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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 2004 年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建成以来，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了

实物地质资料收集工作。目前，共收藏有 380 份实物资料，主要包括 555 个钻孔的

301214m 岩心、9109 袋岩屑以及 15733 块标本、39941 件薄片、106 件样品。此外，

在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和地质调查专项的支持下，还专门采集了我国典

型矿床大型矿石标本 211 块，这些标本主要包括铁矿、锰矿、铜矿、铅锌矿、钨矿、

锰矿、金矿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不同矿种的成因类型。同时对这些大型标本

逐一进行照相和特征描述，反映这些大标本的名称、采集地点、结构构造、矿物成分、

矿石品位以及矿床地质特征。这些大标本陈列在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大标本

园内，供专业人员、院校师生、社会公众观察研究。

本书从 211 块典型矿石大标本中选取了 60 个典型矿山的 63 块大型矿石标本，

包括铁矿、锰矿、铜矿、铅锌矿、钨矿、钼矿、锡矿、金矿、银矿、锂铍矿等，展

示了大标本图片，简要介绍了各个矿床的矿区地质、矿体特征以及矿石标本的结构

构造、成因类型、矿物成分、矿石品位等。

本书共分 5 章 ：第一章按照矿种和矿床成因类型进行了归类汇总 ；第二章到第

五章，分别介绍了黑色金属（11 块）、有色金属（31 块）、贵金属（20 块）、稀有金

属（1 块）矿床的矿区地质、矿床特征以及大标本特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主要参照了《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勘查案例》（吕志成等，

2014），在此表示感谢！

受笔者水平所限，本书难免有偏颇甚至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作  者

201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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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14年5月底，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共采集了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211块大型矿石标本，

其中展示在大标本园（图 1-1）的典型矿石标本有 155 块，矿石种类包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属、

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类。

第一章  概述

图 1-1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大标本园全貌

本书介绍了我国 60 个典型矿山的 63 块大型矿石标本，包括黑色金属 11 块、有色金属 31 块、贵

金属 20 块、稀有金属 1 块。

一、黑色金属

本书介绍的黑色金属大标本包括铁矿 8 块、锰矿 3 块。各矿床成因类型见表 1-1。

表1-1 黑色金属类矿床成因类型汇总（11块）

矿种 矿床成因类型 产 地

铁矿

岩浆晚期分异型 四川省盐边县攀西红格钒钛磁铁矿

岩浆晚期贯入型 河北省承德市黑山铁矿

岩浆期后-高温热液型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尚桥铁矿

矽卡岩＋热液改造型 安徽省繁昌县桃冲铁矿

铁矿 接触交代型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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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种 矿床成因类型 产 地

铁矿
接触交代型

湖北省大冶市金山店铁矿

江苏省徐州市利国铁矿

火山沉积-变质型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铁矿

锰矿

沉积变质型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锰矿

海相沉积型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锰矿

云南省鹤庆县鹤庆锰矿

二、有色金属

本书介绍的有色金属类大标本包括铜矿 17 块、铅锌矿 8 块、钨矿 4 块、钼矿和锡矿各 1 块。各矿

床成因类型见表 1-2。

表1-2 有色金属类矿床成因类型汇总（31块）

矿种 矿床成因类型 产 地

铜矿

基性-超基性铜镍硫化物型 新疆富蕴县喀拉通克铜镍矿（2块）

矽卡岩型 安徽省铜陵市凤凰山铜矿

火山-次火山热液型 江西省德兴市银山铜铅锌矿

陆相火山岩型 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山铜金矿（2块）

矽卡岩型

安徽省铜陵市铜山铜矿

湖北省大冶市鸡冠嘴铜金矿

湖北省大冶市铜录山铜矿

斑岩型 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中甸普朗铜矿

变质-热液叠加复合成因型 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白乃庙铜矿

变质热液型 山西省垣曲县胡家峪铜矿

海相沉积变质改造型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铜矿（滥泥坪矿区）

沉积变成-岩浆改造层控型 青海省兴海县赛什塘铜矿

火山-沉积变质改造型 辽宁省抚顺市红透山铜锌矿

中高温热液充填交代型 四川省九龙县里伍铜矿

沉积-改造型 云南省牟定县郝家河铜矿

铅锌矿

斑岩型-岩浆热液型 云南省澜沧县澜沧铅矿

中低温热液型 广东省仁化县凡口铅锌矿

中低温热液交代裂隙充填型 湖南省桂阳县宝山铅锌银矿

矽卡岩型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矿佛子冲铅锌矿

湖南省郴州市东坡铅锌矿

浅成中低温岩浆热液型 山西省灵丘县支家地铅锌银矿

层控低温热液型 湖南省花垣县狮子山花垣铅锌矿

沉积-变质-热液叠加改造型 辽宁省凤城市青城子铅锌矿

钨矿 高温热液-石英脉型
江西省大余县荡坪钨矿

江西省大余县西华山钨矿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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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种 矿床成因类型 产 地

钨矿 高温热液-石英脉型
江西省定南县岿美山钨矿

江西省兴国县画眉坳钨矿

钼矿 斑岩型 广东省韶关市大宝山钼多金属矿

锡矿 硫沉积-热液成矿复成因型 云南省个旧市大箐东锡矿

三、贵金属

本书介绍的贵金属类大标本包括金矿 18 块、银矿 2 块。各矿床成因类型见表 1-3。

表1-3 贵金属类矿床成因类型汇总（20块）

矿种 矿床成因类型 产 地

金矿

岩浆热液型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哈达门金矿

次火山热液型（隐爆角砾岩型） 陕西省太白县太白金矿

岩浆期后热液型（构造蚀变岩型）
河南省洛宁县上宫金矿

河南省灵宝市大湖金矿

中低温热液型

河南省灵宝市秦岭金矿

陕西省洛南县陈耳金矿

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金矿

中温热液交代-充填型 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金矿

浅层-超浅层岩浆热液交代－沉积型 甘肃省玛曲县格尔珂金矿（2块）

中低温热液型（微细浸染型） 贵州省安龙县戈塘金矿

次火山热液型 河南省嵩县祁雨沟金矿

层控-矽卡岩型 安徽省铜陵市天马山金矿

变质碎屑岩热液型
辽宁省阜新市排山楼金矿

江西省德兴市金山金矿

变质-中低温热液型 陕西省略阳县铧厂沟金矿

层控变质热液型 河南省桐柏县银洞坡金矿

沉积-变质中低温热液型 湖南省平江县黄金洞金矿

银矿
次火山中低温热液脉型 内蒙古赤峰市大井银铜矿

海底喷流沉积型 陕西省柞水县银硐子银铜铅多金属矿

四、稀有金属

本书介绍的稀有金属大标本为锂铍矿，其成因类型为重熔岩浆分异型，见表 1-4。

表1-4 稀有金属类大标本（1块）

矿种 矿床成因类型 产 地

锂铍矿 重熔岩浆分异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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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铁矿

一、安徽省繁昌县桃冲铁矿

桃冲铁矿位于安徽省繁昌县荻港镇境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极其重要的矿床之一。区内矽卡岩分

布较广，多数矿体与矽卡岩伴生，地质特征独特，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矽卡岩型铁矿床之一。

桃冲铁矿位于扬子准地台沿江拱断褶带的贵池 - 繁昌凹断褶束东段，赋存于红花山背斜北翼，沿

红花山 ( 长龙山 ) 倒转背斜分布。成矿区带归属长江中下游 Fe-Cu-Pb-Zn-Sr- 硫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地层自志留系至第四系均有出露，自下而上为：志留系中统坟头组（S2 f），上统茅山组（S3m）；

泥盆系上统五通组（D3w）；石炭系黄龙组、船山组 ；二叠系下统栖霞组（P1q）、孤峰组（P1g），上统

龙潭组（P3l）、大隆组（P3d）；三叠系下、中统及第四系等。其中石炭系黄龙组、船山组，二叠系栖霞

组是铁矿主要赋矿层位。

二叠系下统栖霞组下部为含沥青质生物屑灰岩，底部页岩 ；上部含生物屑灰岩夹粉屑白云岩、燧

石结核灰岩，夹两层燧石岩。栖霞组分布于矿区中部，与下伏船山组整合接触，厚 224 ～ 254m，是矿

区内主要赋矿层位，部分地段变质为矽卡岩。

（2）构造

本区构造形迹复杂，以北东向构造为主，主要褶皱以印支期为主，自北西向南东依次为“滨江”

复式向斜、寨山背斜、桃冲向斜、红花山背斜、繁昌复式向斜、板石岭背斜等。红花山背斜是区内最

重要的控矿构造，区内目前探明的十几处铁矿床均赋存于背斜的“肋部”和“肩部”。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断裂有 3 组 ：北东向、北西向及近南北向。北东向断层以纵断层为主，

次为斜断层，多与褶皱轴平行，发育于褶皱翼部两套岩性差异较大的地层之间，是区内重要的控矿构造。

（3）岩浆岩

区域岩浆侵入活动强烈。主要侵入岩为花岗岩类及闪长岩类，多呈岩基、岩丘和岩株状产出。较

大侵入体有“滨江”花岗岩、浮山钾长花岗岩等。据勘查，在Ⅱ区深部发现的花岗岩与“滨江”岩体

可能有成因联系，与本矿床成矿关系密切。

喷出岩主要分布在南部的繁昌火山岩盆地内，时代主要为侏罗纪—白垩纪。 

第二章  黑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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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床主要由主矿体构成，其规模最大，地表东西长约 1150m，平均宽 45m；其次还包括 1、2、3、4、

5 号矿体，规模均很小。主矿体出露于矿床东部，矿体呈似层状，产在黄龙组灰岩与栖霞组之间，赋

存标高为 320 ～ -200m，矿体在剖面上呈镰刀状，两头细而弯曲处肥大。矿体的东西两端则上、下分离，

变为浅部南倾矿体和深部北倾矿体两部分，故主矿体在走向上是分叉的。矿体在走向上产状的变化为

由东向西倾没，倾伏角约为 27°。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该区矿石自然类型按脉石矿物的种类，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①方解石型铁矿石，是本矿床的主

要矿石类型 ；②矽卡岩型铁矿石，是本矿床的次要矿石类型。

矿石的结构、构造种类很多，主要为自形、半自形结构；主要有团块状、条带状构造，次有放射状、

浸染状及斑杂状构造。

标本名称 磁铁矿矿石 编号 DB087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标本呈黑色，交代残余、交代假象结构，团块状构造。矿物主要为磁铁矿、赤

铁矿、黄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石榴子石、方解石。矿

床TFe平均品位为42.90%，磁性铁占比73.91%

成因类型 矽卡岩＋热液改造型① 产地 安徽省繁昌县桃冲铁矿

① 据任广利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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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尚桥铁矿

和尚桥铁矿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向山镇，是马钢的主要铁矿石原料基地之一。矿床成因典型，

是我国玢岩型铁矿的典型代表矿床之一。

和尚桥铁矿床位于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坳沿江拱断褶带安庆凹断褶束北东端，宁芜火山岩盆地中

段，成矿区带划分属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芜湖—南京 Fe-Cu-Pb-Zn-Sr- 硫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为白垩系下统大王山组（K1d），该组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上部（K1d2
2）为灰紫—

酱色、灰白色粗安岩、安山岩，底部有时有集块角砾粗面熔岩 ；上段下部（K1d2
1）主要为灰—灰白色

凝灰角砾岩、层状凝灰岩。下段上部（K1d1
2）为浅灰—褐色、灰白色粗安岩、安山岩；下段下部（K1d1

1）

为紫色—灰白色晶屑凝灰岩。

（2）构造

矿区内褶皱构造为和尚桥－迪里庙背斜，该背斜为火山短轴背斜，由下白垩统大王山组组成，铁

矿体即赋存在侵入于火山短背斜核部附近的闪长玢岩的隆起部位。成矿后的断裂有北西西—近东西向

的 F1、F2 断层和北北东—近南北向的 F4、F5 断层，断裂切割、破坏矿体，但错动距离都不大。

（3）岩浆岩

矿区内侵入岩体主要为和尚桥岩体，呈大岩株侵位于大王山组中，主要岩性为闪长玢岩。后期花

岗闪长岩体在矿区西北部出露，沿北北东方向呈带状侵入破坏早期的闪长玢岩。铁矿体主要赋存在闪

长玢岩体上部，以浸染状贫磁铁矿矿石为主，由于晚期花岗闪长斑岩的侵蚀，导致残留的闪长玢岩厚

度不等。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区可以分为马塘矿段、大尾山矿段和东矿段 3 部分。矿体均产于和尚桥－迪里庙背斜核部附近

的闪长玢岩侵入体隆起部位，与围岩呈渐变关系。矿体受岩体本身及其顶面起伏形态的控制，矿体的

形态、产状均与岩体顶面形态相似，大体平行于岩体顶面产出。矿体形态主要为似层状，在走向和倾

向上均有波状起伏，并有分支复合现象。东矿段是主要矿段，矿体总体走向近东西向，倾向北，倾角

0 ～ 10°，矿体走向长达 1230m，沿倾向延伸可达 780m，最大厚度达 59m。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的自然类型主要为闪长玢岩浸染状磁铁矿矿石，其次为网脉状－角砾状磁铁矿矿石，个别地

段见少量粗粒－伟晶状磷灰石阳起石磁铁矿矿石。氧化矿石在区内不发育，仅个别地段见少量闪长玢

岩浸染状低品位假象赤铁矿矿石。矿石工业类型主要为弱磁性需选矿石。

矿石结构主要为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此外还有交代结构、包含结构、

胶状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和块状构造，其次为角砾状构造、网脉状构造、团块状构造、

条带状构造等。



 第二章 黑色金属

7

标本名称 玢岩型磁铁矿矿石 编号 DB002-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和尚桥矿区。标本表面为灰绿色—黑褐色，具粒状结构，块

状、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次为赤铁矿、褐铁矿、黄铁矿等；脉石

矿物有钠长石、斜长石、阳起石、绿泥石、石英等。TFe品位为32.93%

成因类型 岩浆期后-高温热液型① 产地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尚桥铁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中国典型矿山大型矿石标本图册

8

三、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铁矿

石碌铁矿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是我国大型露天铁矿之一，以铁矿品位高而著

称，也是我国最大的富铁矿石生产基地之一。据勘查，铁矿储量达数亿吨，铁矿石平均品位 TFe 为

45.67%，最高品位 TFe 可达 69%。矿床伴生有丰富的铜、钴、镍、金等元素，矿山被誉为“宝岛明珠，

国家宝藏”。

石碌铁矿位于华南褶皱系五指山褶皱带，东西向昌江 - 琼海断裂带西段南侧的石碌北一复式向

斜上。成矿区带归属海南 Fe-Cu-Co-Au-Mo- 水晶 - 铅土矿成矿区。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与铁铜钴成矿有关的地层主要有新元古界青白口系石碌群（QbS）及震旦系石灰顶组（Zs），

两者为平行不整合接触关系。石碌群可划分为 6 个分层，主要岩性为绢云母石英片岩、绢云母片岩夹

白云岩、白云质大理岩、石英岩。其中，第六层为铁铜钴矿含矿层位，自上而下分为 4 个岩性段，主

要岩性为透辉石透闪石化白云岩、透辉石透闪石岩、白云岩、硅质岩、铁质石英岩、赤铁矿（局部含

磁铁矿及假象赤铁矿）等。石灰顶组岩性主要为含赤铁矿变质石英砂岩、石英岩、赤铁矿变质粉砂岩，

局部出现条带状薄层铁锰质岩。该组地层平行不整合覆盖于石碌群之上。

（2）构造

矿区褶皱构造是由石碌群含矿岩系褶皱形成的一个轴向整体呈北西 - 南东向的石碌北一复式向斜

构造。石碌北一复式向斜控矿作用十分明显，在其分布的北一向斜、石灰顶向斜、三棱山向斜 3 个向

斜控制着矿体沿向斜轴部延伸。石碌北一复式向斜槽部及其两翼向斜槽部是铁矿及钴铜矿富集地段，

向斜槽部为寻找深部铁钴铜矿体的构造部位。所有矿体均产于向斜凹部和翼部，背斜鞍部尚未发现矿体。

矿区断裂构造主要发育有 3 组：北西—北北西向压扭性断裂、北东东—东西向张压性断裂、北北东—

近南北向张扭性断裂。3 组断裂都形成于成矿之后，不同程度地破坏褶皱构造、含矿岩系及铁矿体的

连续性。

（3）岩浆岩

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花岗闪长岩，钾 - 氩法年龄值为 80 ～ 249Ma，属印支期和燕山期，以印支

期为主。此外，尚有少量花岗斑岩、辉绿岩、煌斑岩等岩脉。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铁矿体绝大部分产于石碌群第六层第四段和第二段，共有 38 个矿体，主要为北一矿体、枫树下

和南六矿体，其余为小矿体。其中，北一矿体规模最大，其长度在 1200m，宽 200 ～ 400m，平均厚

50m，资源量达 2.55×108t。矿体赋存在北一向斜轴部，呈层状、透镜状产出，在剖面上呈囊状。

钴、铜矿体产于石碌群第六层第一段，呈似层状、扁豆状，共 47 个矿体，主要分布于北一和南矿区段。

钴矿体以 1 号最大，长 1200m，厚 4 ～ 10m，Co 平均品位 0.32％ ；铜矿体也是 1 号最大，长 44m，平

均厚度 9m，Cu 平均品位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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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铁矿石分为赤铁矿矿石和磁铁 - 赤铁矿矿石两种自然类型，以赤铁矿为主。富铁矿石主要由赤铁

矿和少量磁铁矿、镜铁矿组成。全区铁矿石平均品位 TFe 为 45.67%，最高品位 TFe 达 69%。铁矿石

具高硫低磷特征。

矿石结构主要为细粒鳞片状结构、鲕状结构、变余粉砂状结构。矿石构造，富矿以片状构造为主；

贫矿以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为主，次为角砾状构造。

标本名称 富赤铁矿矿石 编号 DB001 形成时代 新元古代

  本矿石标本采自矿区北一矿体。标本表面为泥灰色，新鲜面为钢灰色，具微

晶、变余粉砂-砂状结构，片状、条带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鳞片状赤铁矿、鲕
状假象赤铁矿及少量磁铁矿；脉石矿物有石英、绢云母、透闪石、方解石等。TFe
品位为53.6%

成因类型 火山沉积-变质型 产地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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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北省承德市黑山铁矿

黑山铁矿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高寺台镇，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大庙式”岩浆型铁矿床。矿区

累计探明铁矿石资源储量超过 1×108t，还伴生有钒、钛、钴、镍和铂族等多种元素。

矿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缘、燕山台褶带与内蒙地轴的交接地带，属于台褶带边缘的断裂隆起区大庙

穹断束（Ⅳ级）构造单元。成矿区带属华北陆块北缘东段 Fe-Cu-Mo-Pb-Zn-Ag-Mn-U-P- 煤 - 膨

润土成矿带。区域上大面积斜长杂岩体沿大庙东西向、北东向主断裂分布，大庙式铁矿与基性杂岩体

的斜长岩、苏长岩关系密切。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以新太古界单塔子群变质岩系为主，古元古界变质深成岩类、中新元古界以碳酸

盐岩为主的沉积岩、中生界侏罗 - 白垩系火山及陆相碎屑沉积岩、第四系冲洪积物均有分布。

（2）构造

黑山铁矿产于大庙斜长岩杂岩体中，成矿与斜长岩杂岩体关系密切，主要受大庙岩体次生构造控制。

斜长杂岩体北有丰宁 - 隆化深断裂，南有红石砬 - 大庙深断裂，受北降南升压扭力作用，产生北东和

北西方向两组压扭性断裂及裂隙 ；同时产生一组近南北向的张扭性断裂和裂隙，它们控制着苏长岩和

铁矿体的产出。黑山铁矿在王营村北，产于红石砬 - 大庙深断裂次级压扭性构造中。根据与铁矿的成

矿关系，可划分出成矿前、成矿期、成矿后 3 期构造。

（3）岩浆岩

矿区内出露基性杂岩体，主要由大面积的斜长岩（（1726±9）Ma）和零星的苏长岩（（1693±7）

Ma）组成，另有少量的闪长斑岩、橄榄辉石岩、角闪石岩等，沿裂隙分布。斜长岩、苏长岩和铁矿浆

同源，斜长岩、苏长岩成岩在先，铁矿浆后贯入。局部苏长岩体中有分异式浸染矿体，苏长岩接触带

和两岩体中的矿体为贯入式矿体。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黑山铁矿是我国岩浆贯入式铁矿床的典型代表，包括①、②、③、⑥、⑧号矿体群和东大洼铁矿区段、

龙潭沟 - 压青地铁矿区和 72、73 号矿体群等。矿区内矿体以贯入式钒钛磁铁矿为主，矿体呈群产出，

且以盲矿体居多。矿体形态以似脉状、分支脉状为主。在断裂交会处局部呈矿囊状、萝卜状产出。①、

②号矿体群，东大洼矿段矿体，③、⑥、⑧号矿体群，同受黑山 - 龙潭沟压扭性构造带控制，矿体在

平面上呈左行雁行排列，在垂向上呈叠瓦式斜列式排列，矿体延深大于延长。

标本采自矿区②号矿体，分布于 0 ～ 28 勘探线之间，由② -1、② -2、② -3、② -4 矿体组成。

② -4 矿体已在 650m 标高尖灭，有少数单矿体延深于标高 200m 以下，② -1 矿体为②号矿体群最主

要矿体，延深较大，其特征简述如下 ：

② -1 矿体分布在 0 ～ 36 勘探线间，矿体控制长度 350m。矿体出露地表处，标高为 900m，最大

延深处在 12 线，标高为 -139m，倾斜延深达 1040m。矿体赋存于斜长岩中，形态较复杂，多呈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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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脉状、分支复合状，在标高 100m 以上常狭缩、膨胀生成矿囊。② -1 矿体下部形态相对简单，根

据标高和位置的不同，分枝成 5 ～ 6 层矿体。② -1 号矿体下部平均厚 33.46m，矿体平均品位 ：TFe 

34.27%，mFe ① 19.93%，V2O5 0.350%，TiO2 8.56%。矿体产状 : 走向北东 65°，倾向南东，倾角 50°

～ 60°。矿体从 28 线至 12 线，随延深加大矿层数减少，厚度亦减薄，品位降低。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自然类型按矿石构造和铁矿物含量划分为 3 类 ：①致密块状铁矿石，铁矿物含量大于等于

60% ；②稠密浸染状铁矿石，铁矿物含量 30% ～ 60% ；③稀疏浸染状铁矿石，铁矿物含量 12% ～

30%。矿石按 TFe 含量可划分为两种类型 ：块状铁矿石，TFe 为 35% ～ 60% ；浸染状铁矿石，TFe 为

15% ～ 35%。矿石为含钒钛的铁矿石，矿石成分比较复杂，属于弱磁性铁矿石，需进行选矿。

矿石结构主要为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格状溶离结构、海绵陨铁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为致密

块状构造、稠密浸染状构造、稀疏浸染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钒钛磁铁矿矿石 编号 DB007 形成时代 前寒武纪

  本矿石标本采自矿区2号矿体。标本表面为铁黑色，具伟晶结构，致密块状构
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钒钛磁铁矿、钛铁矿，次为黄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

有绿泥石、斜长石等。TFe品位≥30%，TiO2品位为3.1%

成因类型 岩浆晚期贯入型 产地 河北省承德市黑山铁矿

① “mFe”表示磁性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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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北省大冶市金山店铁矿

金山店铁矿位于湖北省大冶市金山店镇，地处长江中下游铁铜多金属成矿带西段，是武钢的主要

铁矿石原料基地之一，也是我国典型的矿岩松软型地下矿山之一。

金山店铁矿位于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褶带大冶凹陷断束内大冶复向斜北翼，保安倒转复式背斜南

翼。成矿区带隶属长江中下游 Cu-Au-Fe-Pb-Zn- (Sr-W-Mo-Sb) - 硫铁矿 - 石膏成矿带的大冶 -

九江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地层较为简单，主要由三叠系和部分侏罗系组成，第四系较发育。其中与成矿作用关系密

切的地层为三叠系蒲圻组、嘉陵江组和大冶组。嘉陵江组为灰色微薄层至厚层状白云质灰岩、灰岩、

含泥质条纹灰岩、钙质页岩，含巨厚石膏层，与下伏大冶组呈整合接触。大冶组为灰色薄层至厚层状

白云岩、灰岩夹角砾状白云质灰岩、泥质条纹灰岩及钙质页岩，上部以白云岩为主，下部为灰岩夹钙

质页岩。

（2）构造

区内构造主要为北西西至近东西向的褶皱、断裂带和北北东向背形或向形构造与断裂带。北西西

向褶皱和断裂为本区最重要的构造，也是主要的控矿构造。工业矿床空间赋存位置严格受北西西向断

裂与北北东向背、向形构造复合部位的控制，矿床的边界位于北北东向背、向形构造间的拐点部位。

区内岩体及主要矿体的形态、规模受北西西向断裂在成岩期、成矿期曾发生过张性活动部位及烈度强

弱的控制。

（3）岩浆岩

矿区岩浆岩主要为金山店杂岩体，位于保安背斜南翼三叠系大冶组和蒲圻组界面上。岩体面积约

16km2，平面呈纺锤形，轴向呈北西西 - 南东东向。岩性主要为浅色中偏酸性二长花岗岩 - 石英闪长

岩 - 闪长岩，次为深色偏基性灰色闪长岩 - 辉长闪长岩等。与成矿有关的岩体为石英闪长岩和二长花

岗岩。岩体为燕山中晚期岩浆活动产物，属中深成相岩株。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区主要由张福山矿床、余华寺矿床、柯家山矿床等组成。张福山矿床和柯家山矿床分别处于金

山店侵入杂岩体的南缘中段，余华寺处于侵入体西缘北段，其形成与区域地层、构造及岩浆作用有密切

联系。矿体主要产出于岩体与围岩接触带-断裂复合构造带及其附近。沿金山店侵入杂岩体南缘接触带，

共分布有大小 130 个铁矿体，其中规模较大的矿体有 13 个，尤以Ⅰ、Ⅱ号矿体规模最大。主要矿体在

平面上大致呈北西西 - 南东东向条带状展布，剖面上呈似层状、透镜状、脉状等。赋存于岩体与三叠

系大冶组碳酸盐岩和蒲圻群碎屑岩地层接触带或附近。矿体倾向 162°～ 216°，倾角 42°～ 89°。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区内矿石类型主要有块状磁铁矿石、角砾状磁铁矿、矽卡岩型磁铁矿、粉状磁铁矿。铁矿石中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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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益组分主要为硫。

矿石结构主要为微细粒半自形—自形粒状结构，次为交代残余结构。矿石构造有块状构造、浸染

状构造、粉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矽卡岩型磁铁矿矿石 编号 DB050 形成时代 燕山晚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金山店矿区。标本表面为黑褐色，具半自形粒状结构，块状构

造。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次为假象赤铁矿、黄铁矿等；脉石矿物有透辉石、金

云母、方解石等。TFe品位为35%

成因类型 接触交代型 产地 湖北省大冶市金山店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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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湖北省黄石市大冶铁矿

大冶铁矿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是我国重要的铁矿石生产基地之一。矿床成因类型典型，是

我国著名的大型矽卡岩型铁矿床之一，也是“大冶式”铁矿床的命名矿床。

大冶铁矿地处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坪大冶台褶皱带内的太子庙褶束的西北部，成矿区带隶属长江

中下游 Cu-Au-Fe-Pb-Zn- (Sr-W-Mo-Sb) - 硫铁矿 - 石膏成矿带的大冶 - 九江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三叠系大冶组，零星出露二叠系大隆组和龙潭组。第四系残坡积及堆积

