石等。根据砂矿的分布和 

富集特征及共生组合特点，我国的砂矿资源可细划 

分为 24个成矿远景区(图 1)。 

2 铁锰结核一结壳 

2．1 结核、结壳分布 

(1)黄海和东海 

在黄海、东海仅分布铁锰结核，而没有铁锰结 

壳。黄海、东海铁锰结核是高铁氧化物结核，形态比 

南海的简单，有用金属含量也比南海的少。 

黄海铁锰结核分布在南部晚更新世的残留沉积 

区，以及渤海、黄海交界附近海域的残留沉积区。东 

海铁锰结核富集在长江口外古长江三角洲附近的残 

留沉积物中，以肾状、瘤状、弹丸状为主，分布范围广 

泛，沉积物类型多为细砂及泥质砂_1 。 

(2)南海 

南海是我国铁锰氧化物最丰富和最有利用潜力 

的边缘海。南海的铁锰氧化物，根据其产出形式和 

大小，可分为 3种类型：铁锰结核、铁锰结壳以及微 

结核( <1 ram)。 

南海铁锰结核分布在北部湾、东北陆坡和深海 

盆(图2)[1,29-31]。北部湾的铁锰结核富集在涠洲岛 

附近海域 15～45 ITI以及海南岛西浅水的沉积物 

中，分为球状、椭球状、肾状、饼状等，沉积物为砂质 

粉砂、粉砂质黏土等古滨岸残留沉积_2 。根据铁锰 

结核在粗粉砂级中的百分含量，分为东北陆坡和深 

图 1 中国海域砂矿成矿带及远景区 

I、H引自文献[2，5—6]，Ⅲ本文；1引自文献[2，5—6]，2-3 

引自文献[5，26]，4-10引自文献[1o]， 

11引自文献[6]，12一l7引自文献[27]，18-22本文， 

23引自文献[1 5]，24引自文献[24] 

Fig．1 Prospecting zones and divisions of placer 

deposits in the sea areas of China 

1辽东半岛北黄海砂金一锆石矿远景区； 

2复洲湾金刚石矿远景区； 

3辽东湾重矿物远景区； 

4莱州一龙口砂金、石英砂远景区； 

5蓬莱石英砂远景区； 

6烟台一牟平石英砂远景区； 

7威海一石岛石英砂一锆石远景区； 

8乳山一海 阳锆石远景 区； 

9青岛石英一锆石远景区； 

1O El照石英一锆石一金红石、钛铁矿远景区； 

11闽南一粤东玻璃石英砂远景区； 

12粤东绕平～陆丰锆石一钛铁矿远景区； 

13粤中海丰一台山锡石一铌钽铁矿远景区； 

14粤西阳江一吴川独居石一磷钇矿远景区； 

1 5雷琼徐闻～琼北钛铁矿一锆石远景区； 

16琼东南沿岸钛铁矿一锆石远景区； 

1 7桂西南北海一珍珠港钛铁矿一锆石一石英砂远景区； 

1 8琼南钛铁矿一锆石远景区； 

1 9湄公河 口外锆石一石榴石远景区； 

2O巽他陆架锆石一独居石一钛铁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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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南沙海槽南钛铁矿一锆石一金红石远景区； 

22台西北磁铁矿一石英砂一稀有金属砂矿远景区 

23台西南稀有金属一磁铁矿一钛铁矿远景区； 

24冲绳海槽西钛铁矿一石榴石一锆石远景区 

海盆高含量区、一般含量区和微量区 (图 2)。 

南海铁锰结壳的分布广泛(图 2)，有时与结核 

共生，如中南海山(10#)。结壳由胶状、微晶片状的 

微粒直接沉积、凝聚在海底基岩表面，呈不同颜色的 

条纹或叠层状构造。南海铁锰结壳分布于两种海底 

地貌单元上：(1)中央海盆海山，如玳瑁海山 (8# 

站位)、珍珠贝海山 (9# 站位)；(2)深海盆周缘陆 

坡区 以及部 分海 山、岛坡 和海 隆，如双峰海 山 

(KD17站位)、中西沙台地岛坡 (KD21、KD29站 

位)和东部陆坡的海隆上 (40TKD站位)。 

图 2 南海铁锰结核 结壳站位 、含量分布和分区 

Fig．2 Locations of sites，content distributions and zones 

of ferromanganese nodules／cru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铁锰微结核是南海表层沉积物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广泛分布于表层沉积物中，但含量非常不均，东 

