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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南仙人岩金矿位于南岭成矿带中北部，金矿床赋存于Ⅲ级仙人岩倒转背斜中，该类倒转背斜不仅为

成岩、成矿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条件，而且控制了岩浆矿体的形态和产状。首先在分析该矿床地质构造背景的基础上，

着重对矿体特征、黑土夹角砾型金矿床地质特征及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讨论; 然后结合相关地质勘探资料，讨论了仙

人岩矿田硅化角砾岩与金矿床的成矿关系; 最后对区内找矿方向以及仙人岩—杨家岭铅锌金银成矿远景区、仙人岩

金矿深部成矿远景区进行了探讨。上述研究成果对于区内金矿及多金属矿产的找矿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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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anrenyan gold mine，Hunan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middle section of Nanling metallo-
genic belt，the gold deposit occurs in III level reversal anticline of Xianrenyan，the III level reversal anticline of Xianrenyan not
only provide the good spacial conditions for diagenesis and mineralization，but also control the morphology and occurrence of
the magmatic orebody. Firstly，based on analyzing the geological tectonic background of Xianrenyan gold mine，the orebody
characteristics，gol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ack soil type angle gravel gold mine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discussed
in depth; then，combing with the existed geological exploration data of Xianrenyan gold mining are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licified breccia and gold mineralization in Xianrenyan mine fields is discussed; finally，the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Xianre-
nyan gold mining area is discussed，and the Xianrenyan -Yangjialing Pb-Zn-Au-Ag metallogenic prospecting area and the Xian-
renyan gold mine depth metallogenic prospecting area are researched.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prospecting work in the mining area.

Keywords Geological tectonic background，Orebody characteristics，Ore deposit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Prospecting direction，Metallogenic prospecting area

湖南仙人岩金矿床含金层位原岩主要为下二叠

系当冲组含锰硅质岩与泥岩类，因受构造挤压使原岩

破碎成角砾，该类原岩角砾即为金的赋矿、容矿岩石，

其与金成矿关系密切的燕山期浅成岩类 ( 岩脉、岩

枝) 侵入产生强烈蚀变和含金热液叠加，形成了蚀变

角砾岩型原生金矿体［1-3］，后经浅部风化、淋滤，金从

硫化物中活化、转移、叠加富集而成为含金黑土夹角

砾( 氧化) 型外生金矿床。仙人岩金矿成矿地质条件

优越，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本研究在对区内大量地

质勘探资料详细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对区内金矿床地

质特征及找矿方向进行探讨。

1 成矿地质构造背景
仙人岩金矿区内地层主要为石炭系中、上统壶天

群白云质灰岩、白云岩，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灰岩、当冲

组含铁锰硅质岩、泥灰岩、斗岭组碎屑岩等［4-6］。其

中，与金成矿关系密切的为当冲组上段含铁锰硅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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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区内构造主要为仙人岩西倾倒转背斜，核部为二

叠系栖霞组和石炭系壶天群，两翼地层为斗岭组及当

冲组。区内断裂构造有近 SN，近 EW，NW 向 3 组，以

近 SN 向的 F3、F4 断层与成矿关系密切。金矿体赋存

于 S 型波状倒转背斜上部或顶部的蚀变破碎角砾岩

带中。区内岩浆活动主要有浅成侵入花岗闪长斑岩，

浅部以岩枝群产出，深部为岩脉或岩墙，具多期次活

动特征。围岩蚀变与金矿化关系密切，主要为硅化、
绿泥石化、黏土岩化、褐铁矿化、黄钾铁钒化等。

2 矿床地质特征
2. 1 矿体特征

矿区金矿体严格受黑土夹角砾岩与 F3、F4 断层

的联合控制，矿体赋存标高一般在 － 200 m 以上，矿

体形态多呈透镜体、似层状产出，产出形态空间与矿

区构造应力基本吻合。初步查明，区内工业金矿体 8
个，低品位金矿体 6 个，磁铁矿体 6 个，钼矿体 2 个。
区内工业金矿体特征见表 1。

表 1 工业金矿体地质特征

Table 1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ial gold orebodies

矿体
编号

矿体形态
产 状

倾向 / ( ° ) 倾角 / ( ° )
长度 /m 延深 /m 平均厚

/m

平均 Au
品位
/ ( g / t)