物零星分布，主要在低洼地段。三叠系大冶组在矿区内较为发育，按岩性特征分为 6 段，其中第三、四、

五段与矿体关系密切。矿体近矿围岩主要是大冶组第五段的厚层大理岩和白云质大理岩，其次为大冶

组第四段的中厚层大理岩。

（2）构造

矿区内褶皱构造由走向 290°～ 318°的大体平行分布的一组褶皱组成，从南到北有铁山复背斜、

龙门山倒转向斜、龙洞狮子山倒转背斜和象鼻山倒转向斜。铁山复背斜位于矿区西南部，是本区的主

要褶皱，呈北西向展布。断裂构造由走向 300°～ 320°的压扭性断裂组成，它们常常与岩体复合形成

接触带构造。另外还有一些横断裂，常常破坏矿体。

（3）岩浆岩

岩浆岩以侵入活动为主，侵入的岩浆岩主要组成铁山岩体。铁山岩体是燕山期多次岩浆活动形成

的闪长岩和辉石闪长岩杂岩体，岩体走向北西西向。大冶铁矿即位于铁山岩体南缘中段，其主要岩性

为中细粒含石英闪长岩、黑云母透辉石闪长岩、正长闪长岩、斑状含石英闪长岩等。在矿区与成矿关

系最为密切的是中细粒含石英闪长岩和黑云母透辉石闪长岩。此外，在矿区内还有一些在成矿后生成

的脉岩，如辉绿岩、闪长玢岩、煌斑岩等，这些脉岩有时穿插矿体，对矿体有轻微的破坏作用。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大冶铁矿是我国著名的矽卡岩型铁矿，矿体主要赋存于铁山岩体南缘中段闪长岩类与下三叠统灰

岩的接触带中。矿区自东向西分布有六大主矿体，构成尖山矿段、狮子山矿段、象鼻山矿段、尖林山

矿段、龙洞矿段和铁门坎矿段。矿体总体走向北西西，这六大主矿体除尖林山矿体为盲矿体外，其余

均出露地表。矿体总长约 4300m，单矿体最大者长 2000m。矿体形态变化较大，东部矿体大致呈似层状、

陡倾斜的凸镜状和囊状，中部矿体则呈平缓产出的凸镜状或似层状，西部矿体以似层状为主。除龙洞

矿体倾向 SN 外，其他矿体一般上部倾向 NE，深部倾向 SW。矿体倾角变化较大，一般 30°～ 80°，

单个矿体一般走向延长 360 ～ 872m，倾斜延深 20 ～ 550m，厚 10 ～ 180m。赋矿标高一般为 216 ～

430m，最低达 -600 ～ -850m。矿体形态在不同地段有较大差异。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主要是铁铜共生矿，铁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其次是赤铁矿。矿石具高硫低磷特征，伴（共）生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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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钴、金、银等多种有益元素。

矿石结构有他形—自行粒状结构、碎裂结构、交代结构等。矿石构造以致密块状为主，浸染状构

造亦较常见，此外还有条带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土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矽卡岩型含铜磁铁矿矿石 编号 DB005-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狮子山矿段。标本表面为黑褐色，具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

致密块状、条带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次为赤铁矿、菱铁矿、黄铁矿、

黄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方解石、白云石、石英等。TFe品位为36%

成因类型 接触交代型 产地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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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江苏省徐州市利国铁矿

利国铁矿位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矿山开采历史悠久，矿石质量和品位较高，是我国重

要的平炉富铁矿基地之一。矿区累计探明铁矿资源储量约 6.0×107t，伴生有铜、金、银、钴等金属元素。

利国铁矿位于扬子准地台徐州弧形构造的顶端，成矿区带归属鲁西 Fe-Cu-Au- 铝土矿 - 煤 - 金

刚石成矿区。区内为次一级的复式短轴背斜，轴向北东东。燕山期闪长斑岩体沿背斜轴侵入，由于风

化侵蚀，闪长斑岩与中下奥陶统灰岩呈半环状接触，向环外倾斜。铁矿体主要赋存在正接触带上，其

次为灰岩捕虏体的接触带及岩体内的裂隙中，规模不等。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除第四系外，可见下古生界奥陶系中下统（包括下统小家峪组（O1x）、马家沟组（O1m），

中统阁庄组（O2g））和上古生界石炭系本溪组等地层。

（2）构造

褶皱构造为利国短轴背斜，背斜轴向由北北东转向东西向，向东倾伏，背斜长约 8 km，宽约 5 

km，此背斜是徐州弧形构造的次级褶皱，矿区内的矿体多分布在其两翼和近轴部。断裂构造以北北东

向压扭性断裂为主，次为北西西向张性断裂和张扭性断裂。

（3）岩浆岩

利国岩浆杂岩体形成于燕山中—晚期，分两期 3 个阶段 ：燕山中期（第一阶段），主要形成闪长岩

类，呈小岩株状、岩枝状分布 ；燕山晚期（第二阶段），主要形成花岗斑岩类，呈小岩株状、岩脉状分

布 ；燕山晚期（第三阶段），形成石英正长斑岩、煌斑岩类，呈中小岩株状分布，煌斑岩为第三阶段末

期产物。

区内主岩体为浅—超浅成相的闪长玢岩，局部相变为石英闪长玢岩或角闪闪长玢岩，处于区域 3

个岩浆岩环带的中带北端，属中偏基性到中偏酸性的杂岩体。主要沿利国短轴背斜的核部侵入，出露

面积约 15 km2。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利国矿区内所有矿床的地质特征基本相似，多由含磁性铁矿体组成，主要赋存在中酸性侵入岩与

下奥陶系上、下马家沟组等碳酸盐岩层的接触带或其附近的构造裂隙中，其特征与“邯邢式”铁矿极

为相似。接触带形态复杂，接触带中的矿体通常规模较大（主矿体最大长度约 300 m，最宽约 400 m），

多呈透镜状、脉状，部分为不规则似层状，接触带附近破碎裂隙中及灰岩捕虏体的底端矿体规模一般

较小，长度在百米之内，一般长 30 ～ 120m，厚 3 ～ 8m，囊状体可达 10 余米，薄者小于 1m。该类矿

体常见于利国矿区。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区内矿石自然类型有磁铁矿、赤铁矿、假象赤铁矿等，以磁铁矿为主。矿石品位一般较高，伴生

有益组分 Cu、Co、Au 和 Ag。矿石结构有粒状结构、交代结构、假象结构、残余结构等。矿石构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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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磁铁矿矿石 编号 DB058-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利国矿区。标本表面为褐色，具微粒结构，脉状、致密块状构

造。矿石矿物有磁铁矿、赤铁矿、黄铜矿、黄铁矿等；脉石矿物有绿泥石、金云

母、石英、方解石等。TFe品位为36%

成因类型 接触交代型① 产地 江苏省徐州市利国铁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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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川省盐边县红格钒钛磁铁矿

红格钒钛磁铁矿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境内，是攀西四大矿区中储量最大的钒钛磁铁矿，也

是国内目前最大的钒钛磁铁矿矿床。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属康滇地轴中段的中轴偏东部位的攀西裂谷带，区域上地质构造极其复杂，新

构造运动强烈。成矿区带归属康滇 Fe-Cu-V-Ti-Sn-Ni-REE-Au- 蓝石棉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较简单，主要有震旦系灯影组（Zdn）、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P2 β）、新近系昔格达

组（N2x）、 第四系（Q）等。震旦系灯影组岩性为大理岩、白云质灰岩、结晶灰岩、石英砂岩等。二叠

系峨眉山玄武岩为一套暗绿色、灰绿色熔岩、凝灰岩及火山角砾岩。新近系昔格达组为湖相及小型盆

地沉积。第四系有现代河流冲积、重力堆积、冲洪积、残坡积等。

（2）构造

矿区位于川滇南北向构造之昔格达与安宁河两大断裂所夹地块内，红格含矿岩体受昔格达断裂的

控制。南北向压扭性断裂多次活动的区域构造背景，使本区经受了复杂的构造运动，不同时期、不同

性质、不同规模的构造形迹广泛发育。区内主要可分为成矿前和成矿后海西期、印支期 3 个主要构造

阶段。成矿前主要为铜山 - 黑谷田多字型构造体系，成矿后主要为海西期路枯 - 磨槽湾南北向构造和

印支期马松林 - 庙子沟帚状构造的断裂构造。

（3）岩浆岩

区内发育海西期、印支期、燕山期岩浆岩。海西期岩浆岩可分为海西早期和海西晚期，海西早

期的岩浆岩为含钒钛磁铁矿的基性—超基性岩体，红格钒钛磁铁矿赋存于海西早期岩浆岩体中。海

西晚期岩浆岩包括玄武岩（即峨眉山玄武岩）、早期辉绿岩和正长岩。印支期岩浆岩为分布在矿区东

部的矮郎河花岗岩，岩体呈岩株状产出。燕山期岩浆岩仅有一些很小的辉绿岩脉、辉绿玢岩脉及花

岗斑岩脉。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红格基性—超基性岩体南北长 16km，宽约 6 ～ 7km，总面积约 100km2，呈层状 ；红格超大型钒

钛磁铁矿矿床即赋存于该层状岩体中，其产出严格受南北向的断裂或断裂带控制。含矿岩体具明显的

韵律式相带特征，自上而下分为辉长岩相带、辉石岩相带、橄辉岩相带 3 个岩相带，各相带又分别划

分出两个含矿层，共划分了 6 个含矿层。含矿岩体在橄辉岩岩相带中的含矿体累计厚度较大，其次是

辉石岩相带中的矿体，且从南矿区向北矿区各含矿层矿体厚度有变小的趋势，同时从东向西矿体厚度

也有较明显的变薄趋势，含矿岩体在辉石岩相带中的含矿性最好，其次是橄辉岩相带，辉长岩相带含

矿层矿体含矿性最差。含矿层中矿体呈层状、似层状、条带状产出，主要分布在各个岩相带下部，产

状与岩体产状一致。

红格岩体的含矿性自上而下递增，下部韵律层较上部韵律层含矿性好，但不是简单的重复。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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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夹石或贫矿，下部往往为富矿聚集的部位。因而每个矿层的下界清楚，但上界却表现出渐变关系。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红格钒钛磁铁矿主要矿石类型有 3 种 ：辉长岩型铁矿石、辉石岩型铁矿石、橄辉岩型铁矿石。它

是一个多金属矿床，除铁、钒、钛外，还伴生有铬、锰、钴、铜、镓、铌、钽、硒、碲、铂族及硫、

磷等多种有用组分，具有较高的综合利用价值。

矿石结构主要为嵌晶结构、固溶体分解结构、海绵陨铁结构和包含结构。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

构造、条带状构造、块状构造、斑杂状构造。

标本名称 钒钛磁铁矿矿石 编号 DB103-2 形成时代 二叠纪—三叠纪

  标本呈灰黑色，中细粒粒状结构，致密块状构造。矿石表面部分区域由于风化

淋滤作用呈现红棕色及青色，并伴生有后期方解石。矿石矿物主要有磁铁矿、钛磁

铁矿、钛铁矿、黄铁矿、磁黄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斜长石、辉石、方解石等。

含TFe 30.7%

成因类型 岩浆晚期分异型① 产地 四川省盐边县红格钒钛磁铁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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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锰矿

一、湖南省湘潭市湘潭锰矿

湘潭锰矿位于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有“中国锰都”之称，矿床成因类型典型，被称为“湘

潭式”锰矿。矿区累计探明锰矿储量超过 1.4×107t，是我国重要的锰业基地之一。

矿区位于扬子准地台江南地轴的东南缘震旦纪湘潭海湾盆地中，属江南隆起东段 Au-Ag-Pb-Zn-

W-Mn-V- 萤石成矿带。矿区基底构造形成于雪峰期，大体呈东西向展布，以平缓开阔的褶皱为主，

范围广、规模大，对锰矿的形成与展布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较为简单，除第四系外，出露主要地层有 ：元古宇板溪群灰绿色板岩 ；震旦系下

统鹤岭组碎屑岩、南沱组碎屑岩、湘锰组黑页岩夹碳酸盐岩，上统金家洞组碎屑岩、留茶坡组硅质岩等。

矿床含锰岩系赋存于下震旦统湘锰组中，由富含炭质、有机质和黄铁矿的黑色页岩和碳酸锰矿层

组成。顶部为黑色板岩，中部为含碳酸锰矿段，底部为碎屑岩段。含锰岩系中赋存的碳酸锰矿层，一

般只有一层主矿层，局部地段在主矿层之上有一层互层矿和一层透镜状碳酸锰矿层。

（2）构造

区内总体为一单斜构造，断层及次一级褶皱发育。地层走向北东－南西向，倾向北西，倾角 10°～

88°，局部地段直立以致倒转。40 ～ 46 线地层呈 S 形发育，形成倒转、平卧褶曲 ；46 线以西浅部地

层很陡，深部较为平缓，并呈波状起伏。湘潭锰矿位于仙女山背斜北翼。仙女山背斜轴向近东西，轴

部出露板溪群。其背斜北部地层出露完整控制着鹤岭、青山、黄蜂寺、石冲等矿段的展布。湘潭锰矿

田成矿期后断裂发育，已发现大小断层 25 条，按产状可分为走向断层、斜向断层和横向断层 3 类。3

类断层中以走向断层最为发育、规模最大，亦是主要破矿构造 ；斜向断层次之 ；横向断层规模最小。

（3）岩浆岩

区内无岩浆岩出露。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区内矿体赋存于震旦系下统含矿黑色页岩段下部中间，底板为线理状黑色页岩，顶板为叶片状黑

色页岩。主矿体为一层，整体上连续，层位稳定。矿体规模为中型，矿体全长 8800m，各矿段长 1900

～ 2700m，宽 105 ～ 580m（最宽 2000m）。矿体走向 50°，倾角 18°～ 25°，矿体产状与围岩一

致，呈层状、似层状。矿体厚 0.3 ～ 5.33m，平均厚 1.18m。由于受次级褶皱控制，矿体形态变化较大。

Mn 品位最高 24.09%，最低 15.88%，平均 20.88% ；TFe 含量一般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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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区内碳酸锰矿按其构造特征可划分为互层状矿石、碎裂状矿石和条带状矿石 3 种类型。条带状矿

石为区内主要矿石类型，呈隐晶质—微细粒状结构，且含锰量愈高，结晶粒度愈小。碎裂状矿石位于

条带状矿石之上，一般为微细粒状结构，粒径一般 0.01mm 左右。互层状矿石位于主矿层上部，主要

位于浅部，深部少见。

标本名称 碳酸锰矿矿石 编号 DB016-1 形成时代 前寒武纪

  本矿石标本采自湘潭矿区。标本表面为灰—灰黑色，具隐晶质结构，块状构

造。矿石矿物主要有碳酸锰矿、菱锰矿、钙菱锰矿等；脉石矿物为石英、方解石、

高岭石等。Mn品位为20.5%

成因类型 海相沉积型 产地 湖南省湘潭市湘潭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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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陕西省汉中市宁强锰矿

宁强锰矿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东皇沟乡，是陕西省重要的锰矿山之一，属低磷、低铁贫氧化

锰矿石。矿区已获得锰矿资源量超过 3.0×106t，是一个中型氧化锰矿床。

矿床位于勉（县）略（阳）宁（强）地区的西南缘，该地区是秦岭东西向褶皱系与摩天岭北东向

褶皱带斜接的震旦亚界隆起区。它北邻秦岭海西褶皱带，以略阳 - 褒河深大断裂为界 ；南以勉县 - 阳

平关大断裂为界。与扬子准地台大巴山过渡带毗邻。矿床的构造位置处于摩天岭北东向褶皱带的北东端，

属于龙门山 - 大巴山 Fe-Cu-Pb-Zn-Mn-V-P-S- 重晶石 - 铝土矿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本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震旦亚界，可分为上下两套 ：上面一套称断头崖群，为正常海相沉积碳

酸盐岩夹碎屑岩，相当于南方震旦系 ；下面一套为碧口群，是海相火山喷发沉积间陆源碎屑沉积建造，

相当于我国北方震旦亚界的长城系—蓟县系。由上到下分为 4 个地层组 ：鱼洞子组、接管亭组（相当

于长城系）、郭家沟组和雪花太平组。

（2）构造

矿床位于次级褶皱罗家山-庙坝-铜厂倒转背斜南端的东翼。区域断裂构造十分发育，主要有 3组：

①走向断裂组，规模最大，具压扭性 ；②北北东向斜交断裂组，与走向断裂同期产生，亦为压性或压

扭性断裂 ；③北西向断裂组，为晚期断裂，具张扭性，并有追踪前两组断裂之特征。此 3 组断裂多被

脉岩充填，其后又再次活动。

（3）岩浆岩

区内侵入岩有超基性岩、基性岩和中酸性岩，分属加里东—印支期的产物，呈岩墙、岩床或岩株

产出。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锰矿层产于钙质板岩夹含锰质灰岩与紫色含锰硅质灰岩地层中，严格受层位控制，矿体与含锰硅

质灰岩在空间上关系密切，相互依存。矿区已圈出大小矿体 10 个，其中Ⅰ号矿体最大，是主矿体，控

制长度 2060m，地表出露长度 887m，最大厚度 11.79m，最薄 0.5m，平均厚 2.8m。Ⅵ号矿体次之，其

余矿体规模都很小。除Ⅵ号矿体位于主矿体下盘外，其余都是位于主矿体上盘的平行小矿体。矿体主

要呈层状、似层状产出，与地层产状一致，走向 160°～ 190°，倾向北西西向，倾角各部位不尽相

同。总体来看，矿体倾斜在地表较缓，倾角为 20°～ 35° ；深部变陡，倾角在 45°～ 65°之间。矿

床 Mn 平均品位 22.28%。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锰矿的物质组分，矿石属于氧化锰贫矿类型，可细分为褐锰矿、软锰（硬锰）矿、软锰（硬锰）

褐锰矿（为过渡类型）3 类。矿石含磷很低，其他有害组分含量也低。

矿石结构以半自形—他形细粒结构为主，次为碎屑结构。矿石构造有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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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状构造、网格状构造、壳状和葡萄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褐锰矿矿石 编号 DB052 形成时代 新元古代

  本矿石标本采自宁强锰矿区。标本表面为红褐色，具层状、似层状、半自形粒

状变晶结构，致密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是褐锰矿；脉石矿物主要有方解石、石

英。Mn品位为20%

成因类型 沉积变质型 产地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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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省鹤庆县鹤庆锰矿

鹤庆锰矿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城西，是我国主要的优质富锰矿石生产基地。矿区主

要有用组分仅有锰，为低磷低铁富锰矿石。已探明 Mn 储量 400 余万吨。

鹤庆锰矿地处扬子准地台西南缘、盐源 - 丽江台褶带之鹤庆 - 洱海台褶束北部，西与三江褶皱系

相邻，东与川滇地台背斜相伴。成矿区带归属盐源 - 丽江陆缘坳陷 Cu-Mo-Mn-Fe-Pb-Au-S-Ni-

Pt-Pd 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上统松桂组、中统北衙组及古近 - 新近系和第四系。松桂组可分为上、

下两个亚段。松桂组下亚段为一套以海相为主的煤系地层，下粗上细，夹薄层砂岩 ；中上部为灰黑色

炭质泥岩与浅色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互层 ；松桂组上亚段主要由浅色泥岩组成，夹灰岩及硅钙质互层透

镜体。锰矿层即赋存于该地层中，且灰岩夹层越厚大矿体的规模相应亦大。

（2）构造

本区断层发育，近东西向断层属于南岭纬向构造带的西支余脉，以汝南哨断层为代表，走向近东西，

向南倾，沿线有断层角砾岩及糜棱岩带。区内地层受到挤压，局部形成小天井向斜。该向斜轴向北西，

两翼地层南缓北陡，为一不对称褶皱。褶皱、断裂主要形成于燕山期，至喜马拉雅期有复活及加强。

（3）岩浆岩

在矿区范围内未见有岩浆岩出露。矿区外围沿近东西向的汝南哨断裂有喜马拉雅期基性岩脉侵入，

断续延长约 5km。在小天井采场南东 25°方向平距约 600m 处见有一条缓倾斜的小煌斑岩脉。目前区

内没有见到岩浆岩及与成矿有关的热液蚀变现象，表明本矿床与岩浆岩活动无直接联系。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鹤庆锰矿区由小天井、猴子坡、猴子箐、花椒箐、武君山和无名地等矿段组成。以小天井矿段规

模最大、品位最高，其他几处除猴子坡和武君山外均为零星产出。其中小天井 I 号矿体规模最大，次

为猴子坡 I 号矿体和武君山Ⅳ号矿体。

小天井矿体呈北西 - 南东向展布，倾向北东，倾角 15°～ 30°，控制矿体长 1200m，17 线以

西矿体规模小，厚度薄，为矿体尖灭端所在 ；17 线以东矿体规模较大且较厚。矿体走向长 870m，宽

96.5 ～ 259m，平均宽 155.69m，真厚度大于 4m。锰矿体主要赋存在上三叠统松桂组，直接顶板多数

为硅钙层，底板为浅色泥岩夹薄层灰岩。矿体主要呈层状、似层状、豆荚状、透镜状产出，层位稳定，

与围岩产状一致，仅有少量风化淋滤型矿脉充填于围岩裂隙中。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自然类型分为氧化锰矿石、碳酸锰矿石、碳酸锰 - 氧化锰矿石，以碳酸锰矿石为主。矿石工

业类型为冶金用优质富锰矿石，品级为 I 级富锰矿石。矿区主要有用组分仅有锰，伴生有益有害组分（如

S、As、Co、Ni、Cu、Pb、Zn 等元素）含量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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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结构有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他形晶粒结构、鲕状结构、充填交代结构、交代残留结构、

假象结构等 ；矿石构造有块状构造、层（纹）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条带状构造、蜂窝

状构造、杏仁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碳酸锰矿矿石 编号 DB025-1 形成时代 晚三叠世

  本矿石标本采自矿区小天井矿段。标本表面为褐红色，具自形—他形粒状结

构，角砾状、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是菱锰矿，含少量黑锰矿、蜡硅锰矿等；脉

石矿物有方解石、高岭石等。Mn品位为47.7%

成因类型 海相沉积型① 产地 云南省鹤庆县鹤庆锰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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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铜矿

一、安徽省铜陵市凤凰山铜矿

凤凰山铜矿位于安徽省铜陵市，铜陵素有“铜都”之称，是中国最重要的有色金属基地之一。矿

床赋存于新屋里岩体与三叠系灰岩间的接触带上，是铜陵矿集区内最典型的矽卡岩型铜矿床之一。

铜陵矿集区位于扬子地块与华北地块之间的下扬子印支期隆褶带东南部的贵池 - 马鞍山（印支期）

隆起带中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菱形地块。成矿区带归属安庆 - 铜陵 - 繁昌 Cu-Fe-Pb-Zn-Au-Ag-

硫铁矿 - 明矾石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为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以及第四系。三叠系出露于矿区中

心部位，由下三叠统殷坑组、和龙山组、南陵湖组以及中三叠统东马鞍山组、月山组组成。其中和龙

山组和南陵湖组是主要的含矿层位。和龙山组以灰岩、泥质岩和钙质页岩为主，南陵湖组由灰岩、角

砾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夹白云质灰岩和钙质页岩组成。

（2）构造

矿区构造复杂，印支—燕山期经历了多期次构造变形，由北东向、北西向、北北东向 3 组主要断

裂组成，其中北西向断裂构造对矿床的局部富集起重要的控制作用。新屋里复式向斜与近东西向基底

断裂的交汇部位控制着新屋里岩体的侵位和矿田的形成。

（3）岩浆岩

区内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侵入岩多为岩株、岩墙状浅成侵入体。新屋里岩体是花岗质岩浆多次

涌动侵入形成的复式岩体，受北东向褶皱构造及与其相伴的北东向、北北东向、北西向、北北西向断

裂构造控制，出露面积近 10 km2，是铜陵矿集区出露面积最大的岩体。其主要岩性为石英二长闪长岩

（岩体边部）和花岗闪长岩（岩体中部）。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区内有主矿体 4 个，Ⅱ号矿体规模最大，均赋存于侵入岩与围岩接触带及其附近，其中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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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号矿体赋存于凤凰山岩体与南陵湖组灰岩接触带上，Ⅳ号矿体赋存于岩体与和龙山组灰岩接触带上

并受接触带控制。主矿体长一般为 300 ～ 1000m，厚为 10 ～ 80m，倾斜延深 200 ～ 600m。矿体与矽

卡岩关系密切，并受断裂和接触带的复合控制，矿体主要呈似板状和不规则透镜状等形态产出。近南

北向的扩容性构造具有多期次活动特征，形成角砾状矿石。次要矿体和小矿体多分布于主矿体近旁的

大理岩、矽卡岩及侵入岩中。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按工业类型将凤凰山铜矿床矿石划分为 7 种类型 ：块状含铜磁铁矿、赤铁矿型，块状含铜菱铁

矿型，角砾状矿石型，浸染状含铜石榴子石矽卡岩型，块状含铜黄铁矿型，浸染状含铜花岗闪长岩型，

浸染状含铜大理岩型。含铜磁铁矿、赤铁矿型和含铜菱铁矿型是主要的矿石类型。不同矿化类型在空

间上分界明显，并且与矿体展布方向一致。含铜磁铁矿、赤铁矿型矿石主要分布在矿体核部，在Ⅱ号

矿体中出现分支复合现象。含铜菱铁矿型矿石围绕含铜磁铁矿、赤铁矿型矿石分布。黄铁矿型矿石在

Ⅰ号矿体中分布于矿体边缘，在Ⅱ号矿体中出现在核部。其他类型矿石多产于矿体两侧。

标本名称 含铜磁铁矿矿石 编号 DB070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标本表面为褐红色，具半自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矿、

黄铁矿、磁铁矿、赤铁矿、斑铜矿、辉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方解石和石

榴子石等。Cu品位为0.56%

成因类型 矽卡岩型 产地 安徽省铜陵市凤凰山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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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省铜陵市铜山铜矿

铜山铜矿区位于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境内，是我国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内一个较著名的矽卡岩

型铜、铁、金、银多金属矿床，具有良好找矿前景。

铜山铜矿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江南地轴和淮阳古陆之间的下扬子坳褶带中的铜陵 - 贵池背向斜西部

姥山背斜的南翼西段。矿床位于铜陵 - 安庆矿集区的中部，属于安庆 - 铜陵 - 繁昌 Cu-Fe-Pb-Zn-

Ag-Au- 硫铁矿 - 明矾石成矿亚带。区内褶皱与断层构造发育，具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石炭系船山组、黄龙组，及泥盆系上统五通组，在其

与岩体接触带发育矽卡岩化和矿化，主要矿体 4 号矿体即受控于栖霞组层位，32 号矿体则与黄龙组 -

船山组层位有关。

（2）构造

矿区构造主要由东界北东贵池 - 铜陵 - 芜湖断裂、西界和县 - 怀宁断裂（为北东向隐伏断裂）、

近东西向的繁昌盆地南界断裂和宣城盆地断裂构成。其中以 F1 为主的逆冲断层是主要的控岩控矿构造。

区内断裂构造极为发育，其活动具多期性和继承性。

（3）岩浆岩

铜山岩体分为 4 种岩石类型，即花岗闪长岩、石英二长闪长岩及二长花岗岩以及蚀变岩体，矿区

内岩浆岩均为中酸性小侵入体，主要为一套燕山早期（岩体同位素年龄为 142 ～ 139Ma）形成的同源

演化的浅成高钾钙碱性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闪长（玢）岩组合，地表呈岩株、岩脉状产出，主要侵入

体为铜山岩体——花岗闪长斑岩。岩体周围矽卡岩化、大理岩化、角岩化等广泛发育，岩体中的后期

热液蚀变有硅化、黄铁矿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蛇纹石化等。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铜山铜矿现有矿体集中分布于东部的铜山矿段、西部的前山矿段和西南部的前山南矿段。已勘查