部深海盆微结核含量较高，其中中央海盆东北部为 

铁锰微结核的高含量区，其次是南部的南沙海槽区， 

含量最低的是西部陆坡，一般含量都在 100 g／m。以 

下，但几乎每个站位都有微结核①。 

2．2 铁锰结核、结壳的化学组成 

2．2．1 化学元素组成 

黄海、东海的铁锰结核化学成分中铁占绝对优 

势 ，Fe2 O3为 27．95 ～59．73 ，MnO2为 0．50 ～ 

0．96 ，Ni为 0．004 3 ～O．007 2 ，Cu为0．001 2 

～ 0．003 ，Co为 0．003 ～0．005 ，但没有一种 

元素能达到工业开采品位。 

南海北部湾铁锰结核含有铁、锰、铜、钴、镍等多 

种金属元素，但含量很低，为贫锰质的铁锰结核I2 。 

南海陆坡和中央海盆结核铁锰含量变化大，Mn为 

7．71 ～22．27 ，Fe为 14．13 ～54．59 ，Cu为 

0．04 ～ 2．27 ，Ni为 0．11 ～0．85 ，Co为 

0．02 ～2．83 [3～ ]，总体比北部湾的明显要 

高，并具有典型边缘海铁锰结核特征。铁锰结壳目 

前仅在南海发现。结壳含铁、锰、铜、钴、镍等多种金 

属元 素，Mn含 量 为 12．92 ～ 22．36 9／6，Fe为 

l2．27 ～2O．39 ，Cu为 0．03 ～0．47 ，Ni为 

0．2O ～ 0．82 ，Co为 0．08 ～ 0．35 [3 ]。 

微结 核 Mn含量 为 25．35 ～ 42．61 ，平均 为 

34．93 ，Fe平均含量为 3．19 ，Fe、Mn平均含量 

比东太平洋微结核的含量高。 

2．2．2 稀土元素组成 

分析的稀土元素的结核、结壳样品主要分布于 

南海，稀土元素值具有以下特征： 

(1)稀土元素含量高 

稀土元素总量平均值为 1 440．67×1O一 ，比中 

太平洋 CP区结核(1 409．6×10 )、东太平洋 CC 

区结核(1 026．5×10 )都高 ,34 36~。值得注意的 

是，宪北海山结壳、西沙台地北部结核 (KD35)稀 

土元素总量分别达到 2 453×10 、2 167×10 ，接 

近工业开采品位，其潜在的资源意义值得关注。 

(2)分布模式与大洋结核、结壳相同 

经球粒陨石标准化后，南海结核、结壳和太平洋 

结核、结壳都具有相似的稀土分布模式。大多数情 

况下 ce在模式图上都显示正异常，但在氧化程度 

比较低时显示为强烈的负异常。南海结核、结壳的 

稀土含量是沉积物的11倍，除ce外，稀土元素分布 

模式与沉积物的分布模式相同。 

(3)具有高的Ce异常 

Ce在南海结核、结壳中的富集率很高，几乎占 

稀土元素总量的5O 9／6，其中宪北海山、尖峰海山、双 

峰海山 (KD17)的结核和西沙台地的结核(KD35) 

均比太平洋结壳、结核具有更高的异常值，说明南海 

海底的介质环境氧化程度更高，是一种更有利于 

① 杨慧宁，陈 忠，张峰根．我国南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固定 
矿产资源评价报告(内部资料)，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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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o沉淀富集的环境。 

2．3 铁锰结核、结壳初步评价 

在黄海、东海仅分布铁锰结核，而没有发现铁锰 

结壳，其矿物成分主要是高铁氧化物，结核形态比南 

海的简单，有用金属含量也比南海的少，分布非常零 

星，因此没有潜在资源意义。 

南海的铁锰氧化物分布广泛。分布于北部湾的 

结核有用金属少而含量低，不具有资源潜在意义。 

产于南海陆坡区及深海盆中的海山及其周缘坡脚结 

核、结壳，属水成成因，与大洋沉积物相比，其金属元 

素的丰度比较低，不如太平洋的丰富，但稀土元素含 

量高，可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根据铁锰结核、结壳的物质来源，火山活动、构 

造运动以及沉积物中元素含量等，将南海铁锰氧化 

物分为 3个主要的分布区：(1)东北部分布区，物质 

成分主要是陆源物质或残留沉积，结核分布较集中， 

结核体直径一般为 1～3 cin，部分为 5～8 cin，有多 

个核心；(2)西部中央海盆分布区，沉积物中铁锰结 

核的百分含量高，结核和结壳的物质来源和形成环 

境可能与该海域众多的海底火山活动有关；(3)中央 

海盆中部分布区，物质来源主要是源区沉积物或海 

底火山活动喷发物，该区结核和结壳均有产出，但分 

布非常零星 。 

3 结语 

我国的海洋固体矿产资源较丰富，其潜在资源 

优势和经济价值在整个资源位置中占有一定比例， 

但我国对海洋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开发利用 

发展不平衡，除了对陆岸滨海、浅海的砂矿资源有所 

了解和研究外，我国对边界海域，尤其是对已具潜在 

远景海域的调查和研究的程度较低。 

规划海洋矿产资源的勘查、研究和综合利用，是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一项长期战略，我国现 

阶段要重视东海外陆架、南海东部、南部和西部砂矿 

资源和铁锰氧化物研究和评价以及成果显示，保障 

我国海洋砂矿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我国海洋权 

益，发挥在海疆划界和资源占有中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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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S AND DIVISIONS 0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SEA AREAS OF CHINA： 

PLACER DEPOSIT AND FERROMANGANESE NODULE／(：RUST 

CHEN Zhong ，Yang H ui—ning。，YAN W en ，W u Bi—hao。，CHEN M u—hong ，Yang H ua—ping 

(1 Key Laboratory of Marginal Sea Ge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 510301，China； 

2 Institute of Geology，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37，Chhta； 

3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37，China) 

Abstract：Based on recent results and new data，we summarize and study distributions and divisions of plac— 

er deposits and ferromanganese nodules／crusts in the sea areas of China．The coastal placer deposits widely 

spread in the Bohai Sea，Yellow Sea，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but the quantity of placer re— 

sources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rovinces．Recently，many anomalous—grade regions and high—content areas 

of valuable minerals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outlined，and it showed that the prospective resources were 

considerable．Based on distribution，geological structure，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elemental character— 

istics，it is suggested that three prospecting zones and 24 divisions of the placer deposits have been out— 

lined．At present，ferromanganese nodules were only discovered in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but 

it is of a little significance because of metal content．Ferromanganese nodules／crust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astern continental slope，S W subbasin and middle central subbasi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REE contents of ferromanganese nodules／crusts occurring in the northern continental slope，seamounts and 

platforms are high in content，indicating a large potential prospect． 

Key words：placer deposit；ferromanganese nodule／crust；prospecting divisions；the sea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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