品位变
化系数
/%

厚度变
化系数
/%

工程控制程度

走向 /m 倾向 /m

Ⅰ#
透镜 状、脉 状、不
规则状、局部蝌蚪
状、楔形状

275 ～ 285 65 ～ 85 850 20 ～ 185 6. 31 3. 10 108. 10 92. 87 100
个别 50

80
40

Ⅱ#
透镜 状、脉 状、不
规则状、局部蝌蚪
状、楔形状

280 ～ 290 65 ～ 80 490 40 ～ 140 4. 57 3. 43 83. 20 101. 9 100
个别 50

80
40

Ⅲ# 透镜 状、脉 状、不
规则状

260 ～ 280 50 ～ 70 550 20 ～ 100 5. 30 3. 23 115. 96 75. 45 100
个别 50 单孔

Ⅳ# 透镜 状、脉 状、不
规则状

260 ～ 280 45 ～ 65 325 40 ～ 80 4. 60 3. 10 69. 98 77. 64 100
个别 50

单孔
局部 40

Ⅴ# 小透镜状、脉状 280 50 25 20 5. 32 4. 80 单剖面 单孔

Ⅵ# 小透镜状、脉状 285 ～ 290 45 ～ 60 50 20 ～ 75 4. 95 2. 71 2 条单剖面 单孔

Ⅶ# 小透镜状、脉状 280 30 ～ 55 25 130 1. 51 2. 60 单剖面 40 ～ 50

Ⅷ# 小透镜状、脉状
80 ～ 95
275 ～ 285

25
45 50 20 3. 16 3. 37 2 条单剖面 单孔

( 1) Ⅰ# 金矿体。产于地表浅部，呈近 SN 走向，

长 1 000 m，剖面呈 U 形产出，西翼 E 倾，东翼 W 倾，

倾角变化较大，总体为西陡东缓，厚 1 ～ 8 m，最大厚

28. 87 m。Au 品位 1. 5 ～ 5. 5 g / t，最大约 40 g / t。矿

体出露标高大于 100 m。该矿体控制程度高，占全区

资源量的 40%以上。
( 2) Ⅱ#金矿体。产于Ⅰ#金矿体下部，出露标高

约 100 m，沿倾向呈 U 形产出，长约 700 m，厚 1 ～ 4
m，Au 品位 1 ～ 4 g / t，最高品位 18. 98 g / t。

( 3) Ⅲ#金矿体。产于Ⅱ#金矿体下部，产出标高

50 ～ 0 m，近 SN 走向，长约 600 m。东西方向严格受

F3、F4 断层夹持，呈透镜状，宽 80 ～ 100 m，矿体最大

厚 66 m，但整体品位较贫，多为 1 ～ 2 g / t。
2. 2 仙人岩黑土夹角砾型金矿床地质特征

仙人岩金矿区地表出露地层主要由二叠系当冲

组( P1d) 含锰硅质岩、泥岩、泥灰岩及斗岭组( P2dl)
碎屑岩组成。当冲组上段含铁锰硅质岩因受 F3、F4

断层的破坏与控制，除局部地段原岩保留完整外，大

部分地段破碎成角砾岩，沿倒转背斜轴部出露于地

表。下段泥岩、泥灰岩、泥质页岩小部分成为角砾，大

部分成为胶结物并具基底式胶结特征。经岩浆热液

上侵带来的含金硫矿液形成的原生金矿，受后期风

化、淋滤、转移、叠加形成氧化型金矿体。矿体的形成

由于受地下水的氧化电位控制，一般呈水平产出，与

此同时，原硅质角砾岩中的 Fe、Mn 因风化淋滤转移

将胶结物染成黑色，即定名为含金黑土夹角砾岩。斗

岭组( P2dl) 分布于含金角砾岩带东西两侧。
2. 3 含金黑土夹角砾岩带地球化学特征

对区内含金黑土夹角砾岩带进行次生晕扫面，发

现平面上次生晕元素组合为 Au、As、Zn、Bi 等，外中

带为 Au，内带为 As、Zn、Bi。其中 Au 为主成矿元素，

见三级浓度带，含量峰值大于 200 × 10 －9，呈 NNE 向

长条状分布，在剖面上 Zn、Cu、Pb、Ag、As、Hg 异常面