主矿体 9 个，编号为 1、4、5、13、15、29、30、79、84 ；次要矿体 127 个，诸矿体大多赋存于铜山

花岗闪长斑岩体与下二叠统栖霞组灰岩间的接触带上，在近矿围岩（燧石岩及大理岩）和靠近接触带

的岩体中亦存在小规模工业矿体。控矿构造为接触带构造和层间破碎带，矿体产状基本与控矿围岩的

产状一致。主矿体多呈似层状， 连续性较好，规模一般为中等。小矿体多呈透镜状、扁豆状、囊状等。

铜山矿段主矿体延长一般为 160 ～ 300m，平均厚 25m，倾角变化较大，最大斜深为 296m ；前山

矿段主矿体延长一般为 135 ～ 280m，平均厚 19m，倾角变化大，最大斜深为 270m ；前山南矿段是前

山矿段矿体的延深部分（-400m 以下）。前山南 4 号矿体，是赋存于石炭系黄龙组 - 船山组层位中的层

控矿体，产状比较稳定，总体走向北东，倾向南东，倾角变化较大，为 20°～ 65°，走向长 910 余米，

宽近 600m，呈似层状，厚 1.5 ～ 45m，平均厚 11.1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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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铜山铜多金属矿床成矿矿种多，除 Cu、Fe 等，还伴生有大量的 Au、Ga、Ag、Mo 等矿种，矿石

类型复杂，按其矿物组合可以分为四大类：含铜黄铁矿型矿石，含铜磁铁矿型矿石，含铜矽卡岩型矿石，

含铜角砾岩型矿石。矿石的工业类型主要分为铜型、铜硫型和铜铁型 3 种。

矿石结构主要为他形结构、自形晶粒状结构、胶状结构和包含结构，次为压碎结构、交代残余结构、

网状结构等。矿石构造以块状构造和浸染状构造为主，次为网脉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和角砾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含铜磁铁矿矿石 编号 DB048-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标本新鲜面呈灰黑色，风化面为褐黄色，中粗粒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

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赤铁矿、黄铜矿和黄铁矿，次要矿石矿物为闪锌矿、方

铅矿、蓝辉铜和斑铜矿。脉石矿物主要为方解石，含少量石英。Cu品位为0.97%，
TFe品位为39.01%

成因类型 矽卡岩型 产地 安徽省铜陵市铜山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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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山铜金矿

紫金山铜金矿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城北 14km 处，是我国重要的铜金矿资源基地。矿床成因

类型典型，是“紫金山式”铜金矿的命名矿床。

紫金山矿区位处华南亚板块、华南 -东海块体内北西向云霄 -上杭深断裂带北西段与北东宣和复背

斜南西倾伏端交汇部位，成矿区带属位于永安 -梅州 -惠阳（坳陷）Cu-Fe-Pb-Zn-Au-Ag-Sb 成矿带上。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时代主要为震旦纪、晚泥盆世 - 石炭纪、白垩纪。下震旦统楼子坝群浅变质岩系分

布于中西部，是本区的基底地层，主要岩性为变质粉砂岩和千枚岩。晚泥盆世 - 石炭纪地层分布于西

北部和东南部，是一套粗细碎屑岩、碳酸盐岩等准地台型沉积岩。白垩纪地层主要分布于矿区西南面

的上杭盆地内，在矿区范围内零星分布。

（2）构造

矿区断裂构造较为发育，以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为主，主要由一系列小型断裂和节理裂隙密集带

组成。这是矿区的主要导矿和赋矿构造。其小型断裂以 F5 为代表，铜金矿体主要赋存于 F5 的北东盘。

北东、北西向两组节理裂隙构造十分发育，也是与成矿最密切的一组构造。已被大量铜、金矿脉、隐

爆角砾岩和英安玢岩岩脉充填，从而形成北西向节理裂隙、隐爆角砾岩、英安玢岩及铜、金矿脉密集带。

（3）岩浆岩

区内燕山期侵入岩分布广泛，沿北东或北西向断裂侵入，燕山早期侵入岩是矿床的主要围岩，并

以多期次脉动侵位组成复式岩体，早期为规模较大的酸性岩，晚期为规模较小的中酸性岩。紫金山复

式岩体位于宣和复式背斜核部。矿区内还见有燕山晚期的花岗斑岩和石英斑岩岩脉分布，规模较大的

为侵入于 F1 断层中的脉岩，切穿了矿区大部分地质体，形成于成矿后，部分地段穿插矿体。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该矿床为铜金共生矿床。铜矿体赋存于潜水面以下原生带中，为隐伏矿床。铜矿体总体上呈密集

的平行脉带产出，在剖面上呈右形侧列分布。共圈定铜矿体 21 个，其中主要矿体 5 个，分布于 31 ～

24 线间，矿体赋存标高 928 ～ -223m，矿体长 650 ～ 950m，倾向延伸 698 ～ 1156m，平均厚 19.72

～ 80.74m。铜矿体形态多为简单—复杂的透镜体，少部分呈脉状、似板状。金矿体主要赋存于潜水面

以上氧化带中，金矿体由西南向东北呈右行侧列分布，共圈出工业金矿体 17 个，其中 3 号金矿体规模

达大型。金矿体形态多数为简单的透镜状，其次为似板状、脉状、豆荚状。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金矿石自然类型为氧化次生矿石，可划分花岗岩型金矿石、隐爆碎屑岩型金矿石、构造岩型金矿石、

英安玢岩型金矿石。金矿石结构主要为包含结构 ；金矿石构造主要有胶状和变胶状构造、团包状构造、

角砾状构造、脉状或网脉状构造。

铜矿石自然类型按金属矿物组合类型分为含硫砷铜矿的单一硫化铜矿石和多金属硫化物矿石。铜

矿石结构以他形—自形晶粒状结构、包含结构、固熔体分离结构、交代残余结构为主，其次有交代填

隙结构、似文象结构等 ；铜矿石构造以脉状构造、网脉状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为主，其次有角砾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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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斑点 - 斑杂状构造、块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角砾岩型含金铜矿石 编号 DB042-1 形成时代 燕山晚期

  矿石标本呈灰黑色，局部风化呈褐黄色，中细粒结构，浸染状构造。矿石矿

物主要有自然金、黄铁矿、赤铁矿、黄铜矿、铜蓝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可

见褐铁矿化。微粒自然金赋存于角砾状硅质岩中

成因类型 与火山岩有关的浅成热液型 产地 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山铜金矿

标本名称 铜矿矿石 编号 DB042-2 形成时代 燕山晚期

  标本表面为蓝灰色，具他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

蓝辉铜矿、黄铁矿，次为铜蓝、辉铜矿、斑铜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绢云母

等。Cu品位为0.45%

成因类型 陆相火山岩型① 产地 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山铜金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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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北省大冶市鸡冠嘴铜金矿

鸡冠嘴铜金矿位于湖北省大冶市境内，处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鄂东南成矿亚带。矿床赋存于岩

体接触带及白云质大理岩捕虏体层间破碎带中，是典型的矽卡岩型铜金矿床。

鸡冠嘴铜金矿区位处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褶带内的咸宁 -大冶凹断褶束，矿区所处Ⅳ级构造单

元为大冶凹断褶束，成矿区带归属大冶-九江Cu-Au-Fe-Pb-Zn- (Sr-W-Mo-Sb) -硫铁矿成矿亚带上。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由老到新依次有：三叠系下统大冶组 - 中下统嘉陵江组碳酸盐岩，三叠系中、上统

蒲圻组砂页岩，白垩系下统马架山组火山沉积角砾岩、灵乡组玄武岩，第四系湖积和残坡积层。其中

与成矿关系密切的主要为大冶组 - 嘉陵江组。矿区地表绝大部分为第四系湖积物和黏土所覆盖，仅在

西南部零星出露原岩。

（2）构造

矿区内次级构造发育。皱褶构造以一条隐伏背斜为主体，以两个隐伏背斜和一个隐伏向斜组成其

西翼裙带为特征。北北东向隐伏背斜为横贯矿区的主体构造，背斜核部地层已被岩浆岩吞噬殆尽，北

西翼相对保留较为完整，为矿体主要赋存部位。矿区内断裂发育有北北东向、北东东向和近东西向、

北西向 4 组，其中北北东向和北东东向两组均以断裂破碎带的形式出现，具多期活动特点。 

（3）岩浆岩

矿区岩浆活动发育，侵入岩和喷出岩均有分布。喷出岩以中基性火山熔岩 - 安山岩为主。侵入岩

属阳新复式岩体西北段铜绿山小岩体的一部分，其类型有石英正长闪长玢岩、石英闪长岩、闪长岩和

安山玢岩。其中石英正长闪长玢岩和石英闪长岩为燕山早期第三次侵入活动的产物，两者呈相变关系；

燕山晚期第一次侵入活动形成闪长岩，第二次侵入活动形成安山玢岩。石英正长闪长玢岩是该矿床的

成矿母岩，与成矿关系密切。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床内已探明 4 个工业矿体群Ⅰ、Ⅱ、Ⅲ、Ⅳ，由 14 个主矿体和 40 个零星矿体组成，主要分布在

013 ～ 030 线间。此外，还在深部发现了Ⅴ、Ⅵ、Ⅶ号新矿体。各矿体（群） 主要分布于北北东向横跨

背斜的北西冀与北西西向背斜的复合部位，矿体在纵向上表现为自北向南由浅而深侧列，在横向上呈雁

行式排列。矿体明显受接触带和大冶群碳酸盐岩层的层间破碎带（或裂隙带）以及岩体内的构造破碎带

控制。矿体平面投影范围长 760m，宽 160 ～ 330m，面积约 0.2km2。矿体赋存标高在 -5 ～ -622m 之间。

标本采自Ⅰ号矿体。Ⅰ号矿体分布于 013 ～ 023 线间，由Ⅰ1、Ⅰ2、Ⅰ3 三个主矿体和Ⅰ01、Ⅰ02 两

个零星矿体组成。

Ⅰ1 矿体赋存于嘉陵江组第三岩性段大理岩层间破碎带内，矿体长约 340m，倾向延伸 35 ～ 305m，

矿体赋存标高 -40 ～ -157m，厚度变化较大，平均厚 6.26m。矿体横剖面上为透镜状或豆荚状，向北

倾角变陡，倾角 60°～ 70°。矿体走向为北东 60°～ 80°。Cu 平均品位 1.33%，Au 平均品位 2.69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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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2 矿体赋存于嘉陵江组第三岩性段大理岩与石英闪长岩接触带近大理岩一侧，矿体长约 420m，

倾向延伸 35 ～ 325m，标高 -5 ～ -235m，厚度较稳定，平均厚 10.32m。矿体横剖面上为似层状，向

北倾角变陡，倾角 60°～ 70°。矿体走向为北东 60°～ 80°。Cu 平均品位 1.44%，Au 平均品位 5.88g/t。

Ⅰ3 矿体赋存于石英闪长岩接触带内侧的构造破碎带内，位于Ⅰ2 矿体下部，矿体长约 320m，倾向

延伸 53 ～ 215m，矿体赋存标高-93 ～-200m，厚度不稳定，平均厚 9.43m。矿体横剖面上以透镜状为主，

总体倾向北西，倾角 4°～ 25°，向北倾角变陡，倾角 60°～ 70°。矿体的走向为 25°～ 75°。Cu

平均品位 0.89%。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矿石中的矿物成分和共生组合，可将矿石工业类型划分为铜金矿石、铜矿石、金矿石、硫铁

矿石和铁矿石。矿区以铜、铁为主，伴生有银、铁、钼、钴、硒、碲、镓等金属元素。

矿石结构以他形—自形晶粒状结构、交代结构为主，次为固熔体分离结构、胶状结构、压碎结构；

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角砾状构造、脉状构造。

标本名称 矽卡岩型铜金矿矿石 编号 DB014-2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鸡冠嘴矿区。标本表面为褐色，新鲜面呈灰色，具结晶结

构，块状、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

物有方解石、石榴子石等。Cu品位为1.24%，Au品位为4.69g/t

成因类型 矽卡岩型① 产地 湖北省大冶市鸡冠嘴铜金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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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北省大冶市铜录山铜矿

铜录山铜矿位于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境内，开采历史悠久且规模大、品位高，是全国六大铜矿生

产基地之一。矿区以铜为主，伴生有丰富的铁、金、银等元素。

铜录山矿床位处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褶带大冶复式向斜南翼，阳新岩体西北端的铜录山小岩体

中，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鄂东南矿集区的重要铜铁矿床，成矿区带属于大冶 - 九江 Cu-Au-Fe-Pb-

Zn- (Sr-W-Mo-Sb) - 硫铁矿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较为简单，主要有三叠系下统大冶组、三叠系中下统嘉陵江组、白垩系下统大寺组

和第四系。区内与成矿关系密切的为大冶组、嘉陵江组碳酸盐岩地层。其中大冶组主要为第三至第四

岩性段，在矿区内呈隐伏状分布。嘉陵江组在矿区内分布广泛，主要为第一至第三岩性段。

（2）构造

矿区构造由北西西向与北北东向的褶皱断裂叠加交切而成，其中北北东向构造较为强烈。区内控

制矿床的主体构造为柯家山 - 仙人座背斜，矿床中的矿体（群）沿背斜的两翼及核部分布。区内断裂

主要有北西向、北北东向、北东向 3 组，由于受岩体侵入的影响，断裂延伸不远。区内破碎带甚为发育，

主要分布于接触带、矿体顶底板、背斜的轴部以及断裂带的局部。

（3）岩浆岩

矿区岩浆岩主要为阳新杂岩体西北端的铜录山小岩体。铜录山小岩体属燕山期侵入岩，面积

11km2，在平面上呈圆形。铜录山小岩体内分为石英二长闪长玢岩、中粒斑状石英二长闪长岩和中粗粒

石英二长闪长岩 3 种岩石，相互渐变过渡。与成矿最密切的石英二长闪长玢岩集中于北半部，并向南

东分支。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铜录山矿床已查明主要矿体 13 个，沿北北东方向分布，长 2100m，宽 600m，面积 1.2km2。个别

矿体出露地表，一般隐伏于 -100 ～ 600m 标高，少数赋存于 -600m 标高以下。单个矿体一般呈似层状、

透镜状，产于捕虏体接触带和层间破碎带中，长 100 ～ 400m，厚 10 ～ 60m，倾斜延伸 100 ～ 700m，

倾角 50°～ 80°。大部分矿体为两个或数个呈雁行排列的不同类型矿石组成的矿体群。以Ⅰ、Ⅲ、Ⅳ、

Ⅺ号矿体为主，Ⅱ、Ⅴ、Ⅶ、Ⅻ号矿体为次，主要呈透镜状或似层状赋存于石英正长闪长玢岩与大理

岩的接触带上。矿体的分布主要受北北东、北东东向两组构造控制而形成两个相应方向的矿带。北北

东向矿带由Ⅰ、Ⅱ、Ⅲ、Ⅳ、Ⅴ、Ⅵ、Ⅺ、Ⅻ号矿体组成，北东东向矿带由Ⅹ、Ⅷ、Ⅶ、Ⅸ、ⅩⅢ号矿

体组成。矿体在平面上表现为一组出露深度不等的平行脉，剖面上呈雁行式斜列，具尖灭再现现象。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区内的矿石主要为富铜、富铁矿石，主要伴生有益组分为金、银。矿石类型分铁矿石、铜铁矿石、

铜矿石、铜硫矿石和钼矿石 5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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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结构主要有半自形—自形粒状结构、固溶体分解结构、胶状再结晶结构、熔蚀交代结构、压

碎结构等。矿石中常见的主要构造类型有致密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及粉末

状 - 砂状构造。

标本名称 矽卡岩型铜铁矿矿石 编号 DB014-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矿区III号矿体。标本表面为铁黑色，具半自形—自形粒状结
构，致密块状、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有黄铜矿、黄铁矿、斑铜矿、辉铜矿、磁

铁矿、赤铁矿；脉石矿物主要有方解石、白云石、石榴子石、透辉石。铜品位为

0.56%，TFe品位为35%

成因类型 矽卡岩型 产地 湖北省大冶市铜录山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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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江西省德兴市银山铜铅锌矿

银山铜铅锌矿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境内，处于乐华 - 德兴有色、贵金属成矿带中段，是我国

重要的有色金属基地之一。

银山铜铅锌矿位于江南台隆与钱塘坳陷衔接部位靠近江南隆起一侧，德乐中生代火山盆地的北北

东向狭长边缘，赣东北深断裂和乐安江深断裂所夹持的地块中。区内地质构造复杂，火山活动频繁，

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成矿区带属长江中下游 Fe-Cu-Au-Pb-Zn- 硫铁矿 - 明矾石 - 膨润土 - 石膏成

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是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侏罗系鹅湖岭组，次为白垩系石溪组以及第四系。双

桥山群为一套浅变质火山沉积岩系，岩性以千枚岩为主，间夹砂质千枚岩，主要是绢云母千枚岩、石

英绢云母千枚岩和凝灰质千枚岩，片理发育。鹅湖岭组为赋矿层位，不整合覆盖于双桥山群之上，主

要是沉积砾岩和火山碎屑岩、火山熔岩。矿区南部白垩系石溪组为凝灰质粉砂岩、泥岩、细砂岩韵律层，

与下伏鹅湖岭组呈角度不整合。

（2）构造

矿区的基本构造格架是银山背斜及其轴部断裂带，西山破火山口及其环状断裂带。银山背斜主体

由双桥山群浅变质岩系构成，背斜轴向 45°～ 50°，向北东倾伏。银山背斜轴部断裂带为沿银山背斜

轴部发育的断裂（F7），走向 45°，倾向近于直立，被次火山岩充填。西山破火山口及其环状断裂带

位于矿区西部，长轴北东向，呈椭圆形，剖面上呈筒状。银山背斜轴部断裂带及其衍生断裂、西山火

山口及其环状断裂成为矿区控岩控矿构造，直接控制矿床（体）的空间分布和产出形态。

（3）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岩均为燕山早期的火山碎屑岩、火山熔岩、次火山岩和爆破角砾岩。火山—次火山活

动分为 3 个旋回，岩石成分由酸性向中酸性、中性演化。次火山岩有石英斑岩、英安斑岩及安山粉岩。

石英斑岩形成最早，分布于大北山、北山和九区一带，走向一般为北东东向，延深 500m 以上。英安

斑岩侵位较晚，主要分布于西山火山口东侧，其中 3# 英安斑岩是矿区内出露面积最大的次火山岩体，

呈近东西向的岩墙。安山玢岩出露最晚，侵位于火山口内，与矿化关系不大。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按空间分布和产状的不同，矿区由北向南可分为 6 个区段，即北山区、九龙上天区、九区、西山区、

银山西区和银山区。各区段矿体沿银山背斜断裂带及两翼分布并受断裂、裂隙制约。总体格局是中部

铜硫金、南北铅锌银的水平分带特征，共有矿体 200 多条。现以标本产生地北山区为主，简要介绍矿

体主要特征 ：

北山区位于矿区北部，银山背斜断裂带北西盘。矿体主要赋存于绢云母千枚岩的压扭性裂隙中，

极少产在石英斑岩体张性裂隙中，有 20 多条矿体。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10-1、10-2、10-4、10-2 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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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主矿体。10-1 矿体控制长 810m，延伸 910m，产状 165°∠ 84°，矿体厚 0.70 ～ 9.51m，平均 3.43m；

10-2 矿体控制长 550m，延伸 920m，产状 160°∠ 83°，矿体厚 0.71 ～ 7.16m，平均 3.43m，一般 1.0

～ 3.0m；10-4 矿体控制长 830m，延伸 780m，产状 167°∠ 80°，矿体厚 0.82 ～ 6.62m，平均 2.97m；

10-2 支 1 矿体控制长 640m，延深 670m，产状 340°∠ 82°，矿体厚 0.33 ～ 5.71m，平均 1.94m，以 1.0

～ 3.4m 居多。矿体形态均为脉状，沿走向和倾斜方向呈舒缓波状，总体近于直立，西部往北陡倾，东

部往南陡倾，常见膨缩和尖灭再现。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区内矿石类型比较复杂，主要有如下几种 ：铜硫矿石、铜金矿石、铜铅锌矿石、铅锌矿石、铅锌

银矿石。

矿石结构有结晶粒状结构、交代结构、胶状结构、文象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压碎结构、重结

晶结构等。矿石构造有致密块状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铜铅锌矿矿石 编号 DB049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银山矿区北山区。标本表面为灰黑色，具晶粒结构，致密块

状构造。矿石矿物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

英、绢云母等。矿床Cu品位为0.48%～0.67%；标本Pb+Zn品位为3.75%，Cu品位为
0.036%～0.047%，伴有金、银

成因类型 火山-次火山热液型 产地 江西省德兴市银山铜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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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辽宁省抚顺市红透山铜锌矿

红透山铜锌矿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及南口前镇、北三家乡境内。是我国地质

年代最古老的大型块状硫化物铜锌矿床，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单一主矿体规模达到大型矿床的多金属矿山。

红透山铜锌矿位处华北地台北缘（东段）辽东台背斜（Ⅱ级）铁岭 - 靖宇古隆起（Ⅲ级）部位，

是我国典型的花岗 - 绿岩分布区，成矿区带属于铁岭 - 靖宇 Fe- Au- Cu-Ni-Pb-Zn 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太古宇清原群红透山组，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太古宙早期海底火山喷发活动，

并在成岩过程中与各类火山物质及其他陆源碎屑物共同沉积形成铜锌矿床的初始矿源层。红透山铜锌

矿产于红透山组上部薄层互层带中，这套薄层互层带为标志的含矿岩系。一般情况下铜锌矿体与地层

产状一致，彼此呈整合产出，层控特征明显，红透山含矿岩系不仅是铜锌矿床的矿源层，同时也是其

赋矿层位。

（2）构造

矿区构造在平面上显示为近北东向，两端为封闭的紧密倒转褶皱，表现为红透山背形褶皱。该背

形褶皱两翼由厚层黑云片麻岩、角闪片麻岩构成，核部由薄层互层带（含矿岩系）组成。背形褶皱轴

呈北东向展布，轴面倾向南东，倾角 70°～ 80°。红透山矿区位于红透山背斜西部侧伏端，铜锌矿赋

存于该倒转背形褶皱的核部。矿区内主要发育两组高角度逆断层，一组为北东东向，另一组为北北东向。

两组逆断层多为成矿后断裂，常切割、改造、破坏铜锌矿体。

（3）岩浆岩

矿区岩浆岩发育，岩性为英云闪长岩、钠长伟晶岩、橄榄（辉长）岩、玄武岩、辉绿岩、花岗闪长岩、

花岗闪长斑岩、煌斑岩及奥长花岗岩等。英云闪长岩分布面积广泛，绿岩地体呈岛弧状残留其内。钠

长伟晶岩集中分布在矿体附近，具矿化现象。两期岩浆热液活动发生于早、中太古代区域褶皱变形时期，

是铜、锌元素富集成矿的主要热源条件。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红透山矿区的矿体可以分为层状 - 似层状矿体和网脉状 - 细脉浸染状矿体两种类型。矿体的产出

受红透山倒转背形褶皱构造控制，同时受北东东向断裂带与层间裂隙控制。层状矿体岩层受岩性控制，

产状完全与岩层相一致，显示出一定的层控特征。似层状矿体经后期改造呈脉状、扁豆状、脉群状等

多种形态，但仍沿一定层位而呈似层状，该类矿体工业意义较大。以Ⅰ、Ⅲ号矿体最为典型。网脉状

- 细脉浸染状矿体呈细脉状、网脉状充填于围岩裂隙中，该类矿体工业意义较小。

Ⅰ号矿体 ：位于红透山倒转背形褶皱北翼，矿体形态复杂，主矿体东段呈脉状、西段呈矿柱、矿

瘤状。矿体总体走向北东东（75°～ 80°），倾向南南东，倾角 70°～ 80°，局部具反倾现象。脉状

矿体厚度约 10m，柱状矿体厚 30 ～ 79.4m，矿瘤最大厚度达 40m。矿体控制延深＞ 1000m，延深大于

延长。矿体主要由致密型富矿石组成，其次其矿体盘可见有部分浸染型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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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号矿体 ：产于红透山倒转背形褶皱南翼，矿体走向北东东（72°～ 89°），倾向南南西，倾角

69°～ 70°。在海拔 200m（-587m 中段）以下，矿体呈脉状产出，走向近东西，倾向南（东），倾角

70°～ 85°，控制长度近 2200m（-827m 中段），控制斜深大于 1500m。矿体厚 6.0 ～ 7.0m，平均品位、

Cu1.43％，Zn2.20％。矿体以致密型矿石为主，亦见有浸染型矿石。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红透山矿床主要有两种矿石类型 ：层状 - 似层状矿体的矿石类型主要为块状矿石 ；网脉状 - 细脉

浸染状矿体的矿石类型主要为细脉浸染状矿石。矿石中有益组分为铜、锌、硫，伴生有益组分金、银等。

矿石结构有斑状结构、中粗粒花岗变晶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交代溶蚀结构、碎裂结构等。矿

石构造以致密块状构造为主，浸染状构造次之，有时见条带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海绵状构造、晶洞

状构造。

标本名称 块状铜锌矿矿石 编号 DB003 形成时代 早、中太古代

  本矿石标本采自矿区3号矿体。标本表面为灰褐色，新鲜面为灰色，矿石具中
（细）粒变晶、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黄铁矿、黄铜矿、闪锌

矿、黄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长石、绿泥石等。Cu品位为1.5 %，Zn品位
为2.81%

成因类型 火山-沉积变质改造型 产地 辽宁省抚顺市红透山铜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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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白乃庙铜矿

白乃庙铜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白音朝克图镇，处在华北板块北缘金铜多金属

成矿带的中段，是我国东北—内蒙古地区少数的大型铜矿床之一。矿区以铜为主，伴生有钼、金、银、

硫等元素。

白乃庙铜矿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缘新元古代褶皱增生带温都尔庙复背斜的西段南翼，察汗敖包褶皱

束与白乃庙褶断束之间隐伏的东西向白乃庙大断裂处，成矿区带属于白乃庙 - 锡林浩特 Fe-Cu-Mn-

Pb-Zn-Mn-Cr-Ge 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中元古界白音都西群、新元古界青白口系白乃庙群、志留系中统徐尼乌苏组、

二叠系下统三面井组、侏罗系下统大青山组和零星分布的第四系。白乃庙群为一套中浅变质的绿片岩，

其原岩为一套海底喷发的基性—中酸性火山熔岩、凝灰岩。它可以划分为 5 个岩性段，其中二、四岩

段为中酸性岩段，一、三、五岩段为基性岩段，铜矿化及矿体主要产于三、五岩段中。

（2）构造

白乃庙铜矿区构造比较复杂，主要以断裂构造为主，褶皱构造不太发育，反映了其成矿环境是在

伸展的地质背景下。东西向断裂构造是区内最重要的构造形迹，构造发育十分稳定。构造活动具有长

期性、阶段性和继承性的特点。加里东期和海西期是活动比较强烈的两个主要时期。它是矿区内的主

要控岩控矿构造，由于构造多次活动，成矿作用也有多期性的特点。

（3）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活动频繁，主要有加里东晚期的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海西晚期的白云母

花岗岩等。中酸性脉岩十分发育，主要有花岗斑岩、闪长玢岩、正长斑岩、花岗细晶岩、石英脉等，

多为海西晚期侵入岩的派生产物。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区主要分布在东西长约 10km、南北宽 1km 左右的狭长地带内。目前已查明白乃庙铜矿主要由

12 个矿段组成，能够单独圈定的铜、钼矿体共有 724 个，铜矿体 449 个。按各矿体地质特征和产出

部位的不同，可将白乃庙矿床分为南矿带和北矿带。南矿带主要由Ⅱ、Ⅲ、Ⅳ、Ⅴ、Ⅵ、Ⅶ、Ⅹ、Ⅺ

等 8 个矿段组成，各矿段的矿体走向为 EW—NW—NWW，倾向 SE—SW—SSW，倾角 30°～ 60°，

矿体长 240 ～ 780m，矿体厚 0.57 ～ 44.53m，控制倾斜延深 359 ～ 905m。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