积为矿体的 10 倍以上［7-10］。通过钻孔采样分析，垂

直方向自上而下出现 As、Sb、Pb、Cl、Co、Ag、Au、Zn、
Cu、F、Cr、Hg，其中，As、Pb、Cl 发育于矿体上盘，Au、
Ag、Zn、Cu 形成中晕，F、Hg 为下盘晕。轴向分带从矿

头至矿尾为 Pb、Hg、Sb、Au、Zn、Cu、Cr、F、Ag、Co、Cl、
As。垂直分带中、下盘晕出现 F、Hg 等前晕元素; 轴

向分带中，尾晕出现 F、As 等前晕元素，均预示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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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和水平方向都存在第 2 个化学晕的叠加。
在整个含金黑土夹角砾的化学组分中，w( SiO2 )

为 62. 05%、w( Fe2O3 ) 为 5. 69%、w( CaO) 为 0. 16%、
w( MgO) 为 0. 86%、w ( MnO) 为 10. 5%，表现了贫钙

镁、富铁锰硅的特点，与当冲组地层化学组分特点基

本一致［4］。其中，Pb、Zn、Au、Ag、Mn、Cr 等微量元素

含量普遍偏高，明显发生了聚集作用。该类地球化学

效应是在元素的构造动力分异作用的基础上叠加了

热液交代作用，反映了强烈的热液叠加特征。区内含

金硅化角砾岩带内各元素的平均含量见表 2。
表 2 含金硅化角砾岩带内元素平均含量

Table 2 Average contents of the elements
in gold silicified breccia belt × 10 －6

元 素 Cu Pb Zn Au Ag Mn Co

含 量 25. 4 196 28 52. 6 42 156 5. 46

元 素 Ni Sr Ti Ba Cr V

含 量 7. 28 57. 1 438 61. 1 83. 2 68. 6

注: Au、Ag 单位为 × 10 －9。

由于 Au 具亲铁性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当冲组中

Fe2 + ( 上段含量 2% ～26%，下段含量 25% ) 、有机质、
炭质、泥质含量高，为 Au 沉淀提供了一个相对还原

环境，为区内金矿床的富集提供了良好的物化条件。
区内岩体富含成矿元素较多，而区内的蚀变会导致微

量元素迁移富集，有利成矿，其中大理岩化、硅化、矽
卡岩化均有利于 Au 的富集; 铁金矿体富含 Cu、Zn、
Sn、Au、Hg; 铜钼矿化矽卡岩、铜钼矿化花岗闪长斑岩

以及铜钼矿化硅质岩均富含 Cu、W、Mo; 磁铁矿富含

Cu、Zn、Sn、Au、Hg。通过对比分析仙人岩岩体与水口

山岩体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可知，仙人岩岩体分异演

化程度相对较弱，可能是该类岩体不利于形成同类矿

床的缘故。
3 仙人岩矿田硅化角砾岩与金成矿关系

仙人岩倒转背斜属水口山矿田中的Ⅲ级褶皱，该

类褶皱( 尤其是倒转背斜) 不仅为成岩、成矿提供了

良好的空间条件，而且还控制了岩浆或矿体的形态和

产状。矿田内岩浆活动强烈且类型较多，总体由西往

东侵入，深度由深到浅，西部为浅成侵入岩，东部为次

火山岩及火山岩。区内与金成矿关系密切的是中—
酸性岩浆岩，如花岗闪长岩中 w( Au) 为( 44. 6 ～ 76. 4
) × 10 －9。黑云母为 Au 的载体矿物，w ( Au) 为( 260
～ 470) × 10 －9。在花岗闪长岩体及斑岩人工重砂中