单层或多层、脉状体产于绿片岩中 ；北矿带主要由Ⅷ、Ⅸ、Ⅻ、ⅩⅢ 4 个矿段组成，各矿段的矿体走

向 SW—EW—NW，倾向 SE—S—SW，倾角 30°～ 64°，矿体长数十米至 1240m，矿体厚 0.22 ～

18.90m，沿倾斜延深 359 ～ 905m。控制倾斜延深 310 ～ 630m。矿体多呈扁豆状、透镜状、脉状在花

岗闪长斑岩体内和绿片岩围岩中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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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铜矿石的自然类型，按照铜矿石中的氧化铜和硫化铜的比例，划分为硫化铜矿石和氧化铜矿石 2

种自然类型。根据矿石中脉石成分不同划分为 2 种工业类型 ：花岗闪长岩型铜矿石和绿片岩型铜矿石。

南矿带主要以绿片岩型矿石为主，北矿带以花岗闪长岩型矿石为主，绿片岩型矿石次之。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和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交代溶蚀结构、揉皱结构、包

含结构、固溶体分解结构、压碎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条带状构造、条纹状构造、细脉状构造、浸

染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黄铜矿矿石 编号 DB008-1 形成时代 中元古代

  本矿石标本采自白乃庙矿区。标本表面为灰绿色，具粒状结构，块状、条带

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铜矿、黄铁矿、孔雀石等；脉石矿物有石英、方解石

等。Cu品位为0.74%

成因类型 变质-热液叠加复合成因型 产地 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白乃庙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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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青海省兴海县赛什塘铜矿

赛什塘铜矿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赛什塘乡，是我国重要的大中型有色金属矿山之一。

矿区位于柴达木准地台南缘台褶带之东南端，东与西秦岭印支褶皱带相毗邻，西与昆仑褶皱系相连，

处于两构造带的接合部位，属于西秦岭 Pb-Zn-Cu （Fe） -Au-Hg-Sb 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二叠系下统，次为新近系、第四系，局部地段有古元古界金水口群变质岩。二

叠系下统为一套浅海陆棚相碎屑岩夹碳酸盐岩沉积建造，按沉积旋回及岩性特征，可以细分为 a、b 两

个岩性组。a 岩组为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变质粉砂岩、透镜状大理岩、黑云母千枚岩等。b 岩组为一套中—

深变质程度的片岩系，岩性主要为云母石英片岩、绿泥石英片岩。a 岩组为赛什塘铜矿的赋存层位。

（2）构造

区内褶皱构造发育，其中赛什塘背斜与矿体关系密切。赛什塘背斜为雪青沟复式背斜南西翼的一

个次级褶皱，控制着矿区地层展布、岩体及矿体的空间分布，是矿区矿体赋存的主要区段。该背斜总

体轴向北西 - 南东向，轴线长 4km，向北西倾伏，轴面倾向南西，倾角 80°左右，沿轴部有石英闪长

岩体侵入。断裂构造较发育，有北西向、北北东向、东西向、南北向，规模小，断裂性质多为张性断裂、

次为扭性断裂，压性断裂不发育。

（3）岩浆岩

矿区印支期侵入岩较为发育，以中—中酸性石英闪长岩为主，其次为中—酸性岩。按相互穿插关

系及区内岩浆活动规律，可将本区岩浆活动归为 4 个时期。其中第二次活动规模最大，形成了赛什塘

复合岩体的主体——石英闪长岩体及其分支岩脉。岩体沿赛什塘背斜核部侵入，受北西向隐伏断裂控制。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该矿床以铜为主，伴生有铅、锌、硫、铁、金、银、硒、镓、镉等多种有益组分。目前已探明矿

体 176 个，其中铜矿体 116 个，规模最大的矿体为 M2，其次为 M193 和 M1 矿体，这 3 个矿体的矿石储

量占矿区总储量的 87% 以上。除 M2、M4 矿体因丁科沟切割而出露地表外，其余矿体均为隐伏矿体。

矿体大多产于赛什塘背斜的南西翼上，沿一定地层层位分布，矿体多呈似层状、透镜状。矿体受赛什

塘背斜构造控制，产状与背斜形态一致。在 23 勘探线以西，矿体走向随赛什塘背斜向北西倾伏。在

23 勘探线南东，矿体随背斜轴向扬起而抬高。

M2 矿体：产于赛什塘背斜两翼，主体在西南翼，赋存在 P1a
7-2 下部大理岩与变粉砂岩的转换部位，

局部赋存于变粉砂岩或黑云母千枚岩中，产状与地层产状一致，矿体走向总长 2650m, 倾向延伸 190 ～

600m，最大延伸 998m，厚度一般 5 ～ 20m，最厚 47.55m，平均厚 9.60m，铜品位 0.36% ～ 3.63%，

平均品位 1.23%。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局部呈帚状，走向与倾向上有膨缩、分支、复合现象。

M1 矿体 ：主要赋存在 P1a
7-2 中下部大理岩或变粉砂岩的转换部位，受地层层位控制明显，产状与

地层产状一致，倾向 230°～ 250°，倾角 20°～ 35°，矿体走向总长 2175m，倾向延伸 17 ～ 48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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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一般 1.2 ～ 10m，平均厚 3.15m。铜平均品位 1.35%。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在走向和倾向上有

膨缩、分支、复合现象。

M193 矿体 ：主要赋存在 P1a
7-2 下部大理岩中，受地层层位控制明显，产状与地层产状一致，矿体

走向总长 350m，倾向延伸 108 ～ 294m，厚度一般 1.2 ～ 10m，最大厚度 39.98 m，平均厚 7.72m。铜

平均品位 1.00%。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在走向上、倾向上局部有分支、复合现象。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自然类型以原生矿石为主，主要有磁黄铁黄铜矿、黄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黄铁矿、矽卡

岩黄铜矿、变粉砂岩黄铜矿等类型。

矿石结构主要有半自形粒状结构、他形粒状结构、乳浊状结构、交代溶蚀结构、填隙结构等。矿

石构造以块状构造、稠密浸染状构造、稀疏浸染状构造、条带（纹）状构造为主，其次为细脉状构造、

莓球状构造和胶状构造。

标本名称 黄铜矿矿石 编号 DB066-3 形成时代 二叠纪

  矿石标本采自赛什塘矿区。标本呈灰黑色，具粒状结构，条纹状、块状构

造。矿石矿物主要有磁黄铁矿、黄铜矿、黄铁矿等；脉石矿物有透辉石、绿泥

石、石英、方解石等。Cu品位为0.65%

成因类型 沉积变质-岩浆改造层控型① 产地 青海省兴海县赛什塘铜矿

① 据青海省第十地质大队，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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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山西省垣曲县胡家峪铜矿

胡家峪铜矿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毛家湾镇境内，是中条山中段胡篦型铜矿床的代表性矿床之

一。矿区内铜矿带及矿体严格受倒转向斜和地层控制，累计探明铜金属量超过 1×105t，矿床前景广阔。

胡家峪铜矿区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北板块南部鄂尔多斯地块与河淮地块接触带南端中条山

三叉裂谷内，胡家峪断层和胡家峪同斜向斜上。区内前寒武纪地层中已发现的铜矿床有 20 多处，是我

国大型铜矿床集中区之一，成矿区带属于中条山 - 王屋山 Cu- Au-Fe- 铝土矿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有中太古界涑水杂岩，新太古界绛县群，古元古界中条群、担山石群，新元古界

汝阳群、西阳河群，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新生界古近 - 新近系和第四系等。其中古元古界中条群

的篦子沟组是本区铜矿床的主要赋存层位，同时也是中条山 Pb、Zn 多金属贵金属和放射性铀矿的矿

化层位。

（2）构造

矿区内地质构造较复杂，主要以断裂构造和褶皱构造为主，发育有胡家峪沟断层（F1）和胡家峪

同斜向斜。胡家峪沟断层横贯矿区中南部，为一逆断层。在矿区内西南部走向为近南北向，向东转为

近东西走向，断层倾向北西或北。胡家峪同斜向斜位于矿区西北部，轴向为北北东至南南西向，向北

北东仰起，向斜轴部为余家山厚层大理岩，岩层由轴部向外为篦子沟组、余元下组。该向斜为本区主

要控矿构造。

（3）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岩浆岩分布广泛，从侵入岩至喷出岩均有产出，局部可见超基性岩，岩浆活

动具有多期次、多旋回特点，火山岩呈狭长带状分布。侵入岩既有星散分布，也有成群分布。火山岩

呈岩脉状、岩墙状和岩株状产出。本区分布岩体有北峪奥长花岗片麻岩和曲家沟变质辉长岩体。另外

区内有变质基性侵入岩类的曲家沟变质辉长岩体。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胡家峪铜矿有桐木沟、南河沟和老宅滩 3 个采区，矿体赋存于上玉坡 - 胡家峪褶皱构造之胡家峪

同斜向斜的两翼，是沉积变质（层控）铜钴钼等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矿带及矿体严格受倒转向斜和地

层控制。矿带在平面上呈带状分布，矿体在空间上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平行展布，沿倾向和走向

变化较大，常有膨胀、收缩、尖灭再现及分支复合的现象，较普遍，且明显。

南河沟矿段共圈定出 3 条矿带、7 条矿体。胡家峪向斜正常翼Ⅰ矿带内赋存 Cu Ⅰ、Co Ⅰ、

CuCo Ⅰ、Au Ⅰ共 4 条矿体，Cu Ⅰ号为主矿体 ；胡家峪向斜倒转翼Ⅲ矿带内赋存 Co Ⅲ、CuCo Ⅲ共 2

条矿体及余家山组在与倒转翼篦子沟组接触部位的 Cu Ⅱ矿体。

Cu Ⅰ号矿体赋存于倒转向斜正常翼的篦子沟组中，控矿标高 -70 ～ 450m，矿体倾向 110°，倾

角 45°～ 51°，埋深 240 ～ 720m，工程控制矿体延长 580m，延伸 625m, 矿体厚 2.0 ～ 6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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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木沟矿位于玉坡背斜东翼，矿体主要产在桐木沟背斜西翼的余下元组与篦子沟组间断裂带及其

两侧。直接赋矿岩石主要为石英钠长岩、钠长大理岩、黑云母大理岩以及篦子沟组的黑色碳泥质片岩

和所夹不纯大理岩。

桐木沟矿段大小矿体共有 44 个，其中 2、3 号矿体为主矿体。2 号矿体为似层状，走向 NE10°～

25°，倾向 SE，倾角在 750m 以上为 50°～ 70°，750m 以下为 25°～ 45° ；走向延长 1000m 左右，

延深 20 ～ 270m，赋矿标高在 662 ～ 892m 之间 ；3 号矿体厚度变化较大，局部透镜状，由南向北逐

渐变厚，最薄处 1.0m，最厚可达 22.9 m 左右。矿体沿走向延长 1000 m，延深 40 ～ 330m，赋矿标高

512 ～ 850m，走向在第 9 勘探线南为 NE15°～ 20°，以北为 NE30°～ 35°，倾向 SE，倾角与 2 号

矿体相同，上陡、下缓。其他次要矿体均分布在 2、3 号矿体旁，尤以桐木沟背斜北部倾伏转折端小矿

体相对集中，多为透镜状，厚度、品位相差较大。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以硫化铜为主，可将矿石自然类型划分为多金属硫化矿石。矿石工业类型为含钴的铜矿石、

含铜的钴矿石及铜钴矿石。

矿石结构主要有粒状变晶结构、粒状鳞片变晶结构、粒状柱状变晶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条带状、

块状、片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条带状含铜硅化大理岩矿石 编号 DB105 形成时代 古元古代

  标本呈褐黄色，中粗粒粒状结构，条带状构造。主要成分为石英、长石、黑

云母，金属矿物有黄铜矿、黄铁矿，少量辉钼矿。围岩蚀变类型有硅化、碳酸盐

化、黄铁矿化、黑云母化等。矿床Cu品位为0.25%～2.1%

成因类型 变质热液型 产地 山西省垣曲县胡家峪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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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四川省九龙县里伍铜矿

里伍铜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南部魁多乡、烟袋乡境内，是我国少见的大型富铜多

金属矿床，找矿潜力巨大，是国内重点铜矿生产基地。矿床富含铜、锌、钴、金、银等多种有益元素，

以铜为主，锌次之。

里伍铜矿区处于康滇地轴西侧，松潘 - 甘孜造山带东南缘，北东向（木里 - 锦屏）弧形推覆构造

带北西侧后缘，成矿区带属于南巴颜喀拉 - 雅江 Li-Be-Au-Cu-Zn- 水晶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里伍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元古界里伍岩群。里伍岩群为江浪穹窿内出露的一套变质核杂岩，

属含矿岩层，岩性以云母片岩、云母石英片岩、片状石英岩为主，夹斜长角闪岩及变基性岩，原岩主

要为一套含火山凝灰质的砂、泥质浊积沉积岩。

（2）构造

区内构造主要为环绕变质核杂岩发育的一系列环状拆离断裂构造，为区内主要控矿构造。主拆离断

裂带位于里伍岩群下段中、上岩带部位，以此断裂带为界，内外分别由两套不同的构造地层系统组成。

内部主体为由里伍岩群组成的伸展拆离层系统，是韧性变形，以紧闭倒转掩卧褶皱发育为特征，韧性变

形晚期有脆性断裂叠加，它们形成的空间是容矿的有利场所 ；外部以褶叠层和劈理发育为特征，构成褶

皱地层系统，是脆性变形。两套地层系统内部不同岩带、岩性层之间普遍发育规模、强度不等的剥离断层。

（3）岩浆岩

矿区出露的岩浆岩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变基性岩（正变质岩）；另一类是脉岩，包括石英脉和云煌

岩。变基性岩常呈似层状、透镜状及扁豆状顺 S3 片理延展，零星分布，其规模多较小。区内石英脉十

分发育，规模大小不等，以纯石英脉为主，长石石英脉和电气石石英脉较少。云煌岩分布较少，较大

的仅见一条出露于里伍矿区北部，呈岩墙产出，该岩墙未受区域变质作用影响，其时代应晚于变基性岩。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里伍矿区矿体主要赋存在中元古界里伍岩群变质岩中，矿体产状主要受窟窿环状滑脱构造带控制，

呈似层状、薄透镜状、脉状产出，局部产状则受层间裂隙和次级褶皱影响。矿区主要包括黑牛洞、笋叶林、

中咀、挖金沟、柏香林 5 个矿段。已发现铜矿体 26 个，可划分为上、下两个矿化蚀变带，其中铜储量

大于 1×104t 的矿体有 7 个。以黑牛洞—大水沟矿段的 2 个矿体（Ⅰ3、Ⅱ4）和中嘴矿段的两个矿体规

模较大，其他矿段矿体规模均较小。

Ⅰ3 矿体为黑牛洞 - 大水沟矿段的主要矿体，呈似层状产出，走向北西 - 南东，倾向南西，倾

角 20°～ 41°，沿走向控制长 1450m，控制矿面延伸宽度 915m，埋深 0 ～ 596m。矿体厚 1.03 ～

17.54m，平均厚 6.02m。矿体铜平均品位 2.83%，锌平均品位 1.56%。

Ⅱ4 矿体主要以层状、似层状展布，总体走向北西 - 南东，倾向南西，倾角 20°～ 41°，沿走向

控制长 656m，倾向长 715m，埋深 0 ～ 537m。矿体铅直厚度 0.90 ～ 5.54m，平均厚 2.66m。矿体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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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品位 0.60%，锌平均品位 3.37%。

中嘴矿段的两个矿体总体成似层状，走向 210°～ 240°，倾向北西，倾角 30°～ 50°，矿体水

平投影长度分别是 734m 和 372m，倾向长度分别为 378m 和 252m，矿体沿走向和倾向延伸均较为稳

定和连续。两个矿体的平均厚度均为 2.50m，矿体的平均品位，其中一个铜为 1.77%、锌为 0.74%，另

一个铜为 0.57%、锌为 0.61%。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区内绝大多数矿石属硫化矿石。依据主要金属硫化物含量及其产出方式，将矿石自然类型分为

致密块状矿石和浸染状矿石。按矿物组合分为闪锌矿矿石、黄铜矿矿石及闪锌矿黄铜矿矿石等。

矿石结构主要有他形粒状结构、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变晶结构、溶蚀结构、交代残余结构、

固溶体分解结构等。矿石构造以致密块状构造为主，其次为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网脉状构造、

团块状构造、角砾状构造。

标本名称 黄铜矿矿石 编号 DB034 形成时代 中元古代

  标本呈现灰褐色，中细粒粒状结构，浸染状构造。主要矿石矿物为磁黄铁矿、黄

铜矿、闪锌矿，少量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黑云母、长石，少量绿泥石等。

Cu品位5.51%，为富铜矿石。矿石矿物密切共生，石英及黑云母在矿石中普遍呈现拉
长的似层状-透镜状-眼球状构造。围岩为发育韧性变形构造-透镜状构造的糜棱岩

成因类型 中高温热液充填交代型 产地 四川省九龙县里伍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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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喀拉通克铜镍矿

喀拉通克铜镍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富蕴县喀拉通克乡，矿石品位高，工业矿体分布

相对集中，是我国著名的铜镍资源基地之一。

矿区地处阿尔泰褶皱系和准噶尔褶皱系结合部位的准噶尔褶皱系一侧，乌伦古河和额尔齐斯大断

裂之间，东与卡依尔特 - 二台大断裂相邻。成矿区带归属北准噶尔 Cu-Ni-Mo-Au 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石炭系下统南明水组（C1n），其次有泥盆系中统蕴都哈拉组（D2y）、古近系古

新 -始新统红砾山组（E1-2h）以及第四系全新统（Q4）。南明水组可分为上、中、下 3 个岩性段，其中

上段是区内主要含矿岩体侵入部位，上段下部以炭质沉凝灰岩为主，间夹炭质泥板岩、硅质沉凝灰岩及

细 -粗屑沉凝灰岩等，上部以泥岩、泥质板岩为主，夹有沉凝灰岩、含砾沉凝灰岩、硅质沉凝灰岩等。

（2）构造

矿区整体位于萨尔布拉克 - 萨色克巴斯陶复向斜东偏南部位，褶皱主要是沿萨尔布拉克 - 萨色克

巴斯陶复向斜两翼发育的次一级北西向展布的小褶皱，由南向北依次有南部向斜、南部背斜、中部向斜、

北部背斜、北部向斜。矿区断裂构造十分发育，数量众多，规模大小不等，主要为北西向、北北西向、

近东西向和北东向 4 组，其中北西向断裂是主要的控岩构造。

（3）岩浆岩

区内侵入岩主要为海西期侵入的中基性 - 超基性杂岩体，少数为燕山期的酸性脉岩。目前已发现

基性岩体 11 个，均侵位于下石炭统南明水组中，按其产出特征及其与构造的关系，分为南、北两个岩

带，展布方向均为 310°，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南岩带由一、二、三号岩体组成，北岩带由四、五、

六、七、八、九号 6 个岩体组成。十、十一号岩体分布于矿区南部。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喀拉通克矿区已知含矿较好的岩体分别是 Y1、Y2、Y3、Y6、Y7、Y8 和 Y9，它们分别对应的矿体是一、

二、三、六、七、八、九号矿床。其中，一号矿床已探明为大型铜镍矿床，其岩体几乎全岩都有金属

硫化物矿化现象，矿体部分占岩体的 40%，赋存标高为 1000 ～ 550m ；二、三号矿床为中型铜镍矿床，

其他均为小型矿床。矿体的形成与基性岩体的侵位有关，其形态与岩体基本一致。矿体一般埋深不大，

呈环带状分布，向南东倾伏延伸，纵投影图上呈不规则透镜体状，横剖面上呈巢状或囊状，平面上呈

荚豆状。其矿化局限于岩体范围内，且主要分布在岩体中下部的橄榄苏长岩相、苏长岩相及少量橄榄

辉绿长岩中。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区矿石按自然类型可划分为氧化矿石和原生硫化物矿石，以原生硫化物矿石为主。原生矿石又

分为致密块状矿石和浸染状矿石。矿区以铜、镍为主，矿石储量丰富，并伴生有金、银、钴、铂等多

种金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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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结构有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他形粒状结构、碎裂结构、交代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为致

密块状构造和浸染状构造，其次为细脉状构造、蜂窝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土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块状铜镍矿矿石 编号 DB038-1 形成时代 晚石炭世—早二叠世

  矿石标本呈褐黄色，中细粒粒状变晶结构，致密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紫

硫镍矿、磁黄铁矿、黄铜矿、磁铁矿，脉石矿物很少。矿石整体质地均匀。含Cu 
1.71%、Ni 1.62%

成因类型 岩浆熔离型 产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喀拉通克铜镍矿

标本名称 浸染状铜镍矿矿石 编号 DB038-2 形成时代 晚石炭世—早二叠世

  标本表面为灰黑色，具中粗粒变晶结构，致密块状、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主

要为磁黄铁矿、黄铜矿、镍黄铁矿等；脉石矿物有斜长石、角闪石、绢云母、方解

石等。Cu品位为0.56%，Ni品位为0.97%

成因类型 基性—超基性铜-镍硫化物型① 产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喀拉通克铜镍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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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云南省昆明市东川铜矿

东川铜矿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采矿历史悠久，是我国著名的产铜基地，享有“天南铜都”

的美誉。它是我国元古宙层控铜矿的典型代表，成矿特征明显，同类矿床分布广。

东川铜矿区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杨子板块西缘，康滇地轴的中段东缘——东川块状隆起上，其东、

南、西三面被断裂包围，北部与会理昆阳群相连，成矿区带属于康滇 Fe-Cu-V-Ti-Sn-Ni-REE-Au-

蓝石棉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地质构造复杂，出露的地层由新至老分别为 ：第四系（Q），震旦系上统陡山陀组（Zd），元

古宇昆阳群大营盘组（Pt2kn2d）、黑山组（Pt2kn2h）、落雪组（Pt2kn2l）、因民组（Pt2kn2y），古元古界小

溜口组（Pt1x）。

（2）构造

东川铜矿区属于昆阳裂谷内会理 - 东川裂陷槽东端的一个梯形断陷盆地，其四周被边界断裂——

麻塘断裂、普渡河断裂、宝九断裂、小江断裂所包围。矿区内部也形成了南北向与东西向两组主干断裂，

其中南北向的落因破碎带和东西向的汤丹 - 滥泥坪断裂、黄水箐－新塘断裂、四棵树 - 面山断裂等具

生长断裂或后期多次活动的特点，使东川断陷盆地进一步分解为一些半地堑式的沉积洼地。

（3）岩浆岩

矿区岩浆活动强烈，活动时间长，活动的高峰主要是因民期和晋宁晚期。因民期以火山岩为主，

晋宁晚期以侵入岩为主。火山岩主要为细碧角斑岩系，其次为玄武岩，局部地段见粗面岩。火山碎屑

岩有火山角砾岩、凝灰岩、沉积凝灰岩等。侵入岩主要为辉长岩、辉绿岩及少量的钠长闪长岩、石英

钠长斑岩等。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主要见于因民组底部，其次为小溜口组、黑山组。侵入岩主要沿落

因破碎带及其两侧的横断层、纵断裂侵入呈岩墙、岩脉状产出。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东川矿田的矿床可划分为两大矿带 ：北部为因民落雪矿带，全长 28km ；东南部为新塘 - 汤丹 -

滥泥坪矿带（简称汤新矿带），断续延长 17km。矿床类型主要有“东川式”铜矿床、“稀矿山式”含铜

磁铁矿床、“滥泥坪式”铜矿床、“桃园式”铜矿床以及新发现的“小溜口式”和“播卡式”金矿床 6 种。

矿体主要呈层状、似层状产出，显示同生矿化的特征。另有某些矿体呈脉状、透镜状、不规则囊状等产出，

具有较明显的后生矿化特征。

因民铜矿 ：位于西部弧形褶皱带中段，落因背斜西翼，落因破碎带西侧。经地质勘查探获矿体

20 个。主矿体 3 个，呈层状、似层状。矿体走向 340°～ 355°，倾向南西，倾角 55°～ 80°。其中，

一个主矿体长 1725m，延深大于 400m，真厚度 1.21 ～ 12.60m, 平均厚度 5.04m，铜平均品位 1.04% ；

另一个主矿体走向延长大于 1000m，延深大于 560m，矿体真厚度 2.50 ～ 25.80m, 平均厚度 11.01m，

铜平均品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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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泥坪铜矿 ：位于南部黄草岭弧形褶皱带西段，吊楼梯断裂与滥泥坪逆断裂之间，经地质勘查

探获矿体 21 个。主矿体 3 个，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矿体总体走向 63°，倾向北西，倾角 57°～

60°，矿体长 200m，控制垂深分别是 371m、199m 和 240m，平均厚度分别为 1.40m、1.57m 和 6.35m，

平均铜品位是 0.76%、1.41% 和 1.15%。

本标本采自滥泥坪矿区白锡腊矿段。主要矿体有 LL3、LV4，其特征概述如下 ：

LL3 矿体控制长度 200m，倾斜深 438m，厚 1.0 ～ 1.80m，平均厚 1.40m；Cu 品位为 0.44% ～ 0.91%，

平均品位 0.76%。矿体呈似层状、沿层透镜状产出，走向为 63°，倾向北西，倾角 57°。赋矿层位为

落雪组一段，容矿岩石为灰白色硅质、砂泥质白云岩。

LV4 矿体控制长度 380m，倾斜深 233m，厚 3.75 ～ 15.00m，平均厚 9.38m ；Cu 平均品位 1.76%。

矿体呈似层状，走向为 56°，倾向 326°，倾角 64°。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区主要有 3 种矿石类型：硫化矿石、氧化矿、混合矿。以铜为主，伴生有益组分 Fe、Au、 Ag 等。

矿石结构有格状、乳滴状、文象状、叶片状、碎屑结构、粒状、交代残余等结构。矿石构造具沉积特征，

主要为层纹状、韵律条带状、团粒浸染状、马尾丝状、叠层状、竹叶状、鲕状、波痕状、斜层理状等构造，

受改造地段的矿石为块状、角砾状、揉皱状、网脉状构造等，氧化带矿石为皮壳状、葡萄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砂岩型铜矿矿石 编号 DB027 形成时代 中元古代

  本矿石标本采自东川滥泥坪矿区白锡腊矿段。标本表面为灰白—黄白色，具

重结晶结构，块状构造。矿石矿物有辉铜矿、斑铜矿、黄铜矿、黄铁矿、孔雀石

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白云石、石英。Cu品位为0.62%

成因类型 海相沉积变质改造型 产地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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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云南省牟定县郝家河铜矿

郝家河铜矿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新桥镇，地处滇中含铜砂岩成矿带的南段，成矿条

件优越，找矿潜力较大。

郝家河铜矿床地处杨子地台西南部川滇南北向构造带的南西缘，滇中中生代陆相盆地中段偏东侧，

属于楚雄盆地 Cu- 钙芒硝 - 石盐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白垩系下统普昌河组、上统马头山组和古近系江底河组。由普昌河组到古近

系的江底河组沉积环境是由湖盆相经河流相又返回到湖盆相，形成黏土岩 - 碎屑岩 - 黏土岩的沉积物，

沉积环境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沉积物堆积，为铜矿化沉积和富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马头山组郝家河段为牟定铜矿田乃至整个滇中砂岩铜矿的主要含矿层，以中 - 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为主，上部和底部含砾石或形成砾岩透镜体。按岩性可细分为上、中、下 3 个亚段，铜矿化（矿体）

主要赋存于第二亚段的中下部，其次是上亚段的中上部。

（2）构造

郝家河矿床位于朵基背斜的东翼，构造较为复杂，但总体来看它是朵基背斜构造的派生构造。依

褶皱形态和分布将郝家河矿床的褶皱构造分为 7 个小单元，狮子山背斜是矿区的主要褶皱构造。郝家

河矿床内发现了大小断层 56 条，断裂构造基本可归纳为 4 组 ：北西向组、北东向组、北北东向组、北

西西组，以前两组为主，多为高角度逆断层。郝家河矿床的控矿构造是朵基背斜的派生构造。狮子山

背斜，F1 断层应属矿床的主要控矿构造，它控制了矿带、矿群的展布。其他构造则影响矿体形态、规

模和矿体的贫富，尤其是几组不同方向的断裂交织部位有利于矿化富集，往往形成富厚矿体。

（3）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一般，未发现岩浆岩出露，脉岩也不发育。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区已圈定矿体 151 个，按其产出层位分属 3 个矿群。由上往下分别是 ：Ⅱ号矿群产出于郝家

河段第三亚段浅色砂岩中，有矿体 14 个 ；Ⅲ号矿群产出于郝家河段第二亚段中上部大浅紫界面之上

的浅色砂岩中，有矿体 105 个，为主要矿群，其中主矿体Ⅲ1 号的储量占矿床储量的 56.6%，斜长达

2250m，宽 56 ～ 477m ；而大部分矿体的走向和斜长延伸小于 200m。Ⅳ号矿群产出于郝家河第二亚段

浅紫界面之下紫色层顶部的浅色砂岩透镜体中，有矿体 32 个。矿带呈北西 - 南东向展布，矿体的分

布较集中，主要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产出。

矿体主要集中分布于 3 个位置 ：矿化带西侧近全紫界线附近的浅色砂岩中 ；郝家河段第二亚段中

上部大浅紫界面之上紧靠浅紫界面的浅色砂岩中 ；断裂发育处，尤其是断裂交汇部位。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类型属于含铜砂岩型矿石。成矿元素主要为铜，伴生组分主要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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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结构主要以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结晶粒状结构、交代结构为主，次为镶嵌结构、溶蚀边

结构、交代假象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脉状构造，次为层纹状构造、角

砾状构造、星点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砂岩型辉铜矿矿石 编号 DB069-1-2-3 形成时代 白垩纪

  本矿石标本采自郝家河矿区。标本表面为灰绿色，具中-细粒结构，块状构
造。矿石矿物主要为辉铜矿、孔雀石、斑铜矿、蓝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

英、长石等。Cu品位为1.39%

成因类型 沉积-改造型 产地 云南省牟定县郝家河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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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中甸普朗铜矿

普朗铜矿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格咱乡，地处普朗 - 红山铜多金属成矿亚带南缘，

是我国近年来发现的重要斑岩型铜矿床。

普朗铜矿地处甘孜 - 理塘结合带西侧德格 - 中甸陆块东缘，印支期义敦 - 中甸岛弧带南段，成矿

区带属于义敦 - 香格里拉 Au-Ag-Pb-Zn-Cu-Sn-Hg-Sb-W-Be 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主要出露三叠系上统图姆沟组（T3t），次有第四系（Q）。图姆沟组总体属火山碎屑岩建造，

厚度大于 1km。岩性为灰至深灰色板岩、粉砂质绢云板岩，夹变质砂岩、安山岩等。根据岩性组合特

征又分为 ：图姆沟组一段（T3t
1）、图姆沟组二段第一层（T3t

2-1）、图姆沟组二段第二层（T3t
2-2）。区内

第四系沉积较为复杂，有坡积、残坡积、河床堆积及冰川堆积。

（2）构造

矿区位于普朗向斜东翼，区内构造活动强烈，发育断层、次级褶皱以及节理（裂隙）。区内褶皱构

造主要为普朗向斜的次级褶皱——普朗背形构造。普朗背斜构造受普朗复式岩体的影响，总体呈构造

穹窿状。区内断裂主要为北西向的黑水塘断裂及近东西向的全干力达断裂，它们控制了斑（玢）岩体

及矿（化）体的产出。黑水塘断裂位于矿区中部，是区内最大的重要断层。岩体内裂隙构造发育，尤

其是在矿化体内，主要集中在含矿斑岩体中心部位。

（3）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分布较广，以侵入岩为主，火山岩次之。侵入岩形成时代为印支期，出露面积约占总

面积的 29.7%，主要岩石类型为中酸性的石英二长斑岩、石英闪长玢岩、花岗闪长斑岩。其中含矿岩

体主要为石英闪长玢岩和石英二长斑岩组成的复式岩体。火山岩主要发育在上三叠统曲嘎寺组（分布

在矿区外）和图姆沟组中，后者构成普朗复式岩体的直接围岩。岩石类型主要为安山岩。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床产于印支—燕山早期普朗复式斑岩体中，属于岛弧斑岩型铜矿床。矿体严格受岩体和构造裂

隙、围岩蚀变控制，赋矿部位及矿体顶、底板岩性标志明显。矿体顶、底板与含矿岩石一致，主要为

石英二长斑岩，其次为石英闪长玢岩、花岗闪长斑岩，南部有少量角岩。工业矿体主要产于钾化硅化

带和绢英岩化带中。目前共圈定 2 个矿化体、5 个工业矿体，矿床规模已达大至特大型。矿体形态简单，

主要呈透镜状、脉状、条带状等。

KT1 矿化体 ：产于普朗Ⅰ号斑岩体中，矿体受 NW 向黑水搪断裂及近 SW 向全干力达断裂控制，

大致呈“Y”字形，北西翼长 2000m, 宽 500 ～ 600m ；北东翼长 2300m，宽 200 ～ 500m。两者交汇部

位宽 600 ～ 800m，面积约 1.09km2。北西翼倾向 NE，陡顷，倾角约 65°～ 85°；北东翼倾向 SE，陡顷，

倾角约 68°～ 87°。Cu 品位 0.20% ～ 0.74%，平均 0.54%，伴生 Au 0.08 ～ 0.25g/t。另外 3 个矿体规

模较小，均呈近 EW 向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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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T2 矿化体 ：位于普朗复式岩体北部，面积约 0.18km2。Cu 品位 0.10% ～ 1.90%，平均 0.37%。

KHT2 矿化体赋存 1 个工业矿体。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区以硫化矿为主，东部、西部的浅部见有少量的氧化矿、混合矿。根据矿石成分和矿物组合，

可分为石英二长斑岩型铜矿石、石英闪长玢岩型铜矿石、角岩型铜矿石、花岗闪长斑岩型铜矿石。成

矿元素以铜为主，伴有金、银、钼、钯、硫等多种有益组分。

矿石结构有半自形粒状结构、他形粒状结构、交代溶蚀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压碎结构等。矿石

构造有浸染状构造、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斑杂状构造、鲕状构造、土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斑岩型铜矿 编号 DB067-1 形成时代 印支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普朗矿区KT1矿体。标本表面为浅灰色，具粒状、交代结构，
细粒浸染状、块状构造。矿石矿物有黄铜矿、黄铁矿、斑铜矿、磁黄铁矿、磁铁

矿；脉石矿物有钾长石、石英、绢云母等。Cu品位为0.5%

成因类型 斑岩型① 产地 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中甸普朗铜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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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铅锌矿

一、广东省仁化县凡口铅锌矿

凡口铅锌矿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董塘镇，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铅锌矿山，累计探明铅锌金属储

量超过 7×106t，也是国内金属矿山开采深度最大的矿床之一。

凡口铅锌矿区位于四会 - 吴川深大断裂北段西侧的粤北曲仁上古生界构造断陷盆地北缘，仁化 -

乐昌东西向铅锌成矿带东段。成矿区带属于曲江 - 怀集 Pb-Zn-Sn-W 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有：寒武系八村群，泥盆系中下统桂头组、上统帽子峰组，石炭系岩关阶孟公坳组、

下统大塘阶测水段和壶天群，二叠系及第四系等。其中八村群为浅变质碎屑岩 ；中泥盆统上部—石炭

系为碳酸盐岩夹少量碎屑岩，是矿区的主要赋矿岩性，以泥盆系碳酸盐岩为主。

（2）构造

矿区构造复杂，断裂、褶皱、层间滑动构造十分发育。区内的褶皱构造表现为以北西向凡口复式

倾伏向斜为主体，随着逆冲断裂构造的活动，在地层中形成一系列次级褶皱，如狮岭背斜。断裂构造

是矿区最主要的构造形迹，发育程度较高。根据断裂的展布方向，分为北北东 - 南北向组、北东向组、

北西向组、近东西向组。层间滑动构造十分发育，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沿岩性和岩石组构界面发育，是

凡口矿区的主要容矿空间。

（3）岩浆岩

矿区内的岩浆岩较少，且种类较简单。常见的岩浆岩是呈不同形态或受不同断裂或裂隙构造控制

的辉绿岩脉，其厚 1 ～ 20m，延展长度不等，产状不稳定，形态不规则。另外在矿区个别钻孔中见厚

度约 2m 的细粒闪长岩岩脉和闪长玢岩脉。目前在矿区的不同深度内，未见与铅锌成矿作用有关的花

岗岩体。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凡口铅锌矿是中国最典型的“一富、二大、三集中、四隐伏”的超大型铅锌矿床，其矿体地质特

征有其特殊性。矿区已探明的 100 多条工业矿体，矿体形态复杂、产状及规模变化都较大。大小矿体

基本沿断裂 F3 南段、F101、F102 和 F4 北段上盘分布，形成一个在空间上时断时续、膨大缩小、分支复

合的北北东向展布的狭长矿带。矿体总体走向 NE15°～ 40°之间，总长近 2500m, 宽 200 ～ 400 余米，

倾向延深近 1000m。矿体的产出空间位置受北东向断裂构造、层间破碎带与岩性组合共同控制。

矿体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依附于控矿断裂就位的矿体，其多呈向断裂一侧膨大、

背向尖灭的复杂楔形体，为主要矿体形态，另一种是在狮岭南 - 狮岭区段与东矿带南部、产于中泥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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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东岗岭上亚组层间破碎带的矿体及赋存于下石炭统中的矿体，多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并具有尖

灭再现之特点。矿体走向延伸一般在 100 ～ 650m 之间，最大者大于 1000m，而倾向上延深一般数十

米至 300m，以 50 ～ 70m 居多。

矿体厚度变化较大，一般达几米至 240m，往往在依附断层时较大，甚至上下层矿体顺断层同一盘

互相粘连沟通，而离开断层后则很快变薄而尖灭。矿体均与围岩的界线清晰，呈突变状。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除埋藏于浅部、赋存于下石炭统的部分矿体为黄铁矿铅锌氧化矿外，其他全部为黄铁铅锌原生矿。

绝大部分矿石为块状矿石，仅有少量为脉状矿石或浸染状矿石。矿石主要有用组分为铅、锌、硫，主

要伴生组分为银，次要伴生组分为镓、锗、铟、镉等。

矿石结构主要有晶粒状结构、环带结构、草莓状结构、溶蚀结构、交代结构、压碎结构、乳滴状

结构等。矿石构造有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层纹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铅锌矿矿石 编号 DB057-1 形成时代 加里东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凡口矿区。标本表面为褐黑色，具晶粒结构，条带状、块状

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方解石、白

云石、石英等。Pb品位4.89%，Zn品位9.12%

成因类型 中低温热液型 产地 广东省仁化县凡口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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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佛子冲铅锌矿

佛子冲铅锌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与苍梧县交界处，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大型铅锌矿床之一。

矿区以铅、锌为主，伴生银、镉、铜等元素。

佛子冲铅锌矿区位于南岭东西向构造带中段南缘，桂东南新华夏系廉江 - 岑溪断裂带北端多种构

造体系的复合部位，成矿区带属于云开 Sn-Au-Ag-Pb-Zn-Mo-W-Nb-Ta 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下古生界奥陶系和志留系，属浅海至滨海相沉积。奥陶系岩性以浅变质

砂岩、粉砂岩为主，次为板岩，其中夹有部分白云质、泥质灰岩、含泥质粉砂岩。志留系为一套深灰

色或浅灰色板岩夹砂岩，石英砂岩（或砂条带）以及角砾状、扁豆状灰岩。灰岩常包含泥质粉砂岩、

板岩角砾，角砾大小不等， 属同生角砾构造。

（2）构造

佛子冲矿区褶皱与断层都十分发育。矿区的褶皱主要是佛子冲背斜，褶皱的轴向是北北东向。佛

子冲背斜是主干褶皱，贯穿全区，背斜核部有大冲花岗闪长岩体侵入。两翼的近轴部发育有平行轴向

断层，由于断层活动切割及岩体的侵入使褶皱北西翼残缺不全。两翼地层中有层状和似层状的矿体产出。

矿区断裂发育，除了与主褶皱平行的北北东向断层外，还有北东向、南北向、北西向断裂，分为正、

逆断层、平移断层等，可以说矿区是以断裂为主的构造格局。北东向、北北东向和近南北向 3 组断层

为矿区内主要断层。

（3）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活动强烈，其分布面积也较广，主要为侵入岩。生成时代主要为燕山期，侵入岩除了

北东侧广平岩体呈岩基产出外，其余的岩体均呈岩枝、岩株、岩脉状。岩浆岩成分以酸性至中酸性为主，

按岩性分有黑云母花岗岩、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英安斑岩及流纹斑岩等。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佛子冲矿田内矿床众多，主要有佛子冲矿床（包括石门矿段、刀支口矿段和大罗坪矿段等）、牛卫

矿床、勒寨矿床、龙湾矿床、午龙岗矿床等。按其产出特征和赋存条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佛子冲式 ：佛子冲矿床为代表。矿体多产自奥陶纪地层内的钙质砂岩、灰岩和黑色板岩夹层中，

通常以层状、似层状为主，透镜状及不规则状次之，矿体产状与岩层产状基本一致。

牛卫式 ：牛卫矿床为其代表。矿体多产于志留系下统中的泥质粉砂岩、灰岩和黑色板岩的夹层中。

矿化受岩性和断裂双重影响，矿体的形态复杂，呈现出筒状、透镜状、不规则状、瘤状等。

标本采自矿区石门—刀支口矿段，其矿体位于佛子冲背斜东翼刀支口矿段中部一带，目前已发现

5 ( Ⅲ -1 至Ⅲ -5) 个矿体，产于佛子冲背斜近轴部的东翼中奥陶统中组灰岩、白云质灰岩、钙质泥岩

中，沿砂岩中的含白云质泥质灰岩夹层交代形成，其产状形态受泥质灰岩严格控制，矿体呈层状、似

层状、透镜状、薄板状，矿体的产状与地层一致，并与地层同步褶皱，局部有斜交层理面现象，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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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面上近北东向平行展布，倾向 125°～ 150°，倾角变化较大，矿体Ⅲ－ 5 的倾角为 44°、最缓，

矿体Ⅲ－ 4 的倾角为 44°、最陡，矿体长度为近百米，单个矿体最厚 3.30m、 最薄 0.96m，矿体倾向延

深几十米。铅、锌平均品位以Ⅲ－ 5 号矿体最高，分别是 4.12%、1.81%，以Ⅲ－ 3 号矿体较低，分别

是 0.66%、0.06%。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的工业类型可分为硫化矿石、氧化矿石和混合矿石 3 类。在单个矿体中，上部为氧化矿石，

下部为硫化矿石，二者之间为过渡型混合矿石。

矿石结构以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为主，次为交代溶蚀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

压碎结构等；矿石构造以条带状构造、浸染状构造、块状构造最常见，此外有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铅锌矿矿石 编号 DB015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矿区石门-刀支口矿段。标本表面为褐灰色，具粒状结构，块
状、条带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

等；脉石矿物有透辉石、黝帘石、方解石等。Pb品位为24.66%，Zn品位为11.60%

成因类型 矽卡岩型① 产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佛子冲铅锌矿

① 据徐志刚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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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南省郴州市东坡铅锌矿

东坡铅锌矿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是南岭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矿床之一，以成矿地质条件优越、

矿产资源丰富而闻名于世，是我国重要的铅锌原料生产基地。

矿区位于南岭纬向构造带中段北缘，处于西山背斜与五盖山背斜之间的东坡 - 月枚复式向斜的北

部昂起端，属于南岭 W-Sn-Mo-Bi-Pb-Zn-Cu-Fe-Mn-Au-Ag 多金属成矿带。矿田内褶皱、断裂

构造及花岗岩非常发育，成矿条件非常有利。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田内出露的地层有震旦系、寒武系、泥盆系、石炭系及第四系，总厚度大于 4500m。地层以泥盆系—

石炭系为主，次为寒武系—震旦系，二者出露面积占地层分布面积的 80% 以上。寒武系—震旦系主要

分布于本区东部的西山山脉、枞树板一带，为一套类复理石碎屑岩系，其岩性为变质砂岩、砂质板岩、

硅质岩，是裂隙充填型锡铅锌银矿床的主要赋矿围岩 ；泥盆系—二叠系广泛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以碳

酸盐岩为主夹碎屑岩，是接触交代型、交代 - 充填型矿床的有利围岩。上古生界以角度不整合于下古

生界岩层之上。

（2）构造

本区位于华南褶皱系湘南加里东 - 印支穿插褶皱带，构造变形强烈，褶皱断裂发育，演变历史悠久，

经历了地槽、地台、地台活化等 3 个构造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形成了加里东构造层、海西印支构

造层和燕山构造层。不同构造变形阶段形成的构造形迹彼此交截、叠加和改造，呈现出以东西向构造

为基底，南北向、北北东—北东向、北西向构造为骨架的构造格局。其中北北东—北东向构造是重要

的控岩控矿构造，对钨锡铅锌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3）岩浆岩

3 个矿段分别位于千里山主体北、东、南侧，千里山岩体呈岩株状产出，走向近南北向，平面出

露北宽南窄，形似倒葫芦状，面积近 10km2。该岩体形成于燕山早期，由于构造运动的多期性，致使

岩浆活动具有多期、多阶段侵入的特点，形成了复式酸性岩体。千里山花岗岩体可划分出燕山早期及

燕山晚期两个侵入期，早期又可划分为 3 个侵入期次，晚期又可划分为两个侵入期次。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区内矿体主要有银铅锌矿体及铅锌矿体、矽卡岩型钨多金属矿体、大理岩网脉型钨多金属矿体

（W2-1）、云英岩型多金属矿体（W2-3）、石英脉型钨矿体（Ⅰ1）。银铅锌矿体及铅锌矿体均受断裂构造控制，

主要赋存于泥盆系佘田桥组及棋梓桥组灰岩中，矿体多呈脉状产出；矽卡岩型钨多金属矿体主要有 2 个，

即 W1 矿体和 W2-2 矿体。两个矿体产状均受岩体接触带控制，矽卡岩体往往就是矿体。

标本采自东坡矿区Ⅰ铅锌矿带内，位于野鸡尾—牛角垅矿段，该矿段包括Ⅰ2、Ⅰ3、Ⅰ5、Ⅰ6 等数

条银铅锌矿体及Ⅰ1、Ⅰ4 等多条铅锌矿体。Ⅰ铅锌矿带走向北东 5°左右，倾向东，倾角 45°～ 80°，

主要产于 F3 断裂下盘棋梓桥组灰岩中，矿带中矿体呈脉状产出。控制延伸长度几百米，倾向延深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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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至几百米。矿带中银铅锌矿体单层见矿厚 1.07 ～ 19.69m，单矿体平均品位 ：Pb2.10% ～ 7.94%，

Zn2.39% ～ 3.25%，Ag60 ～ 564.22g/t。Ⅰ4 铅锌矿体，单层见矿厚度 1.58 ～ 6.54m，单矿体平均品位：

Pb7.83%，Zn4.8，Ag25.90g/t。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由于各种矿体所处地质环境和形成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矿石类型。不同的矿石类型矿物组

合不同，主要有磁黄铁铅锌矿石、银铅锌矿石、铅锌矿石、矽卡岩型钨钼铋锡矿石、云英岩型钨钼铋

锡矿石、网脉状大理岩型钨钼铋锡矿石及矽卡岩型磁铁钨钼铋锡矿石。

区内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晶结构、他形晶结构、交代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包含结构、

乳滴状结构、鳞片状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细脉状构造、网脉状构造、

块状构造。

标本名称 铅锌矿矿石 编号 DB063-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东坡矿区。标本表面为灰褐色，具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致

密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有石

英、白云石、方解石等。Pb平均品位为3.79%，Zn平均品位为3.95%，Ag平均品位
为18.04g/t

成因类型 矽卡岩型 产地 湖南省郴州市东坡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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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南省桂阳县宝山铅锌银矿

宝山铅锌银矿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境内，是南岭成矿带中重要的多金属矿床。郴州素有“中

国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宝山铅锌银矿则是其中重要的有色金属基地。

宝山矿区地处南岭东西向构造带的中段北缘、耒阳 - 临武南北向构造带的南端，黄沙坪 - 宝山南

北向复式向斜的北端，属于南岭东西向成矿带中段北缘，为 Pb-Zn-W-Sn-Cu 成矿亚带。区内地层比

较发育，构造复杂，燕山期小岩体多，矿产资源丰富。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宝山矿区出露地层有 ：泥盆系上统佘田桥组、锡矿山组 ；石炭系下统孟公坳组、石磴子组、测水

组、梓门桥组，中上统壶天群。其中石磴子组灰岩、测水组砂页岩为本区主要的赋矿层位及岩性。

（2）构造

区内构造复杂，主要形成于印支—燕山期，由一系列的倒转背、向斜及压性、压扭性断裂构造构成。

矿区主构造线方向为北东 - 南西向。后期横断层 F3 将矿区划分为南北两区。矿区与矿床有关的褶皱主

要有宝岭倒转倾伏背斜、宝岭北倒转向斜、牛心倒转复式背斜、财神庙倒转背斜、杉木岭 - 桂阳 - 中

倒转向斜。矿区断裂根据其走向可分为北东向组和北西向组，其中北东向组断裂主要有 F109、F21、F0、

F1 等，北西向组断裂主要有 F2、F3、F4、F5 等，北东向组断裂与成矿较密切。

（3）岩浆岩

宝山矿区的岩浆岩均为燕山早期超浅成中酸性小岩体，岩石类型主要有花岗闪长斑岩、微晶花岗

闪长斑岩、石英斑岩、英安质凝灰角砾岩、辉绿玢岩。矿区地表出露岩体 26 个，其中以微粒花岗闪长

斑岩为主。矿区中的岩体主要分布在 3 个北西西向展布的岩带中。宝山矿区代表性岩体为隐伏于宝岭

倒转背斜中的 306 号花岗闪长斑岩，整个岩体具钾长石化，岩体上盘接触带具矽卡岩化，岩体中 Cu、

Mo、W、Bi、Pb、Zn、Ti、Cr、Ni 等元素含量较高。该岩体与成矿关系极为密切。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宝山矿区西部深部矿体主要赋存在 F21 断裂破碎带及其下盘的宝岭北倒转向斜、宝岭倒转背斜中。

其中在 157 ～ 173 线共探获铜钼矿体 35 个，主要赋存在宝岭倒转背斜核部矽卡岩中。在 158 ～ 169 线

共探获铅锌银矿体 25 个，主要赋存在宝岭倒转背斜核部、倒转翼石磴子组灰岩、测水组砂页岩中和宝

岭北倒转向斜测水组砂页岩与梓门桥组白云岩、石磴子组灰岩的接触地段，以及 F21 断裂破碎带。主

要矿体有 7 个，其中以 PZ-1、PZ-3、PZ-5 规模最大。

标本属于灰岩型浸染状黄铁铅锌矿石，与 PZ-5 矿体矿石类型相似。PZ-5 矿体赋存于宝岭倒转背

斜核部石磴子灰岩层间裂隙带中，分布在 150 ～ 157 线，矿体沿走向控制长 300m，倾向延深 650m。

矿体真厚度 0.39 ～ 15.59m，平均厚为 4.67m，矿体呈脉状、透镜状，走向北东，倾向北西，倾角 17°

～ 62°， Pb 平均品位 4.60%， Zn 平均品位 5.65%， Ag 平均品位 65.17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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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宝山矿区铜钼矿石类型主要有矽卡岩型铜钼综合矿石、矽卡岩型单钼矿石、矽卡岩型单铜矿石。

铅锌矿石类型主要有灰岩型原生铅锌矿石、砂页岩型铅锌矿石、白云岩型混合铅锌矿石。

区内矿石结构主要有他形—半自形细粒结构、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中细粒结构、他形不等粒

结构、交代结构等。

区内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网脉状构造、块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铅锌银矿矿石 编号 DB062-1 形成时代 燕山晚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宝山矿区。标本表面为褐黄色—灰褐色，具自形—半自形粒

状、交代结构，致密块状、浸染状、角砾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是黄铁矿、毒砂、

方铅矿、闪锌矿，其次为白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脉石矿物有石英、白云石、

方解石、绢云母、绿泥石等。Pb品位为4.09%，Zn品位为4.76%，Ag品位为102.39g/t

成因类型 中低温热液交代裂隙充填型 产地 湖南省桂阳县宝山铅锌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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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南省花垣县狮子山花垣铅锌矿

花垣铅锌矿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境内，是我国重要的铅锌矿产资源后备基地，

具有形成以铅锌为主的超大型矿床前景。

花垣铅锌矿田位于花垣-张家界深大断裂与麻栗场断裂（保靖-铜仁-玉屏深大断裂北东段）之间，

属南岭中段 Pb-Zn-Ag-Sn-W-Mo-Bi-Cu-RM-Mn-Fe- 硫铁矿成矿亚带。该矿田由 7 个矿区组成，

其中狮子山矿区矿层和矿体厚度大、特征典型，以下矿区地质概况以狮子山矿区为主。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有青白口系、南华系、震旦系、寒武系和第四系。其中寒武系广泛出露，属于台

地边缘浅滩相沉积。寒武系由老至新为 ：下统牛蹄塘组、石牌组和清虚洞组，中统高台组，中 - 上统

娄山关群。清虚洞组为矿区铅锌矿的含矿地层，据其岩性特征可分为上、下两段。下段为灰岩段，含

4 个岩性亚段 ；上段为白云岩段含两个岩性亚段。区内铅锌矿主要赋存于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下段第

三亚段藻礁相灰岩地层中。

（2）构造

矿区内断裂构造较发育，规模较大的断裂构造有 F1、F2、F3、F4、F5、F6、F7、F8 共 8 条断层，是

矿区的主要构造格架。其中洞里断层 F4 是矿区内与矿体分布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条重要断层，断层走向

北东 40°～ 54°，断面倾向南东，倾角 63°～ 77°。区内褶皱构造不发育，褶皱以狮子山背斜为主体，

轴向北东，轴部有断层通过，轴部开阔平缓，两翼基本对称。区内节理 - 裂隙 - 缝合线构造分布普遍，

它们对区内的成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岩浆岩

花垣铅锌矿属密西西比型铅锌矿床，矿床成因与岩浆岩无关。矿区范围内火成岩一般不出露，零

星发现的火成岩也与成矿无关。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区含矿岩层主要为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下段第三亚段，岩性主要为厚层至巨厚层藻灰岩或砂屑

灰岩，矿区已发现的铅锌矿体 98% 位于该层中。矿区第二个含矿岩层为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下段第四

亚段，主要是下部含有铅锌矿体，岩性主要为砂屑灰岩，次为藻灰岩。

矿区矿体形态简单，主要是似层状矿体，且具有多层性。铅锌矿体在含矿岩层中均大致顺层产出，

倾角一般 2°～ 10°，十分平缓，局部受断层影响可达 18°。由于本矿区的含矿岩层呈缓波状弯曲，

因此造成矿体的倾向及走向不明显。经勘查，在矿区共圈定矿体 65 个，其中大型矿体 5 个，中型矿体

15 个，小型矿体 45 个。

似层状矿体走向以北东为主，北北东向、近南北向及近东西向有少量矿体 ；倾向以北西为主，倾

角一般 5°～ 9°，局部因断裂构造影响，可变陡至 15°～ 25° ；矿体沿走向延伸长一般为 800 ～

3000 ｍ，倾向延伸 100 ～ 350 ｍ，矿体厚度一般为 2.6 ～ 3.1 ｍ，最大厚 9.73 ｍ。Pb ＋ Zn 平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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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75％。脉状矿体走向北东，倾向以南东为主，倾角一般 70°～ 80°。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矿石中的主要有用组分含量可划分为锌矿石、含铅锌矿石、铅锌矿石、含锌铅矿石及铅矿石