均见有自然金的存在，说明岩体与金矿体具有一定的

依存关系。
在矿田浅部或深部，广泛发育一类 w ( SiO2 ) 为

85% ～90%的硅化角砾岩带，在该类硅化角砾岩中普

遍存在热水蚀变或古温泉活动遗迹，部分角砾由于硅

化强烈，成分发生了改变，该类硅化角砾岩的展布，一

般多受褶皱、断裂构造的控制。根据对硅化角砾岩体

( 带) 所处的地质环境、构造特征、产状、角砾及胶结

物成分特征分析，认为受倒转背斜中推覆构造控制的

硅化角砾岩( 体) 带主要产于矿田中部，由白泥冲经

大园岭、中区至仙人岩，呈近 SN 走向。单个硅化角

砾岩体的宽度和长度受断层产状或上、下盘岩性因素

的控制。当冲组与燕山期花岗闪长岩侵入接触部位

形成的硅化角砾岩体，后期经风化淋滤作用，多形成

含金黑土夹角砾，如白泥冲、大园岭、仙人岩等金矿

床。
4 找矿方向及成矿远景区
4. 1 找矿方向

从仙人岩金矿区往北，在胡椒岭—大园岭，黄厂

岭—白泥冲一带地表含金黑土夹角砾岩带，长 5 ～ 6
km，厚 30 ～ 120 m 不等，极少量工程控制的 Au 品位 1
～ 5 g / t，其成矿地质条件、岩性特征与岩体侵入关系

与仙人岩金矿基本一致，又属同一构造系统 ( 鸭公

塘—仙人岩倒转背斜) ，是寻找黑土夹角砾氧化型金

矿极为有利的地段。
沿仙人岩黑土夹角砾氧化型金矿的倒转背斜轴

部，在 － 300 m 标高以下的花岗闪长斑岩墙( 体) 逐渐

变大，已有个别工程( 0# 线 ZK003 孔) 深部 600 m 见

岩体尚未打穿，当该类岩体与倒转背斜二叠系碳酸盐

岩接触交代时，即可产生强烈的硅化、矽卡岩化和大

理岩化( 已有个别工程于该部位见到铜、金、钼矿化

体) ，是寻找矿田中类似中区、鸭公塘式高—中温接

触交代矽卡岩型铁、铜、铅、锌、钼、金多金属矿的有利

地段。
4. 2 找矿远景区

( 1) 仙人岩—杨家岭铅锌金银成矿远景区。沿

仙人岩倒转背斜部位，存在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

岩墙状侵入体，硅化及角砾岩化沿背斜轴部广泛发

育，低温热液蚀变强烈。在鹰角岭一带经钻孔控制，

金矿普查储量较大，个别钻孔揭露出铅锌矿体品位较

高( 7% ～ 8% ) 。物探高磁反演 150 m 深部存在隐伏

岩体，瞬变电磁异常及激电异常发育，化探异常元素

组合为 Au － Ag － Pb － Zn，分布于鹰角岭—胡家冲一

带。该区是扩大金矿储量，寻找浅成热液型铅锌金银

矿床的勘查基地。
( 2) 仙人岩金矿深部成矿远景区。1∶ 10 000 瞬

变电磁测量［11-13］发现，仙人岩倒转背斜的南北两端

存在良好的低阻异常( 低阻凹陷) ，南段 ZK011 孔曾

在金矿体下部( 孔深 145 ～ 149 m 处) 见一厚 4 m，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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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n 平均品位达 9. 8%、Au 平均品位达 4. 18 × 10 －6

的铅锌金矿体; 北段 PD3301 孔在金矿化体下部见块

状硫化物残块( 黄铁矿) 。结合区内矿床的产出特

征，可预测，仙人岩金矿深部有望找到原生硫化物金

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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