5 个自然类型 ；按矿石构造又可划分为环状矿石、斑脉状矿石、细脉状矿石和斑点状矿石。矿区内矿

石工业类型以硫化矿石为主，氧化矿石微量。

矿石结构主要有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次为草莓状结构。矿石构造主要有环状构造、

斑脉状构造、细脉状构造、斑点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层控低温热液型铅锌矿矿石 编号 DB102 形成时代 早寒武世

  标本采自狮子山矿区8号采场。标本呈钢灰白色，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团
块状、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磁黄铁矿等；脉石

矿物为脉状-浸染状方解石等。Pb品位为1.29%，Zn品位为2.57%

成因类型 层控低温热液型 产地 湖南省花垣县狮子山花垣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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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辽宁省凤城市青城子铅锌矿

青城子铅锌矿位于辽宁省凤城市，是我国北方的大型铅锌矿床。它产于辽东裂谷带地体中，严格

受地层及建造、岩浆和构造作用控制。

青城子铅锌矿位于辽东古元古代裂谷带内，该裂谷带向东延入吉林南部和朝鲜北部，惯称辽（东）

老（岭）摩（天岭）裂谷带。裂谷带介于南部狼林地块和北部龙岗地块之间，是在太古宙结晶基底之

上发展起来的元古宙构造单元。成矿区带属辽东 Fe-Cu-Pb-Zn-Au-U- 硼 - 菱镁矿 - 滑石 - 石墨 -

金刚石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青城子矿区以辽吉花岗岩为基底，广泛分布辽河群沉积变质岩系，主要出露辽河群高家峪组、大

石桥组和盖县组。高家峪组和大石桥组是铅锌主要赋矿层位。下部赋矿层由高家峪组和大石桥组下部

层位组成 ；上部赋矿层主要由大石桥岩组上部层位构成。

（2）构造

青城子矿区经历过多次构造活动和岩浆侵位，构造比较复杂，褶皱形成了矿区主要构造格架。褶

皱构造活动主要有 3 期 ：早期形成近东西向平缓开阔褶皱 ；中期出现了北北西 - 近南北走向韧脆性叠

瓦式推覆构造 ；晚期以断裂构造为主，形成北东和北西向断裂构造，以及一组北东向平缓的褶皱。

断裂构造主要有北东与北西向两组，包括 ：石家西沟－罗家堡子北东向压扭性断裂，朱家堡子 -

马家堡子北东向压扭性断裂；尖山子－罗圈背北西向压扭性断裂，北砬子－朱家堡子北西向压扭性断裂。

（3）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主要有辽河期、印支期和燕山晚期。辽河期 ：裂谷回返期的构造作用不仅使

青城子矿区内辽河群变质变形加剧，同时伴有岩浆的侵入。印支期 ：在矿田内有南部双顶沟似斑状二

长花岗岩体和北部新岭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体。燕山晚期 ：主要侵入有花岗斑岩和各种基性脉岩。花岗

斑岩较大的岩体为姚家沟岩体。中基性岩脉主要为煌斑岩和闪长玢岩，呈脉状产出，常与矿化相伴。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青城子矿田由 15 个铅锌矿床、200 多条铅锌矿体组成，矿体形态复杂多样，据矿体形态和产状大

致可归纳为 3 类。层状、似层状矿体 ：矿体形态稳定，与岩层整合产出，矿体规模大，品位较低。脉

状矿体 ：矿体呈不规则脉状或不规则囊状，一般延长 30 ～ 400m，矿体规模较小，但品位较富。羽脉

状复合矿体 ：矿体规模大小不一，形态不规则，延长可达 300m，矿石品位较高。

标本采自甸南矿段，矿体赋存于高家峪岩组和大石桥岩组下部碳酸盐岩与斜长角闪岩、变粒岩的

互层带中。矿体产状 ：走向北 60°～ 70°西，倾向北东，倾角 40°～ 70°，矿带断续延长 800 ～

1500m，倾斜延深 240m。单个矿体长 50 ～ 150m，个别可达 200m ；厚 0.5 ～ 15m， 平均 8m，矿体与

围岩产状基本一致，常集中成带分布。矿体以充填似层脉状、浸染状为特征， Pb 品位平均 2.33％，Zn

品位平均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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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青城子矿区内矿石类型较多，不同的矿物共生组合构成了相应的矿石自然类型，主要有黄铁矿 -

闪锌矿型、黄铁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型、黄铁矿 - 方铅矿型和单金属硫化物型，即黄铁矿型、方铅矿

型、闪锌矿型。

矿石结构有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胶状结构、草莓状结构、变斑状结构、骸晶结构、溶蚀交代结构、

碎裂结构等。矿石构造有韵律层理构造、层纹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片麻状构造、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

网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铅锌矿矿石 编号 DB053 形成时代 元古宙

  本矿石标本采自甸南矿段，具中（粗）粒变晶结构，角砾状、条带状构造。矿

石矿物主要有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方解石、白

云石。Pb品位为1.5%，Zn品位为0.88%

成因类型 沉积-变质-热液叠加改造型① 产地 辽宁省凤城市青城子铅锌矿

① 据王秀福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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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山西省灵丘县支家地铅锌银矿

支家地铅锌银矿位于山西省灵丘县高家庄乡，是华北成矿带中极其重要的矿床，成因类型典型，

有用组分复杂。

矿区位于华北板块燕山断块灵丘断凹的太白维山推覆体上，成矿区带属于北太行 Mo-Zn-Ag-

Mn-Fe-Cu-Au 成矿亚带。区内出露地层较全，地质构造复杂，岩浆岩活动频繁，成矿地质条件有利。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元古宇长城系高于庄组四段、中生界侏罗系白旗组二段。高于庄组四段

（Chg4）仅在矿区北部地表少量出露，但在地下矿体围岩的各中段中常见（分布在 F1 断层下盘），其岩

性主要为浅灰色、灰白色中厚层、厚层状燧石泥晶白云岩，含砾屑、砂屑白云岩和灰红色、灰紫色白

云质页岩，岩层倾向南东，倾角 27º ～ 45°。白旗组二段（J3b
2）分布在矿区北东部，主要赋存于 F2

断层底盘，按其岩性可分为底部英安质角砾岩和上部火山凝灰角砾岩。

（2）构造

矿区处于太白维山火山洼地，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地表出露的断层有 F2、F3 和 F1。其中，以 F2

为主的压扭性断层、以 F3 为主的张扭性断层及以 F1 为主的张剪性断层是主要的控岩控矿构造。区内

断裂构造极为发育，其活动具多期性和继承性。

（3）岩浆岩

矿区出露的岩浆岩有燕山期支家地次火山岩及隐爆角砾岩。其中，次火山岩体以石英斑岩为主，

呈北西 - 南东向展布。本区石英斑岩可分为两期，主体石英斑岩呈岩体产出，与成矿关系密切，后期

有石英斑岩脉沿裂隙侵入，也有矿化及矿体存在，说明了矿床的多期成矿特点。早期石英斑岩之斑晶

结晶粗大，各种蚀变作用较强，后期石英斑岩斑晶粒度较细，基质多为隐晶质。隐爆角砾岩严格受 F2

断裂带控制，呈不规则状、透镜状。按岩性可分为石英斑岩、角砾岩和凝灰角砾岩，是矿区主要的容

矿岩石。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床在海拔标高 1320m 以上以银为主、伴生铅锌的大型银矿床，1320m 以下是铅锌和银共生的大

型矿床。矿体产于石英斑岩体的边部隐爆角砾岩中，受隐爆角砾岩体和断裂构造的控制。

区内已查明 11 个矿体，主要矿体 4 个，次要矿体 7 个。主要矿体编号为 1、4、5 和 6 号。

1 号矿体呈脉状、似脉状，局部为大的透镜状，走向 320°，倾向南西，倾角 50°～ 85°，控制

长 610m，倾斜延深 744m，平均厚 19.71m。

4 号矿体呈脉状、似脉状，局部呈柱状，走向同 1 号矿体，倾向北东 50°，倾角 30°～ 75°。控

制长 455m，倾斜延深 547m，平均厚 28.88m。

5 号矿体呈层状、似层状，倾向 230°，倾角 51°～ 76°。控制长 375m，倾斜延深 500m，平均

厚 9.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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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号矿体呈脉状，倾向北东 50°，倾角 55°～ 75°。控制长 500m，倾斜延深 537m，平均厚

22.75m。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矿物共生组合划分为多金属硫化物银矿石、方铅矿闪锌矿矿石和单一银矿物型银矿石。矿石

根据氧化程度皆为原生硫化矿石。矿石根据结构构造划分为稀疏浸染状矿石、角砾状矿石、细脉浸染

状矿石和网脉状矿石。矿石根据矿产组合矿石工业类型分为单一银矿石、银铅锌矿石、伴生铅锌的银

矿石、伴生银的铅锌矿石。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碎裂结构、粒状变晶结构、斑状结构、港湾状结构、乳

滴状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状构造、星散状构造、网脉（格）状构造、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

致密团块状构造、流纹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角砾岩型银铅锌矿矿石 编号 DB106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标本表面呈钢灰色，中细粒结构，稠密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为方铅矿、闪

锌矿，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长石、方解石。角砾呈不等大胶结。矿床Ag品位为
93.1g/t，Pb品位为6.6%，Zn品位为9.7%，Ag最高品位可达163g/t

成因类型 浅成中低温岩浆热液型 产地 山西省灵丘县支家地铅锌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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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云南省澜沧县澜沧铅矿

澜沧铅矿位于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地处我国著名的三江成矿带中南段，蕴藏着丰富

的银铅锌等多种矿产资源，近年来在矿山深部新发现厚大钼矿体。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羌北 - 扬子板块，三江褶皱系昌宁 - 孟连裂谷带南部的澜沧裂谷中，成矿

区带属于昌宇 - 孟连 Pb- Zn-Ag-Cu-S-Hg 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有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及第四系。其中石炭系上统及二叠系上统连续沉积

的碳酸盐岩建造为银、铅、锌多金属矿的容矿层位，石炭系上统火山 - 沉积建造是银、铅、锌、铜多

金属矿的容矿层位。石炭系上统依柳组火山岩是矿区主要含矿层位。

（2）构造

矿区褶皱构造主要为老厂背斜，是重要的控矿构造。老厂背斜轴向近于南北，断续延伸约 5km。

矿区内断层构造以南北向和北西向为主，其次为北东向。各组断层相互交切，关系较为复杂。南北向

断层是矿区内最重要的导矿和容矿断层，主要有 F1、F3、F8、F11 等。北西向断层是区内重要的断裂构

造之一，其中规模较大的断层 F4 是区内重要的控矿断层。

（3）岩浆岩

区内火山岩主要为下石炭统依柳组。矿区拉斑玄武岩系列与碱性橄榄玄武岩系列复合存在，岩石

类型包括熔岩、火山碎屑岩、火山碎屑熔岩、火山碎屑沉积岩等，可细分为 3 个旋回。C1
5+6、C1

8 是区

内的含矿层，位于Ⅱ、Ⅲ火山旋回末期，其含矿岩性一致，为熔岩、凝灰岩。矿区见有小规模的侵入

岩脉，主要有辉石云煌岩脉、同化混染石英钠长岩脉、碱性花岗斑岩脉及辉绿岩脉等。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区内控制矿带长 1600m 以上，宽 200 ～ 400m，已揭露 138 个矿体。矿体可划分为 6 个矿（体）群（Ⅰ—

Ⅵ），各矿（体）群的赋存部位如下 ：Ⅰ号矿（体）群是产于 C1
5+6 凝灰岩、沉凝灰岩中的似层状、透

镜状铅锌矿体，Ⅱ号矿（体）群是产于 C2+3 与 C1
7 β- C1

8 过渡层中的似层状、透镜状铅锌银矿体，Ⅲ号

矿体群是主要产于 C2+3 灰质白云岩中的透镜状、脉状铅锌银矿体，Ⅳ号矿（体）群是产于 F3（含 F1、

F11）断裂破碎带中的陡倾斜脉状铅、锌、银、铜、硫矿体，Ⅴ号矿体群是产于 C1
5+6 凝灰岩、沉凝灰岩

中的似层状、透镜状含铜黄铁矿体，Ⅵ号矿（体）群是在Ⅴ号矿体群之下深部新发现与喜马拉雅早期

隐伏花岗斑岩有关的斑岩型、矽卡岩型钼（铜）矿体。

结合标本，主要简述Ⅵ号和Ⅴ号矿（体）群特征。

Ⅵ号矿（体）群： 倾向 68°～ 90°，倾角 65°～ 88°。矿体控制长 530m，控矿垂深 348m，矿体厚 0.48

～ 15.00m，是一块状硫化物铅锌硫陡倾斜脉状产出矿体。矿体平均品位 ：Pb8.13%，Zn5.35%，

Ag181.55×10-6。

Ⅴ号矿体群 ：位于Ⅰ号矿（体）群之下，在时空分布上与Ⅰ号矿（体）群呈渐变过渡关系，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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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铅锌银的硫化物矿体，下为含铜黄铁矿体，两者构成典型的“上铅下铜”矿化结构。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热液型铜铅锌银矿石（含Ⅰ—Ⅴ矿体群）的工业类型可分为银铅锌黄铁矿石、含铜银铅锌黄铁矿石、

块状含铜黄铁矿石。矿石自然类型按矿石氧化程度可分为氧化矿石、混合矿石和硫化矿石 3 种。矿石

结构主要为草莓状结构、胶状结构、交代溶蚀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浸染

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层纹状构造、脉状构造等。

斑岩型钼（铜）矿石（Ⅵ号矿体群）的工业类型为斑岩型辉钼矿石及斑岩型辉钼矿 - 黄铜矿石。

矿石自然类型均为硫化矿石。矿石结构主要有共结边结构、溶蚀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填隙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其次为细脉 - 网脉状构造。

标本名称 铅锌矿矿石 编号 DB065-1 形成时代 燕山晚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澜沧老厂矿区。标本表面为黄褐色，具自形—半自形粒状结

构，角砾状、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方铅矿、白铅矿、闪锌矿等；脉石矿物有

石英、方解石、白云石等。Pb品位为7.36%，Zn品位为7.20%

成因类型 斑岩型+岩浆热液型 产地 云南省澜沧县澜沧铅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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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钨、钼、锡矿

一、江西省大余县荡坪钨矿

荡坪钨矿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境内，是南岭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矿床之一，有用组分复杂，

主要有 W、Pb、Zn、Mo、Bi、Cu 等。已探明和控制的钨金属资源储量超过 6×104t，近年来更是发现

了新的隐伏矿脉组，具有形成以钨为主、伴生钼的中型矿床前景。

荡坪钨矿处于南岭东西向构造带东段与北东—北北东向构造带衔接的复合地段，耒阳 - 临武南北

向构造带中段，成矿区带属南岭 W-Sn-Mo-Be-REE- (Pb-Zn-Au) 成矿带。矿区属于南岭钨、锡、钼、

铋、铅、锌、铜、铁、锰、金、银等元素高度浓集的地球化学块体，具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属泥盆系前变质岩系。该地层除受区域变质影响外，又受花岗岩体侵入所引起

的接触变质作用的影响，岩性复杂，产状混乱，层序不清。根据岩性特征及空间分布，大致可分为两层：

石英质砂岩与千枚岩互层和石英质砂岩。

（2）构造

矿区处于西华山 - 扬眉寺北北东向隆起带的南端，木梓园 - 棕树坑复式向斜的西翼。为东西向构

造带与新华夏系构造交接的复杂地段。矿区构造有东西向、北东向和北西向等 3 组 ：①东西向构造 ；

②北北东向断层 ；③北西向断层。矿脉赋存于东西向裂隙构造中，并受北北东向构造控制。

（3）岩浆岩

荡坪钨矿产于西华山花岗岩体北缘。西华山复式花岗岩可分为 3 期 ：第一期为斑状中粒黑云母花

岗岩与斑状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形成年龄为（152.6±2.1）Ma ；第二期为中粒黑云母花岗岩与细粒石

榴子石 - 二云母花岗岩，形成年龄为（150.3±2.2）Ma ；第三期为花岗斑岩，岩石化学特征是超酸性

富碱质铝过饱和的岩石系列，同位素年龄为 136 ～ 180Ma。矿脉主要赋存于斑状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中。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根据以往地质工作可知，区内浅变质岩中由北往南平行发育有 7 组矿化标志带，总宽 200 ～

300m，东西向延长 1800m。

以往的勘探工作成果及生产资料证实，隐伏花岗岩内石英脉主要产于花岗岩顶面由陡变缓的第一

台阶，即 21 ～ 16 线标高 500 ～ 620m 范围内 ；其次为第二台阶部位，即 4 ～ 24 线标高 300 ～ 400m

之间，按矿脉产状和分布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组，其中北组分布于小樟坑、大坪里、纸棚下

一带，南组分布于半边山、高墩一带。

矿脉的分布与岩体的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矿脉主要出现在台阶由陡变缓的平缓台阶部位，矿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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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岩为斑状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岩体突起地段矿脉相对短小稀少。岩体平缓部位倾角 5°～ 10°，

岩体陡倾斜部位倾角 30°～ 40°。已探明工业矿脉 16 条，主要矿脉有 6 条，分布于 16 ～ 24 线之间，

揭露标高在 400 ～ 520m，位于矿区的中北部。走向近东西向，倾向近南倾，倾角 74°～ 88° ：单矿

体脉延长最小 80 m，最长 480m，一般是 160 ～ 200m，倾向延深 80 ～ 140m。脉幅平均宽 0.20 ～ 0.58m，

平均品位 ：WO3  0.52% ～ 1.54%，Mo 0.040% ～ 0.094%。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本矿床各区段或矿脉不同部位的矿物共伴生有一定的差异，矿石中有益组分也有一定的变化，按

其主要有用矿物组合的不同，可以划分出 3 种矿石类型：黑钨矿 - 石英型，绿柱石 - 黑钨矿 - 石英型，

辉钼矿 - 石英型。

矿石结构常见为半自形晶粒状结构，他形—半自形或自形晶粒状结构。矿石构造则常以石英、黑

钨矿或其他矿物呈不规则集合体组成块状构造。

标本名称 白钨铅锌矿矿石 编号 DB080-1 形成时代 燕山早期

  标本呈灰褐色，细粒粒状结构，斑块状—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白钨

矿、黑钨矿、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磁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有石榴子石、石

英、绿泥石、白云母、方解石、长石等。黄铁矿、闪锌矿呈浸染状产出于石英脉

中。矿石为矽卡岩型钨矿矿石。WO3品位为0.82%～1.7%

成因类型 高温热液-石英脉型 产地 江西省大余县荡坪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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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省大余县西华山钨矿

西华山钨矿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是我国最早开采的大规模有色金属矿山之一。赣州

享有“世界钨都”的美誉，西华山钨矿则是其中代表性钨矿之一。

西华山钨矿位于江西大余西华山复式岩体的西南部，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南加里东地槽褶皱区

的赣南后加里东隆起区，南岭东西向构造带的东段北侧，成矿区带属南岭东段 W-Sn-Mo-Be-REE-

Pb-Zn-Au 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出露的地层为寒武系的变质石英砂岩、板岩、粉砂岩。地层走向北东东或南东，倾角 60°～ 80°，

为一套复理石建造特征。在一些山岭上残留有中泥盆统砂砾岩层。由于多次构造运动的影响和岩浆的

侵入，使地层遭受不同程度的区域变质和热变质。钻孔中常见到黑云母角岩、角岩化砂岩、板岩及斑

点状板岩等。

（2）构造

西华山矿区位于南岭东西向复杂构造带的东端，经受了华夏、新华夏构造的影响，构造异常发育。

由于受加里东运动的影响，本区形成了北北西向古老褶皱基底。后期的北东、北东东向断裂叠加其上，

在北东与北东东向断裂交切基底的地段，是构造的有利地段，控制了西华山花岗岩岩株的侵入。矿区

内的断裂构造主要发育两组，一组为北东向和北东东向，另一组为东西向。它们的联合和复合、迁就

部位控制着西华山岩株的侵入和成矿裂隙的展布。成矿前断裂构造发育，成矿后断裂表现微弱。对矿

体破坏性小。

（3）岩浆岩

矿区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西华山复式花岗岩体，侵入时代为燕山期。西华山花岗岩体同位素年龄

为 160 ～ 184Ma，应属燕山早期。岩体呈椭圆形岩株，出露面积 20km2，是一个复式岩体。花岗岩具高硅、

富碱特点，钨、锡、钼等元素丰度很高。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西华山钨矿属于石英大脉型黑钨矿床，矿脉主要由石英（占 90% ～ 95% 以上）和黑钨矿组成。

矿体以脉状产出，分布于西华山复式花岗岩体内的近东西向剪切节理裂隙中。矿脉的形态变化受成矿

裂隙的控制，矿脉的构成复杂。单体矿脉形态常见波状弯曲、膨大缩小、分支尖灭、分支复合、尖灭

侧现等。目前，已探明工业矿脉有 700 余条，可分为北、中、南 3 组。矿脉成群成组近地表密集分布，

走向北东或东西，倾向北西或北，倾角 70°～ 85°。矿脉长度一般为 100 ～ 600m，最长为北区 299

号脉，达 1075m。脉幅厚度多数为 0.20 ～ 0.60m，最厚 3.6m，平均脉厚 0.94m。矿体延深一般在几十

米至 350m，最大延深 600m。北区矿脉一般规模较大、厚度变化小；中区东段矿脉短小、矿化深度最浅，

中区西段矿脉延伸较稳定，但其长度、矿化深度不大；南区矿脉厚度一般较小、延伸较长、矿化深度较大。

矿床中矿石的 WO3 平均品位为 1.08%, 沿矿脉走向矿体中部较富，两端逐渐变贫。在垂向上，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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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深度一般在花岗岩体顶部以下 70 ～ 100m，其中主脉可达 250 ～ 300m。WO3 含量在中部较高，上

部和下部较低，根部无矿。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类型主要为热液型黑钨矿矿石，主要矿物为石英（90% 以上）和黑钨矿。矿区累计探明钨矿

储量达 8×104t 以上，平均品位 1.086%，同时伴生可观的钼、铋、锡、铜、稀土等矿产资源。

矿石结构以自形晶结构为主，次为他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压碎结构等。矿石构造以块状构造

为主，尚有浸染状构造、梳状构造、条带状构造、树枝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和少量的晶洞状构造出现。

标本名称 石英大脉型钨矿矿石 编号 DB029-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西华山矿区。石英脉为灰白色，标本具结晶结构，块状构造。

矿石矿物主要有黑钨矿、辉钼矿、辉铋矿、少量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等；脉石

矿物主要为石英、长石、云母、石榴子石。WO3品位为3.5%

成因类型 高温热液-石英脉型 产地 江西省大余县西华山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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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西省定南县岿美山钨矿

岿美山钨矿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岿美山镇，地处南岭有色 - 稀有金属成矿带的东段，钨矿规

模巨大，是我国五大钨矿山之一。矿床产于岿美山复式背斜顶部及翼部的断裂带地体中，是多种矿床

类型并存的复合金属矿床。

岿美山矿区位于区域构造——岿美山复式背斜之顶部及翼部的断裂带内，属赣南 W-Sn-Mo-Bi-

REE-U- (Pb-Zn-Au) 成矿带。矿区内剪切裂隙发育、岩浆活动强烈，为矿区形成大规模钨矿化提供

了有利条件。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以寒武纪浅变质岩最为发育，沿矿区背斜轴部呈向南凸出之弧形展布，倾向

137°～ 225°，倾角 30°～ 60° ；岩性主要为黑云母绿泥石板岩、绢云母板岩及变质石英砂岩，成

互层产出，矿区南部夹有薄层大理岩。变质砂岩与板岩互层岩系是石英脉型黑钨矿床的赋矿层位，矽

卡岩型白钨矿床产于大理岩中。

（2）构造

矿区为一向南倾没的背斜构造，背斜轴大致为北北西向南南东倾没，其间发育有多期构造断裂运

动以及一系列岩浆岩的侵入，为钨矿床的形成提供了良好导矿和容矿空间 ；成矿裂隙由与背斜轴略呈

斜交的北西、北北西、北北东、南北向剪切裂隙构成 ；成矿后北东东向断裂横切石英脉型黑钨矿脉，

对其产状形态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北北西向断裂对矽卡岩型白钨矿错动较明显。

（3）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岩活动强烈，沿着断续运动的构造裂隙，先后有一系列酸—中基性岩浆岩（燕山期）

发育，主要为花岗岩、石英斑岩、闪长玢岩。花岗岩出露于矿区西北部，为似椭圆形小岩钟。石英斑

岩呈小侵入体分布于矿区内，多为长条形之岩墙状，或略呈圆形之岩株、岩栓等。闪长玢岩呈岩墙状侵入，

零星分布于矿区内。

2. 矿体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岿美山钨矿区是一个大型钨矿区，矿化类型主要有石英脉型黑钨矿体、矽卡岩型白钨矿体、闪长

玢岩矿体及砂钨矿体，其中以石英脉型黑钨矿体和矽卡岩型白钨矿体规模最大，构成岿美山矿区钨矿

床主体。

石英脉型黑钨矿体 ：赋存于寒武系下统牛角河组板岩与变质砂岩互层中，密集矿脉带以马坳为中

心，沿北北西向延伸，主要矿脉长 300 ～ 1300 m，厚度一般为 0.3 ～ 1.5 m，走向 325°～ 342°，倾

向 SW，倾角 75°～ 85°，向下延深达 700m。沿走向和倾斜方向较稳定，矿脉一般近平行产出，局

部具弯曲、分支复合现象。WO3 平均品位为 0.612%。

矽卡岩型白钨矿体：赋存于寒武系下统牛角河组浅变质的大理岩中，集中分布于中心成矿部位——

马坳之南，与石英脉型黑钨矿体近于直角，矿脉总体形态呈似层状、透镜状。产状变化较大，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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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85°，倾向 33°～ 58°，倾角 43°～ 65°，上陡下缓，矿体走向延伸 200 ～ 490m，倾斜延深控

制达 600 m，矿体厚 1.5 ～ 8.5m，沿走向厚度变化较大，沿倾斜方向厚度较稳定。矿体 WO3 平均品

位 0.70% ～ 1.80%。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石英脉型黑钨矿石主要有益组分为 WO3，伴生有益组分为 Cu、Bi、Sn，矿石类型为黑钨矿矿石，

含 WO3 0.3% ～ 1.5%。矿石结构主要为自形、他形、放射状、固溶体分离、交代文象结构，局部见交

代残余结构 ；构造主要有块状、条带状，时有晶洞状。

矽卡岩型白钨矿石主要有益组分为 WO3，伴生有益组分为 Cu，矿石类型为白钨矿矿石，含 WO3 

0.3% ～ 1.8%。矿石构造为致密细粒块状、浸染状 ；结构为不规则粒状晶体，偶有正方双锥自形晶。

标本名称 矽卡岩型白钨矿矿石 编号 DB061-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岿美山矿区。标本表面为灰褐色—灰绿色，具自形—他形粒状

结构，块状、条带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白钨矿、黄铁矿等；脉石矿物有石榴子

石、绿帘石、透辉石、透闪石等。WO3品位为0.71%

成因类型 高温热液-石英脉型 产地 江西省定南县岿美山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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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西省兴国县画眉坳钨矿

画眉坳钨矿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兴江乡境内，地质工作程度较高，具有江西赣南钨矿典型的

“五层楼”规律。

画眉坳矿区地处华南加里东褶皱系、赣中南隆起、赣西南凹陷、信丰 - 于都褶断束北端。次级构

造单元属于安福 - 古龙岗构造隆起区，东、西两侧分别与青塘 - 银坑坳陷带、兴国坳陷盆地相接，属

于赣南 W-Sn-Mo-Bi-REE-U-（Pb-Zn-Au）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除少量第四系堆积外，主要由震旦系变质岩组成，其主要岩性为硅质板岩、硅质千

枚岩、片岩和变质砂岩，矿区矿体产于外接触带震旦系变质砂岩中。按岩性组合可划分为千枚岩组

（Z2-1）、片岩组（Z2-2）、片岩与变质砂岩互层组（Z2-3）、片岩夹变质砂岩组（Z2-4）、变质砂岩夹片岩组（Z2-5）

5 个岩组，皆呈整合接触关系，出露总厚度大于 1200m。

（2）构造

矿区构造以断裂为主，节理、裂隙十分发育，褶皱构造简单。矿区褶皱构造呈一近似弧形向南东

倾斜的单斜构造，倾角平缓。在片岩层中往往发育紧闭的复卧式小褶曲，规模较小。区内断裂分为成

矿前和成矿后两种。成矿前断裂以成组成带的裂隙为主。成矿后断裂共分北东向、北北东向、北东东

向、北西向 4 组，区内皆可见到互相切错、交叉重叠现象。北东向断裂破碎带构成矿区基本构造框架，

控制矿床产状和规模。

（3）岩浆岩

矿区未见岩浆岩出露地表。钻孔证实主矿带西区标高 500 ～ 100m 间有大量花岗岩脉侵入于变质

岩系中，一般沿层面、片理面或小角度斜交的裂隙面贯入 ；主带东区标高 150 ～ 10m 间只存在少量花

岗岩脉，推断花岗岩体隐伏在标高 -100m 以下 ；花岗岩化学类型属富碱质、超酸性、铝过饱和型，属

燕山早期第一阶段产物。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体产于外接触带震旦系变质砂岩、板岩、片岩中，受断裂构造控制。矿体形态一般呈规整的脉状，

接触面有凹凸不平，与围岩界面清晰，但细部变化复杂，分支复合、尖灭侧现、膨大缩小、锯齿状折

曲等现象多见。

按矿体成组成带分布特点及开采条件矿区自北向南分为主带（画眉坳区段）和雷公地矿带，两带

水平间距 600 余米。

主带（画眉坳区段）长 1200m，宽 180 ～ 200m，延深大于 800m，总体走向 45°～ 50°，倾向西

北，倾角 75°～ 88°。以主干断裂 F1 为界，分东西两区，西区矿体主要是单独大脉及部分平行薄脉，

赋存深度浅 ；东区为密集平行薄脉，平均含脉密度 4.4 条 /m。该区段共圈出编号矿脉 84 条，其中主要

矿脉 7 条，次要矿脉 10 条。矿脉走向 55°～ 75°，倾向北西，倾角 75°～ 85°，矿脉单体长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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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常呈尖灭再现、分支复合、侧幕追踪状。全脉延长可达 500 ～ 900m，脉宽 0.1 ～ 1.0m，平均

脉宽 0.45m，倾向延深 400 ～ 800m，平均品位 WO3 1.409%。

雷公地矿带可分为Ⅰ、Ⅱ、Ⅲ带及其他规模较小的矿化标志带，总体产状陡 ；该区段共圈出编号

矿脉 31 条，矿脉走向北东，倾向北西，倾角 30°～ 75°，矿脉平行密集成群分组。矿脉群走向延长

300 ～ 800m，一般脉宽 0.10 ～ 0.70m，最宽 1.80m，一般延深 400 ～ 500m，最大延深达 800m 以上，

平均品位 WO3 0.171% ～ 1.051%。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区矿石工业类型主要为石英脉型黑钨矿，少量矽卡岩型白钨矿。矿石自然类型为原生矿石。

矿石结构有半自形粒状结构、他形粒状结构、共结边结构、乳滴状结构、压碎结构、揉皱结构等；

矿石构造有块状构造、梳状构造、条带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放射状构造、晶洞构造等。

标本名称 石英脉型钨矿矿石 编号 DB073-1 形成时代 燕山早期

  标本呈灰白色，中细粒粒状结构，脉状—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黑钨

矿、白钨矿、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白云母、绿泥石

等。WO3品位为3.7%

成因类型 高温热液-石英脉型 产地 江西省兴国县画眉坳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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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东省韶关市大宝山钼多金属矿

大宝山多金属矿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是我国岭南地区典型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床，也

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原料基地。该矿床成矿作用复杂，铁、铜、铅、锌、钼、钨、硫资源量均达到大型

规模，并伴有铋、金、银等。

本区位于南岭纬向构造带南侧，四会 - 吴川深大断裂构造带与大东山 - 贵东构造岩浆带的复合部

位，成矿区带属于曲江 - 怀集 Pb-Zn - Sn-Fe -W 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主要出露地层为 ：寒武系浅变质碎屑岩，泥盆系中下统桂头群（D1-2gt）河湖相紫色碎屑岩，

泥盆系中统东岗岭组下段（D2d a）泥质灰岩夹白云质灰岩、上段（D2d b）钙质页岩夹粉砂质页岩及泥

质灰岩，泥盆系上统天子岭（D3t）组厚层灰岩、薄层状灰岩。矿区主要含矿地层为泥盆系中统东岗岭

组（D2d）。

（2）构造

区内构造以断裂为主，褶皱构造并不十分发育。矿区发育多组断裂，与成矿有关的断裂主要有 4 组，

包括东西向、北北西向、北西向和北东向，在成矿作用的不同时期起着不同作用。大约在燕山作用四期，

沿 Fa12 铲形断裂由北东向南西逆冲推覆，含钼斑岩体以及其上的泥盆纪地层和已经形成的铜铅锌硫化

物矿体被推覆于金鸡组含炭泥质粉砂岩之上，推覆距离估计约 1km。

（3）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主要发生于燕山造山运动。燕山早期大片花岗岩侵入，构成本区岩浆岩的主

体。燕山晚期的潜火山作用，形成一套中酸性次英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区内与成矿有关的岩浆活动，

除海相火山喷发的中酸性熔岩外，主要是燕山作用四期的次英安斑岩和五期的花岗闪长斑岩。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大宝山矿区整体为一以铜硫铅锌钼钨为主的多金属特大型矿床，根据其空间分布、产状特征，分

为东区大宝山铁、铜多金属矿床和西区大宝山斑岩钼矿床。西区斑岩钼矿床的空间分布严格受燕山早、

中期中酸性浅成—超浅成小岩体制约。矿体赋存于花岗闪长斑岩体与次英安斑岩体中。整个矿化范围

东西长 750m，南北宽 800m，面积约为 0.48km2，深度达 -250m 标高以下。

主要钼矿体有 3 个，即Ⅰ、Ⅱ、Ⅲ号矿体。其中以Ⅲ号钼矿体规模最大，连续性、稳定性较好。

Ⅲ号矿体位于推覆构造面（Fa12）之上，走向长大于 600 m，沿倾向延伸 650 ～ 800 m，平均假厚度

152 m，矿体埋藏深度最大标高 620 m，最低标高 -250 m。矿体为似层状钼矿体，矿化稳定均匀，

矿体 Mo 平均品位 0.102%，矿体走向近东西向，倾向北北东，倾角在 25°～ 40°之间变化。往东

呈侧伏状。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自然类型可分为氧化矿石和原生矿石。氧化矿石中有氧化钼矿石和氧化钼铁矿石。当氧化钼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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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30% 时为氧化钼矿石 ；氧化钼含量大于 30%，铁含量大于 35% 时，可作为褐铁矿矿石加以利用

而成为氧化钼铁矿石。原生矿石可分为辉钼矿石和辉钼 - 黄铁矿石。矿石中伴生有益组分有 Cu、Pb、

Zn、Re 等，W、S 有综合利用价值。

矿石结构有半自形、自形粒状结构、鳞片状结构、他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他形不规则状结构、

穿插交代结构、胶状结构等 ；矿石构造有浸染状构造、脉状构造、网脉状构造、块状构造、团块状构

造等。

标本名称 黄铁黄铜矿矿石 编号 DB068-2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标本呈黄灰色，中细粒结构，浸染状—脉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

黄铜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云母、绿泥石、钾长石、方解石。黄铁矿和黄铜

矿密切共生，且呈脉状—浸染状分布于矿石中。有后期石英脉穿插。矿床主矿体

（1号）C u平均品位为0.85%；深部矿石含钼量逐渐增高，M o品位为0.036%～
0.070%

成因类型 斑岩型 产地 广东省韶关市大宝山钼多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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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云南省个旧市老厂锡矿

个旧锡矿位于云南省个旧市，是世界著名的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以开采历史悠久、储量丰富而

闻名于世。矿床以锡为主，共生、伴生有 18 种有用矿产，其中铜、铅、锌、钨、银、萤石、硫、砷均

达到大型矿床规模。

个旧锡矿区位于扬子准地台、华南褶皱系及唐古拉 - 昌都 - 兰坪 - 思茅褶皱系三大地质构造单元

汇聚地带，属云南 3 个锡成矿带之一的滇东南锡矿带，成矿区带为个旧 - 河口 Sn-W-Bi-Al-Pb-Zn-

Mn-Cu 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是中生界三叠系碳酸盐岩，次为二叠系。三叠系厚度约 5000 余米，矿区分布最

广泛的地层为三叠系中统个旧组和法郎组，也是主要的赋矿层位。中生界以前的地层零星出露于矿区

南部，新生界沉积物主要分布于山间断陷盆地之中。

（2）构造

区内地壳活动强烈，地质构造复杂，褶皱、断裂纵横交错，节理、裂隙发育，构造运动呈明显的

多期次性。个旧大断裂将整个矿区分为东区和西区，岬界山断裂为矿区的东部边界。东区受北北东向

五子山复式背斜控制，次级褶皱及北东向、东西向断裂构造发育，且多为控岩控矿构造。东西向的主

断裂由北向南将东区划分为马拉格、松树脚、高松、老厂、卡房五大矿田。

（3）岩浆岩

个旧矿区岩浆岩活动频繁，基性、酸性及碱性岩石都有分布，其中以酸性—基性的喷出岩和酸性

的侵入岩为主。按岩浆活动的时间序列则主要分为印支旋回和燕山旋回。印支旋回以基性火山活动为

主，形成了玄武岩、辉绿辉长岩等火山次火山岩；燕山旋回以重熔花岗岩为主，包括基性、碱性侵入岩，

构成出露面积约 320km2 的等轴状杂岩体，分布于矿区中央，构成个旧岩浆构造盆地的中心。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个旧锡矿是我国最大的锡矿山，也是超大型锡铜多金属矿。该矿床已探明锡、铜、铅、锌、钨、

铋等有色、稀有及贵金属矿产 20 余种、矿体 1300 多个，含 328 个砂矿，已经利用、正在利用和规划

利用的大型矿产地有 14 个（其中，锡 13 个，钨 1 个）、中型矿产地 10 个。矿区被个旧大断裂分为东

西两区，锡矿主要产于东区，西区矿化相对较弱。东区矿体形态主要为脉状、似层状、透镜状、凹兜

状等。其中以个旧老厂锡矿区最为典型。

细脉带型锡矿是个旧老厂矿区主要的矿床类型之一，是由大量含锡石的矿脉组合而成的矿床 , 受

构造、围岩性质及花岗岩体的控制 , 单脉宽数毫米至数十厘米 , 大者 1 ～ 2m, 长数十厘米至 200 余米。

密集的矿脉形成了呈 NE 向展布的两条大致平行的矿带 , 南部被称作 17# 矿带 , 北部被称作 18# 矿带 , 

其长分别为 1200m 和 1900m, 宽分别为 100m 和 400m。矿带赋存于花岗岩突起之间 , 矿化大多从深 300 

余米的花岗岩接触带一直延伸到地表 , 矿体规模不等 , 形态各异 , 多数呈复式脉产出。各类脉体相互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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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或叠加 , 常具有对称或不对称的带状构造 , 反映出矿床具有多期多阶段的成矿特点。脉体按照形态可

以分为平直脉、菱形脉、透镜状脉、“X”形脉、格子状脉、“S”与反“S ”形脉、层间平板状脉、齿

状脉、褶曲状脉和梳状脉等。细脉带矿床是各类含矿脉体的复杂组合 , 其分布受裂隙带控制。按脉体

的产状、形态可分为陡倾斜细脉带型矿体和缓倾斜似层状型矿体两类。脉体形态、脉体类型及矿化富

集程度则受花岗岩、断裂裂隙及地层岩性等多种因素控制。伴生有铍、钨、硼、锂、铷、铯、铌、钽

及稀土元素等 , 平均含锡 0.42 %、铍 0.11 %、钨 0.11 %。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个旧矿区的矿石类型较为复杂，除砂锡矿外，原生锡矿的矿石类型主要有硫化矿、氧化矿、细脉

带矿和含锡白云岩等。

矿石结构有自形、半自形、他形晶粒状结构、粉晶结构、骸晶结构、胶状结构、放射性结构等 ；

矿石构造主要有脉状构造、网脉状构造、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结核状构造、纹层条带状构造等。

氧化矿石主要呈皮壳状构造、土状构造。

标本名称 脉状锡矿矿石 编号 DB006-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个旧老厂矿区。标本为灰白色与灰褐色相间，具胶状、鲕状结

构，块状、条带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锡石，其次为磁黄铁矿等；脉石矿物为石

英、钾长石、绿泥石等。Sn品位为0.1%～1%

成因类型 硫沉积-热液成矿复成因型 产地 云南省个旧市老厂锡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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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金矿

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天马山金矿

天马山金矿位于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的重要矿床之一，受地层、构造

及岩浆岩控制。主成矿元素为金，共生元素为硫、铜，有益元素为铅、锌、银，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天马山金矿位于下扬子台坳北部下扬子坳陷带中段，处在铜官山背斜倾没端，靠近轴部的东南翼，

天鹅抱蛋岩体东侧，矿带长 1400m，宽 1200m，与著名的铜官山矿床相毗邻，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

重要的成矿区，具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成矿区带属安庆 - 铜陵 - 繁昌 Cu-Fe-Pb-Zn-Ag-Au-

硫铁矿 - 明矾石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主要发育着自志留系茅山组至第四系地层，沉积总厚度大于 2031m。主矿体赋存于天鹅抱

蛋山岩体外侧石炭系上统黄龙组下段白云岩及其与上、下岩层之间的层间构造带中，其次赋存于黄龙

组上段至二叠系栖霞组底部的大理岩中。

（2）构造

本区构造格局由多期不同方向、不同性质的构造变形相互叠加而成，除存在前印支期和印支期构

造外，还发育有燕山—喜马拉雅期构造，主要构造有北东向、东西向、北北东向、南北向和北西向 5 组，

从而构成了区内复杂的构造变形现象，由东西向与北东向区域性深断裂所围限，呈一菱形地块。

（3）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岩主要有闪长玢岩、石英闪长岩、石英闪长玢岩、闪长岩 4 种，多呈中—浅成相的小岩体、

岩枝或岩墙产出，剥蚀程度较浅。其中闪长玢岩和石英闪长岩主要分布于西部，石英闪长玢岩和闪长

岩则主要分布在东部。与天马山金矿有关的岩体为天鹅抱蛋岩体，形成于燕山中晚期。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根据矿体的赋存部位及矿体与地层的关系，可将天马山硫金矿床的矿体分为层状矿体、接触带矿

体和穿层矿体。层状矿体产状与地层一致，主要赋存在黄龙组白云岩与泥盆纪五通组交界处，马山矿

段的矿体主要为层状矿体 ；接触带矿体主要是天山矿段的Ⅴ号矿体及小矿体，产于岩体与栖霞组灰岩

第四章  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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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触带上，矿体呈透镜状、囊状，形态复杂，产状不稳定，局部近于直立，具矽卡岩型矿体的典型

特征。穿层矿体主要是天山矿段的Ⅰ、Ⅱ号矿体，赋存在石炭系黄龙组、船山组灰岩及船山组灰岩与

二叠系栖霞组灰岩交界处附近，矿体呈不规则透镜状、囊状、筒状，产状较陡，与地层产状不一致。

天马山金矿床也可分为上部层状—似层状矿体和下部网脉状矿（化）体。其中，上部层状—似层

状矿体严格受层位控制，赋存于石炭系黄龙组白云岩中，与上下地层整合沉积接触，构成天马山金硫

矿床的主体 ；下部脉状—网脉状和浸染状矿化或矿体，产在层状—似层状矿体底部泥盆系五通组砂岩

地层中，多为不规则小型脉状—网脉状和浸染状矿（化）体。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矿床的矿物组分、化学成分、元素储量等，矿石工业类型 ：主要划分为硫金型、单硫型和单

金型矿石。

矿石结构主要有热液叠加作用形成的自形—半自形晶结构，磁黄铁矿交代黄铁矿形成的交代残余

结构，以及沉积胶状黄铁矿 - 黄铁矿的重结晶三联嵌生结构，此外，还有压碎结构、边缘结构、乳浊

状结构、包含结构、变余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浸染状 - 稠密浸染状构造、条带（纹）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含金黄铁矿矿石 编号 DB082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标本呈黄白色，部分位置风化呈黄褐色，中粗粒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石矿

物主要为磁黄铁矿、黄铁矿、银金矿、自然金；脉石主要为石英、方解石、绿泥

石、石榴子石等。Au品位为3.24g/t

成因类型 岩浆热液型① 产地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天马山金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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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肃省玛曲县格尔珂金矿

格尔珂金矿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地处西秦岭南亚成矿带，其成矿模式独特，矿石

品位高。

格尔珂金矿带位于西秦岭造山带白龙江复背斜西段之西倾山隆起带的忠曲背斜南翼，属阿尼玛卿

造山带（缝合带）/ 铜钴锌金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中统扎里山组、马热松多组和郭家山组，以及第四系。三叠系马热松

多组是格尔珂金矿床的主要赋矿层位，从北向南依次划分为白云质灰岩、浅灰色中厚层灰岩、深灰色

中厚层状灰岩及土黄色泥质灰岩几个岩性段。扎里山组出露于矿区东北，岩性为一套浅灰色中厚层状

含鲕灰岩、灰白色块状含鲕灰岩。

（2）构造

矿床位于大水 - 忠曲断裂带的南缘，断裂发育，以近东西向构造贯穿整个矿区，它起着导矿、控

矿作用，对成矿物质来源和矿液运移也起着重要作用。东西向构造主要定型时期为燕山早期，表现为

东西向构造的压性断裂内充填有花岗闪长岩，动力变质及大水 - 忠曲断裂的形成，奠定了本区构造的

基本格架。矿区主要发育 3 组断裂 ：北西向断裂、北北东—近南北向断裂、北西向断裂。

（3）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活动较强烈，矿区北缘分布有格尔珂岩体，呈近圆状侵入于三叠系下 -中统的灰岩地层中，

出露面积 1.76km2，时代属印支晚期。依据岩石矿物特征和岩石化学特征，可划分为两个岩性带，早期为

黑云母闪长玢岩，晚期为花岗闪长斑岩。在岩体的周围，特别是岩体南侧分布有大量花岗闪长（斑）岩、

闪长玢岩等中酸性岩脉（岩枝），其分布受北北东—近南北向断裂和次级北西西向断裂的控制，构成岩性

复杂的脉岩杂岩墙。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格尔珂金矿在长 2000m、宽约 600m 的地段内，共圈出金矿体 112 个（表露矿体 23 个，盲矿体 83 个）。

矿体分布有分段集中的特点，主要分布在 68 ～ 95 勘探线间和 97 ～ 110 勘探线间，组成两个大的矿体群。

矿体走向自西向东呈现由北西西向—近东西向和由近南北向—北西西向两组。矿体形态呈脉状、透镜

状、囊状以及不规则支叉状等，具有膨大缩小、分支复合及尖灭再现等特征。矿体一般长 20 ～ 220m，

厚 0.84 ～ 29.36m，以 Au 2、Au 7、Au 8、Au 20-1、Au 20-2、Au 35、Au 37 和 Au 111 号矿体规模较大，

Au 2、Au 7、 Au 20-1、Au 20-2、Au 37 号是该矿区的主矿体，也是格尔珂金矿开采的重点。现主要

简介较大矿体 Au 2 的特征。

Au 2 号矿体 ：赋存于 68 ～ 76 线，矿体走向长 345m，厚 3.78 ～ 51.43m，延深大于 450m，Au 平

均品位 8.72×10-6。产状倾向 200°～ 220°，倾角 50°～ 60°。矿体形态复杂，平面上呈不规则的脉状、

枝杈状，剖面上呈现分支复合、尖灭再现、膨大 - 缩小 - 再膨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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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区内矿石类型较复杂，主要有构造角砾岩型、赤铁矿化硅化灰岩型、赤铁矿化硅化花岗闪长岩型、

似碧玉硅质岩型、赤铁矿化硅化角砾岩型、蚀变碎裂灰岩型、蚀变碎裂花岗闪长岩型等。

矿石结构有自形 - 他形粒状结构、隐晶质结构、碎裂结构、胶状结构、草莓状结构、鲕（豆）状

结构等。矿石构造有稀疏浸染状构造、网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蚀变花岗闪长岩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33-1 形成时代 印支晚期

  标本表面为暗灰色—浅红褐色，具半自形粒状、变余斑状结构，斑点状、致密

块状构造。矿石矿物有赤铁矿、黄铜矿、黄铁矿、砷黝铜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

长石、角闪石、黑云母、方解石等。Au品位为5.46g/t

成因类型 浅层-超浅层岩浆热液交代-沉积型 产地 甘肃省玛曲县格尔珂金矿

标本名称 赤铁矿化金矿矿石 编号 DB033-2 形成时代 印支晚期

  标本近地表呈砖红色、褐红色，中粗粒结构，脉状、浸染状构造，主要矿石矿

物为自然金、赤铁矿、磁铁矿和黄铁矿，脉石矿物以石英、方解石为主，石英以粒

状、脉状分布，方解石聚片双晶明显。Au品位为5.46g/t

成因类型 浅层-超浅层岩浆热液交代-沉积型 产地 甘肃省玛曲县格尔珂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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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贵州省安龙县戈塘金矿

戈塘金矿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境内，地处黔西南金成矿带，成矿地质条件

优越，找矿潜力大。

戈塘金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准地台西南缘的黔北台隆六盘水断陷中的普安旋扭构造变形区，

成矿区带属于桂西 - 黔西南 - 滇东南北部 Au-Sb-Hg-Ag-Mn- 水晶 - 石膏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二叠系下统茅口组、上统龙潭组，周边有部分二叠系长兴组、大隆组、三

叠系夜郎组。龙潭组（P3l）为一套夹煤系沉积的滨海潮坪相陆源碎屑岩石，属于黔西南龙头山海相碳

酸盐岩赋金层序，是主要的含矿层。根据岩性差异由上到下共分为 5 段，其中龙潭组第一段（P3l
1）为

最主要的含金层，以角砾岩特别发育为标志，蚀变灰岩角砾岩、凝灰质角砾岩、含炭质泥岩角砾岩普

遍发育。

（2）构造

矿床受构造控制明显，矿区位于轴向北东东向的戈塘穹状背斜东南翼，地层产状平缓，倾角 10°

左右。茅口组、龙潭组间的区域性层间滑脱构造是主要的储矿构造。层滑构造主压应力方向为南东 -

北西向，能干层变形微弱，非能干层塑性变形强烈。矿区内以北东向断裂构造为主，另有两组近北西向、

南北向断层。断层切割错段矿体，未发现明显矿化蚀变，有利于表生氧化进一步富集。

（3）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不发育，零星可见偏碱性超基性岩和拉斑玄武岩。偏碱性超基性岩体呈脉状沿断裂带

侵入二叠系至中三叠统中，岩体规模一般较小，产状复杂，分异明显。拉斑玄武岩（ 峨眉山玄武岩） 

于中晚二叠世之间喷溢，由西北向东南呈舌状突起，且变薄、尖灭，其边缘具偏碱、高钛铁、低镁、

二氧化硅饱和及富含挥发性组分的特点。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体产自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与二叠系上统龙潭组（P3l）之间的古岩溶不整合面上，严格

受层间滑脱构造控制。矿体主要赋存在龙潭组一段（P3l
1）以灰质角砾岩、凝灰质角砾岩、炭质泥质角

砾岩为主的一套伴有不同程度蚀变的角砾岩层中。圈定工业矿体 27 个，其中规模较大为Ⅲ、11、12、

18、26、13、15 号 7 个矿体，其余则为小矿体。各个矿体长 65 ～ 930m，宽 20 ～ 200m，真厚度 1.64 ～

4.52m，Au 品位 3.00 ～ 7.97g/t。矿体赋存标高 1196 ～ 1655m，最大垂深约 190m。矿体产状平缓，呈

层状似层状产出，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矿体规模悬殊，连续性较差。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类型有氧化矿石和原生矿石，载金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和毒砂。矿区浅部以氧化矿为主，分布

于潜水面以上 ；相对深部为原生矿，分布于潜水面以下。

矿石结构有胶状环带结构、泥质结构、土状结构、假象结构等；矿石构造有角砾状构造、块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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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染状构造、网脉状构造、层纹状构造、晶洞状构造、土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微细粒浸染状金矿矿石 编号 DB030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戈塘金矿区。标本表面为褐黄—褐红色，具自形—半自形结

构，角砾状、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有黄铁矿、辉锑矿、褐铁矿等；脉石矿物有萤

石、石英、方解石等。Au品位为6.15g/t

成因类型 中低温热液型（微细浸染型） 产地 贵州省安龙县戈塘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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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南省灵宝市大湖金矿

大湖金矿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地处小秦岭金矿田北矿带的中段，是我国重要的产金基地之一。

矿床赋存于北西西向的 F5 断裂带中，是典型的构造蚀变岩型金矿，截至 2005 年底矿区共探明 Au 金属

量 22.854t。

大湖金矿位于华北地台南缘华熊台隆小秦岭台穹，老鸦岔复背斜次级五里村背斜北翼，成矿区带

属于小秦岭 Mo-W-Au-Fe-Pb-Zn- 萤石成矿带中的小秦岭金矿田北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太古界太华群和第四系。新太古界太华群岩性为一套深变质岩，属新太古

代花岗岩 - 绿岩带，根据岩性组合可划分为 4 类，矿区内出露为四范沟片麻状花岗岩和杨砦峪灰色片

麻岩。太华群四范沟片麻状花岗岩分布于矿区西南部，太华群杨砦峪灰色片麻岩分布于矿区东南部，

第四系分布于矿区北部。

（2）构造

矿区断裂构造较为发育，按走向可划分为近东西向、北北西向、北北东向、近南北向 4 组，其中

以近东西向断裂组和北北西向断裂组最为发育。近东西向断裂组主要有 F5、FI、F6、F7、F8 等断裂，

其中 F5 为矿区主要控矿构造。北北西向和北北东向断裂组成共轭相交，以北北西向较发育，沿断裂多

被辉绿岩、花岗斑岩脉充填。近南北向断裂组区内仅见 1 条，分布于小峪沟口，断裂带主要由碎裂岩

组成，局部充填有石英脉。

（3）岩浆岩

矿区内岩脉发育，分布广泛，主要有花岗伟晶岩、辉绿岩、花岗斑岩等。花岗伟晶岩多呈脉状、树枝状、

不规则状及小岩株状分布，规模大小不等，出露面积数平方米至数百平方米 ；辉绿岩是区内最发育的

脉岩，呈脉状产出，以北北西向最为发育 ；花岗斑岩在区内比较发育，呈脉状充填于北北西向断裂内。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大湖金矿中金矿体分布与含金石英脉的分布密切相关。金矿体主要赋存于含金石英脉之中，矿体

严格受含金石英脉的控制。其形态、排列方式、产状基本上与含金石英脉相一致。矿体成群分布， 呈

雁行式平行排列， 具尖灭再（侧）现等特征。主要的金矿体分布于 F5 断裂构造带中，多呈脉状、透镜状、

似层状等产出，埋藏较深， 属隐伏矿体。富厚矿体主要赋存在断裂构造带倾角变缓、走向转弯部位和

两断裂构造交汇部位。

标本采自大湖矿区 F5 矿段。F5 含矿构造蚀变带中主要含金矿体有两个，编号为 F5-19- Ⅲ号和

F5-22 号。

F5-19- Ⅲ号矿体 ：位于 1 ～ 18 线之间，矿体长 1235m，控制最大斜深 1488m，平均为 460m，矿

体厚 0.52 ～ 11.03m，平均为 1.58m，矿体呈不规则脉状，形态复杂。矿体倾向 330°～ 350°，倾角

28°～ 44°，Au 平均品位 4.69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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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22 号矿体 ：位于 4 ～ 14 线之间，矿体长 576m，控制最大斜深 1504m，平均为 640m，矿体

厚 0.58 ～ 10.27m，平均为 2.89m，矿体呈不规则透镜状，形态较简单。矿体倾向 340°～ 360°，倾角

31°～ 41°，Au 平均品位 3.61 g/t。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区内含金矿石类型以多金属硫化物矿化含金石英脉型矿石为主，其次有少量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化

碎裂岩、糜棱岩型及围岩蚀变型矿石。金矿石中金属硫化物含量占矿石矿物总量的 5% 左右，属少硫

化物型矿石。矿石中金矿物主要是自然金。

矿石结构有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他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碎屑结构、糜棱结构、碎裂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星散状构造、团块状构造、网脉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石英脉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10-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大湖矿区F5矿段。标本表面为灰褐色，具他形粒状、碎裂结

构，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自然金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

英。Au品位为8.7g/t

成因类型 岩浆期后热液型（构造蚀变岩型） 产地 河南省灵宝市大湖金矿



中国典型矿山大型矿石标本图册

92

五、河南省灵宝市秦岭金矿

秦岭金矿位于河南省灵宝市故县镇，具有易采、易选、易冶等特点，是我国重要的岩金生产基地之一。

矿区以金为主，累计探明金金属量数十吨，达到大型矿床规模，与金伴生的有益组分有铅、锌、银、铜、

硫、钨、钼等。

秦岭金矿地处华北陆块南缘、华熊台隆小秦岭台穹老鸦岔（主）背形中段轴部及南翼，成矿区带

属于小秦岭 Mo-W-Au-Fe-Pb-Zn- 萤石成矿带中的小秦岭金矿田中矿带。区内出露地层单一，区域

变质作用强烈，断裂构造发育，岩浆活动频繁，金矿脉分布普遍，具有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为新太古界太华群及零星分布的第四系。老鸦岔主背形轴部由新太古界太华群四范

沟片麻状花岗岩组成，两翼主要为杨砦峪灰色片麻岩，局部有观音堂组变粒岩、石英岩和黑云斜长片

麻岩。第四系残坡积物和冲积物沿矿区沟谷分布。

（2）构造

矿区位于老鸦岔背形轴部及南翼，断裂十分发育，以近东西向为主，近南北向、北西向及北东向

次之。这些断裂为多期活动的复性结构面，控制着矿区含金石英脉及基性岩脉的分布。区内主要的控

矿构造为近东西向断裂，该组断裂主要为与老鸦岔主背形轴 B1 平行展布的压扭性断裂（F5）。近南北向、

北西向及北东向断裂多被辉绿岩脉充填。

（3）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活动频繁，岩浆岩发育，不同期次、不同种类的岩脉广泛发育。主要以基性—酸性岩

浆的侵入为特征，其类型有花岗伟晶岩、黑云母花岗岩、辉绿岩、花岗细晶岩和含金石英脉。

2. 矿体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秦岭金矿由金硐岔、杨砦峪、四范沟 3 个矿区组成。本区主要矿化有两种类型，即含金石英脉型

和构造蚀变岩型，以含金石英脉型为主，含金构造蚀变岩型次之。含金石英脉受褶皱和断裂控制，往

往成群成带产出，并具平行分布、等距分布的特点。

矿体主要由含金石英脉和部分矿化蚀变岩组成，两者关系密切，后者多位于含金石英脉的两侧或

其延长部分。矿脉一般呈单脉产出，具有膨胀、分支、复合现象。矿体形态一般呈脉状、透镜状，多

位于矿脉产状变化处、分支复合处、构造交叉处。矿体一般顶部和底部品位较贫，中部和上部品位较富。

标本采自秦岭金矿杨砦峪矿区 60 号脉，该脉中赋存 8 个矿体，其中规模较大、控制程度较高的矿

体有 60- ①、60- Ⅴ、60- Ⅵ号矿体。

60- ①号矿体 ：位于 10 ～ 8 勘探线之间，矿体形状呈脉状，形态简单，矿体倾向 207°，倾角

46°。矿体长 52 ～ 230m，倾向延深 445m，厚度为 0.22 ～ 1.21m，平均厚 0.79m。Au 平均品位 9.07 g/t。

60- Ⅴ号矿体 ：位于 6 ～ 5 勘探线之间，矿体形状呈脉状，形态较复杂，矿体倾向 210°，倾角

43°。矿体长 80 ～ 266m，倾向延深 871m，厚度为 0.47 ～ 2.66m，平均厚 1.44m。Au 平均品位 3.70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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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Ⅵ号矿体 ：位于 1 号勘探线两侧，矿体形状呈脉状，形态较简单，矿体倾向 210°，倾角

44°，矿体向南东倾伏，向南西侧伏。矿体长 154 ～ 530m，倾向延深 619m，厚度为 0.28 ～ 3.15m，

平均厚 1.03m。Au 平均品位 15.54 g/t。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自然类型主要为原生矿石。根据矿物组合和围岩性质又可划分为黄铁矿石英脉型和构造蚀变

岩型矿石，其中黄铁矿石英脉型矿石占 91%，构造蚀变岩型矿石少见。矿石工业类型为富硫化物型金

矿石。矿石中除主要元素金之外，尚伴生有铅、锌、铜、硫、钨等。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晶粒状结构、他形晶粒状结构、充填结构、压碎结构、揉皱结构、

似斑状结构、交代结构、乳滴状结构、骸晶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浸染状

构造、斑杂状构造、网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蜂窝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石英脉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12-2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杨砦峪矿区60号脉。标本呈灰白色，具充填结构，条带状构
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脉石矿物有石英、方解石、白云石、铁白云石等。

Au品位为8.15g/t

成因类型 中低温热液型 产地 河南省灵宝市秦岭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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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河南省洛宁县上宫金矿

上宫金矿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山底乡，是我国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之一。矿床产于东秦岭熊耳地

体的熊耳群陆相火山岩中，受断裂构造控制，属于典型的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

上宫金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地台南缘、华熊台隆熊耳山隆断区，成矿区带属于秦岭 Mo-

W-Au-Fe-Pb-Zn- 萤石成矿带。区域上岩浆构造活动十分强烈，燕山期岩浆活动对区域上的金矿床

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元古界熊耳群许山组和新生界第四系。新太古界太华群石板沟组在矿区

地表未出露，只在深部见到。石板沟组主要岩性为混合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黑云角闪片麻岩、

混合花岗岩等。许山组在矿区大面积分布，主要岩性为杏仁状安山岩、杏仁斑状安山岩、杏仁状流纹

岩。矿区各主要含金构造蚀变带赋存于中元古界熊耳群许山组下段和上段。第四系主要分布在沟谷两侧，

由冲洪积、残坡积物组成。

（2）构造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有北东向、近南北向及东西向 3 组断裂构造。前两组断裂是控矿构造，

东西向断裂多由脉岩充填。北东向康山－上宫大断裂构造纵贯全区，为矿区最主要的控岩控矿构造。

该大断裂为一西南收敛、东北撒开、由数条压扭性断裂组成的断裂束，断裂束最宽处约 400m。

（3）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和强烈，活动时代有太古宙、元古宙、中生代，主要表现为中元古代的岩浆喷

发活动形成了区内的熊耳群中基性火山岩系，此外还有燕山期的石英二长岩出露，矿区东北 3km 有燕

山期的花岗岩体大面积分布。中生代燕山期的岩浆活动对本区金矿体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体主要赋存在含金构造蚀变岩带内，严格受其控制。区内含金构造蚀变岩带主要有 6 条，自西

向东依次编号为Ⅰ、Ⅱ、Ⅲ、Ⅳ、Ⅴ、Ⅵ号，空间上分布近于平行。矿带形态严格受压扭性断裂控制，

在地表多为长条状、豆荚状、脉状，略显舒缓波状，局部有明显转折，多具分支复合、膨胀狭缩特点。

金矿体多产于矿带变宽即局部引张部位。目前已查明金矿体 90 个，其中隐伏矿体 9 个。矿体形态、特

征严格受含金构造蚀变岩带控制，形态以薄板状、脉状为主，次为透镜状。

标本采自上宫矿区。主要矿体包括Ⅰ12 矿体、V1 矿体、Ⅱ4 矿体等。

Ⅰ12 矿体 ：位于 F1-I 含金构造蚀变带，分布标高为 142 ～ 1197m，埋深 0 ～ 1197m ，矿体走向长

860m，最大倾斜长 1268 m。矿体倾向 317°，倾角 58°～ 60°。矿体平均厚度为 1.47 m，Au 平均品

位 5.63×10-6。矿体形态呈不规则脉状，薄板状，在剖面上呈脉状、豆荚状，局部有分支复合现象。

V1 矿体 ：位于 F1-V 含金构造蚀变带 25 ～ 28 线之间，分布标高为 570 ～ 1319m，埋深 0 ～

667m，矿体走向长 670m，最大倾斜长 877 m。矿体倾向 317°，倾角 60°。矿体厚 0.58 ～ 8.63m，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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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厚度为 2. 57 m，Au 平均品位 6.02×10-6。矿体形态极不规则，呈脉状、透镜状，局部有分支复合现象。

Ⅱ4 矿体 ：位于 F1- Ⅱ含金构造蚀变带，分布标高为 490 ～ 980m，埋深 427 ～ 899m ，矿体走向

长 365m，最大倾斜长 565m。矿体倾向为 317°，倾角 62°。矿体平均厚度为 1.48 m，Au 平均品位

6.27×10-6。矿体形态呈不规则脉状、薄板状。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的自然类型，按氧化程度划分主要为原生矿石，根据岩石组合及组分划分主要为构造蚀变岩

型金矿石。矿石工业类型为硫化物型金矿石。成矿元素以金为主，伴生有用元素银，有害元素主要为

砷和锑。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晶粒状结构、他形晶粒状结构、包含结构、网状结构、碎裂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状构造、细脉 - 浸染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网脉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石英脉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12-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上宫矿区。标本表面为浅红褐色，具粒状结构，角砾状、细脉

状、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次为自然金、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

等；脉石矿物有石英、钾长石等。Au品位为3.5g/t

成因类型 岩浆期后热液型（构造蚀变岩型） 产地 河南省洛宁县上宫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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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南省嵩县祁雨沟金矿

祁雨沟金矿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城关镇，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大型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床，也是我

国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之一。

矿区位于华北地台南缘华熊地块龙脖 - 花山北东向复式背斜北东端的南东翼。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太古宇太华群变质岩系和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火山岩系，二者呈不整合接

触。此外还出露有新近系和第四系。太华群为一套中深变质的基—中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是矿区

内含金角砾岩体和含金蚀变破碎带的主要容矿围岩 ；熊耳群分布于矿区东部和南部，不整合覆盖于太

华群之上，为一套中基性—中酸性火山喷发岩；新近系分布于矿区中东部，不整合覆盖于熊耳群之上；

第四系分布于矿区东部和沟谷低洼处，为残坡积、洪积物，冲积物等。

（2）构造

区内断裂构造十分发育，按走向主要可分为北西、北北东、北东向 3 组。各组断裂在平面上具平

行等距分布的特点。各组断裂均具金矿化，以北东、北北东向两组断裂最为发育，是本区断裂构造蚀

变岩型金矿床的主要控矿和赋矿构造。区内角砾岩体呈北北西向成带分布，受区内北西及北东向断裂

交汇处的控制。

（3）岩浆岩

本区岩浆活动强烈、频繁，具有长期性、多期性特点。其中最强烈的为前加里东期和燕山期，尤

其是燕山期岩浆岩广布，与成矿关系密切。前加里东期侵入岩以中性岩为主，除前述的熊耳群火山岩外，

尚有呈脉状产出的安山玢岩、绿泥阳起蚀变岩；燕山期侵入岩以酸性岩脉或小岩株为主，次为碱性岩脉，

从老至新可分为石英钠长斑岩、花岗岩、正长斑岩、碱性正长岩、石英斑岩、花岗斑岩、角闪二长花岗岩、

闪长玢岩。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区内已发现角砾岩体 32 个，构成 3 个北西向的角砾岩带。其中含金角砾岩体 6 个，均位于王庄 -

祁雨沟角砾岩带东南部， J4 角砾岩体为主要含金角砾岩体。J7 含金角砾岩体是本区出露面积最大的一

个岩体，同时也是标本产出的岩体。角砾岩体在平面上常为近椭圆状，剖面上呈漏斗或筒状，产状近

于直立。角砾成分复杂，以太华群片麻岩为主，次为熊耳群安山岩，此外还有正长斑岩、石英斑岩、

花岗斑岩等。含金角砾岩体的胶结物主要为石英、黄铁矿、方解石等热液矿物，而无矿角砾岩体一般

为花岗质矿物胶结。角砾岩体内金矿体一般为透镜、脉状和不规则状，偶见分支复合现象。

标本采自 J7 含金角砾岩体。 J7 含金角砾岩体位于矿区的中部，在平面上呈不规则状，面积约

0.67km2， 长 1500m，宽 200 ～ 8200m,，倾向 NE40°，倾角 60°～ 80°。角砾岩体的边部和底部发育

有脉状和网脉状矿化，金主要赋存于脉状矿化热液蚀变硫化物中。

目前，J7 含金角砾岩体中发现金矿体 15 条，金矿体严格受角砾岩体控制，矿体形态为透镜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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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层状，赋矿标高为 251 ～ 690m, 最大矿体长 435m，宽 200m，平均真厚度 3.37m。矿体倾向 9°，倾

角 22°。Au 平均品位 0.82 ～ 1.94 g/t，平均品位 1.52g/t。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矿石中矿物成分及含量可分为 4 种矿石类型 ：黄铁矿金矿石、石英多金属硫化物金矿石、石

英黄铁矿金矿石、方解石黄铁矿金矿石。根据矿石氧化程度，还可将矿石分为氧化矿石、混合矿石和

原生矿石 3 种类型。

矿石结构主要为自形—他形粒状结构、碎裂结构、叶片状结构、交代结构、包含结构、固溶体分

离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团块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条带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细脉及

网脉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角砾岩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55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矿区J7角砾岩体。矿石标本呈灰红色，局部风化呈褐红色，具
交代、碎裂结构，角砾状、脉状、条带状构造。标本内角砾含量大约为85%，角砾
成分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和混合片麻岩。角砾大小不一，角砾形态以棱角、次棱

角状为主，少量为次圆状。胶结物成分一般为岩屑、岩粉和热液蚀变产物。矿石矿

物有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辉铋矿、自然金等；脉石矿物为石英、钾长石、绢

云母、方解石等。Au品位为4.5g/t

成因类型 次火山热液型① 产地 河南省嵩县祁雨沟金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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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河南省桐柏县银洞坡金矿

银洞坡金矿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朱庄乡，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露天开采的黄金矿山之一。矿区

以金为主，并伴生有铅、锌等金属元素。

银洞坡金矿区位于桐柏山北麓的围山城金银多金属成矿带中部，北秦岭构造带之秦岭 - 大别造山

带中段。成矿区带属铜柏 - 大别 Ag-Au-Cu-Zn-Mo-Fe- 金红石 - 萤石等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歪头山组，是一套中浅变质的火山碎屑 - 沉积岩系。其主要岩性为

变粒岩、云母石英片岩，其次有少量的碳酸盐岩、斜长角闪片岩。依据现在的构造叠置关系，分为上、

中、下 3 部分 17 个岩性段。上、中、下部各有一个含矿层，中部第二岩性段是银洞坡金矿床的主要赋

矿层位。各岩性段之间地层皆呈整合接触，岩层中变余微细层理发育，沉积韵律比较清楚。

（2）构造

矿区位于河前庄背斜向北西倾伏部位。背斜是矿区的主体构造，背斜两翼派生的共轭逆冲剪切带、

顺层剪切带是主要的容矿构造。而东西向、北东向、近南北向脆性断裂与矿化关系不密切，有些则

对矿体起破坏作用。河前庄背斜为银洞坡金矿区的一级控矿构造，是一个斜歪倾伏背形。其东部仰

起撒开，西部倾伏收敛，两翼不对称，呈枢纽波状起伏。背斜枢纽总体产状北西 300°左右，倾伏角

13°～ 25°，背斜轴部的低压疏张带是成矿的有利空间。在成矿期为含矿热液充填、交代，形成鞍状

矿体。

（3）岩浆岩

银洞坡金矿区内岩浆岩不发育，但围山城金银矿带内岩浆活动十分频繁，其岩性由超基性—基性—

中性—酸性—碱性岩都有出露，深成岩、浅成岩、喷发岩均很发育。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体的空间分布严格受含矿岩系及赋矿构造双重控制，呈鞍状、似层状分布于河前庄（朱庄）背

斜的转折端、倾伏端的虚脱部位及两翼的共轭逆冲剪切带中。矿体形态基本和背斜形态一致，随着背

斜南东向仰起而撒开，北西向倾伏而收敛。转折端含矿层增厚而膨大，深部随背斜的平缓消失而尖灭，

矿体沿走向、倾向均呈舒缓波状。由于碎裂流动，矿体具膨大缩小、分支复合、尖灭再现等特征。受

构造控制，矿体产状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上陡下缓，北翼陡南翼缓，在平面、剖面上均呈平行排列，

具多层状重叠出现。矿区可划分为东、西两个矿段，东段圈定 19 个矿体，矿体厚大，规模大 ；西段主

要有 51、52 号等矿体，矿体厚度薄、规模小、变化大，连续性差。

以 51-2 矿体（北翼）为例，概述其主要特征如下 ：

51-2 矿体（北翼）：赋存于 Pt3w
23-1，地层中的炭质绢云石英片岩中，矿体呈似层状、脉状产出，

矿化连续性很好。矿体分布标高为 113.9 ～ -340m，埋深 174 ～ 530m，控制最大斜深 522m，矿体长

1165m。中间有 “无矿段”。矿体产状：倾向 21°～ 40°，倾角 57°～ 79°，平均倾角 68°。矿体厚 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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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m，平均 1.22m。矿体 Au 品位 1.03 ～ 5.63g/t，平均品位 3.11 g/t。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铅氧化率可以将矿石划分为氧化矿石（>30%）和混合原生矿石（<30%）两种矿石类型。氧

化矿石仅分布于地表很少部分，混合原生矿石分布于 196m 标高以下。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他形粒状结构、固熔体分离结构、交代溶蚀结构和压碎

结构。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网脉状 - 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块状构造，局部有变余层状或

条带状构造、蜂窝状构造、晶洞构造和土状及皮壳状构造。

标本名称 层控变质热液金矿石 编号 DB054 形成时代 燕山晚期

  矿石标本呈灰黑色，局部风化呈褐红色，中细粒结构，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

主要为黄铁矿、方铅矿、黄铜矿、铜蓝、褐铁矿、自然金；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局部可见少量孔雀石。可见褐铁矿化。石英脉发育。矿床Au品位为5.84g/t

成因类型 层控变质热液型① 产地 河南省桐柏县银洞坡金矿

① 据徐志刚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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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湖南省平江县黄金洞金矿

黄金洞金矿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黄金洞乡，采金历史悠久，矿区位于扬子成矿域著名的江南

地块，为江南隆起金矿成矿带中部的湘东北 - 赣西金矿成矿区。

黄金洞矿区地处湘东北，位居扬子准地台南缘，属于江南隆起东段 Cu-Pb-Zn-W-Mo-Nb-Ta-

Au-V（Sb）成矿带，构造岩浆活动频繁，是湖南省金铅锌铜多金属矿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冷家溪群第四岩组，在区内沟谷中还发育少量第四系冲积、残坡积物等，

在矿区的西北角见有少量中生界白垩系出露。冷家溪群由一套具复理石和类复理石建造特征的深海—

半深海浅变质碎屑岩组成。

（2）构造

由于受区域南北向挤压应力作用，从而使矿区内褶皱、断裂和节理构造较为发育。本区褶皱构造

属枫门岭—胆坑的近东西或北西西向的复式向斜构造北翼，由一系列近似平行的次级同向倒转背、向

斜紧密型褶皱群组成。矿区断裂较发育，主要分为近东西和北西西向及北东向 3 组，北东向深大断裂

具有多期活动的特征，在成矿过程中起导矿作用，为含矿热液提供通道，又对后期矿脉（体）有改造

作用。东西向及北西西向断裂是本矿区的主要容矿构造，含矿热液在此沉积、富集形成矿体。本矿区

内构造活动主要经历了剪切、拉张和挤压阶段，其中剪切和拉张阶段是本区内金矿成矿的主要阶段。

（3）岩浆岩

在矿区及附近外围地区没有发现岩浆岩出露，但是在黄金洞水库之东北的一个小区域内，通过卫

星图上解释发现，有一个清晰的环形构造存在，其间还有近东西向线形构造发育。区内环形构造主要

与岩体有关，此影像反映深部可能有岩浆岩存在。在矿区西南方向约 35km 处的连云山一带，有燕山

早期黑云母二长花岗岩（ηγ5
2）出露。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黄金洞矿区先后发现矿脉 19 条，分别是 ：1 号矿脉两个，202 号矿脉一个，3 号矿脉两个，301 号

矿脉一个，601 号矿脉一个，602 号矿脉一个，另在 57 线及 123 线分别见两个小矿体。501 号矿脉深

部金矿化弱，未圈出矿体。矿体主要由含金蚀变破碎板岩和含金石英脉组成，局部见含金构造角砾岩（202

号脉西段较典型），矿体形态、产状和规模基本上受断层破碎带控制。矿体沿倾向、走向延伸以 3 号脉

最大，202 号脉次之。    

3 号矿体 ：位于 27 ～ 51 线之间，矿体受断裂构造控制明显，走向 EW，倾向 S，倾角 45°～

57°。目前控制赋矿标高为 178 ～ -400m，矿体走向长 1200m，控制矿体平均厚度 1.57m。Au 平均品

位 3.21g/t。矿体赋存于含金蚀变破碎板岩中，呈脉状、透镜状，具膨大、分支复合现象。

202 号矿体 ：位于 22 ～ 13 线之间，矿体受断裂构造控制，走向 EWW，倾向 NNE，倾角 55°～

72°。目前控制赋矿标高为 308～-174m，矿体走向长 880m，控制矿体平均厚度 3.85m。Au平均品位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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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矿体主要以含金石英脉型为主，呈脉状、透镜状产出。具 NWW 向侧伏、侧伏角 30°的形态特征。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区内金矿石类型按矿物组构划分主要有含金蚀变破碎板岩、含金石英脉、含金构造角砾岩和含金

蚀变板岩等。含金蚀变破碎板岩是组成矿体的主要矿石类型，多分布在断裂破碎带中，由强烈黄铁矿化、

毒砂矿化、绢云母化的破碎板岩组成，含金石英细脉沿裂隙呈网状穿插。

区内矿石的结构主要有粒状变晶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碎裂结构、角砾结构、花岗变晶结构和显

微鳞片变晶结构等。其中粒状变晶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和碎裂结构是含金蚀变破碎板岩矿石的主要结构；

交代残余结构、角砾状结构、粒状变晶结构是含金石英脉矿石的主要结构。

区内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构造、星点浸染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和板状或条带状构造，部分具网脉

状构造、蜂窝状构造及晶洞构造等。其中条带状构造、板状构造是蚀变板岩矿石所常有的构造，块状

构造则为含金石英脉类矿石的常有构造。

标本名称 破碎蚀变岩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64 形成时代 中元古代

  本矿石标本采自黄金洞矿区。标本表面为青灰色，具交代结构，块状构造。矿

石矿物有黄铁矿、毒砂、黄铜矿、辉铜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绢云母、白云石、

绿泥石等。Au品位为5.6g/t

成因类型 沉积-变质中低温热液型 产地 湖南省平江县黄金洞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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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江西省德兴市金山金矿

金山金矿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花桥镇，是赣东北金铜矿集区的主要矿床之一，因其成矿条件

独特、矿床规模大、经济价值高而备受关注。矿床产于金山韧性剪切带的超糜棱岩 - 糜棱岩带中，是

中国韧性剪切带型金矿的代表性矿床之一。

金山金矿田大地构造位置处在扬子准地台江南台隆东南缘，南东侧与钱塘台坳毗邻。金山金矿是

金山金矿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矿区带属江南隆起东段 Au-Ag-Pb-Zn-W-Mn-V- 萤石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大面积出露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浅变质岩系，在沟谷和缓坡地段有第四系零星分布。地层总体

走向北东，倾向南东 110°～ 130°，倾角平缓 10°～ 35°，成一单斜层序产出，按其岩性组合特征在

矿区范围内可分为 3 个岩性段。第一岩性段分布于矿区南部，占矿区面积 15% 左右 ；第二岩性段分布

于矿区北西部及中部，约占矿区面积 40%，是矿床主要赋矿岩性段 ；第三岩性段分布于矿区北东部，

约占矿区面积的 40%。

（2）构造

矿区地处赣东北韧性剪切蛇绿岩构造混杂带之金山韧性推覆变形带中。构造形变以低角度的韧性

剪切变形变质为主，褶皱和高角度断裂不甚发育。金山 - 朱林韧性剪切带和西蒋 - 石碑韧性剪切带是

区内最重要的控矿构造，是金山矿区的成矿 - 容矿构造，严格控制着金矿床的形成和矿体的产出。

（3）岩浆岩

矿区岩浆活动微弱，以同构造期侵位为主要特征，仅见辉石闪长岩和辉绿岩两种岩石类型，呈岩瘤、

岩脉、“岩块”沿断层和剪切带零星分布。辉石闪长岩主要分布在矿区东北部阳山—水泽坞地段，呈无

根小岩瘤、岩床产出。辉绿岩沿陡倾斜断层和韧性剪切带侵位，呈岩脉、岩瘤，大多呈岩墙或“岩块”

产出。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金山矿区金矿体均受韧性剪切带控制，矿体均产于金山 - 朱林韧性剪切带应变中心超糜棱岩、糜

棱岩 - 金矿化蚀变带（Ⅰ带）中。矿区发现 V1—V10 共 10 条似层状或透镜状矿体，矿体之间相互平

行产出，相距 10 ～ 30m。V1 是矿床的主矿体，规模最大，探明金储量占矿床已探明储量的 73%，矿

体赋存在Ⅰ带中下部，含炭千糜岩带（Ⅱ 1 带）是其底板的宏观标志。其他矿体由大到小依次是 V7、

V2、V8、V9、V6、V10。V1、V2、V7—V10 分布于湾家坞—大坞—水泽坞区段，呈平行叠置产出，V3—

V6 分布在阳山区段。

V1 矿体赋存于超糜棱岩、糜棱岩 - 金矿化蚀变带（Ⅰ带）中下部，含炭千糜岩带是其底板标志。

产状受剪切带主剪切面控制，总体走向 NW-SE，倾向 NE40°左右，平均倾角 23°，沿走向、倾向呈

舒缓波状延伸，目前控制长度为 1910m，倾向控制延伸 1480m，最大控制延深 1800m。矿体形态为似

层状、大透镜状，连续延伸，膨大狭缩明显，单一膨大狭缩体近 600m，局部有分支复合现象。矿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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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厚 16.28m，最小厚 0.13m，平均厚 3.45m。Au 平均品位 7.24 g/t。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区内矿石类型主要有块状矿石、硅化黄铁矿化千糜岩型矿石、石英脉型矿石。3 种矿石类型在

整体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块状矿石是矿区最主要的矿石类型。矿石工业类型属贫硫化物型，有

用组分仅为金，伴生有益组分银、铜、铅、锌、铂、钯含量低，均无综合回收价值。

矿石结构有糜棱结构、超糜棱结构、碎裂结构、晶粒结构、包含结构等。矿石构造有块状构造、

星散浸染状构造、皱纹构造、角砾状构造、脉状 - 网脉状构造、晶洞构造等。

标本名称 糜棱岩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31 形成时代 中元古代

  本矿石标本采自金山矿区。标本表面为褐红色，具糜棱结构，浸染状、块状构

造。矿石矿物主要有自然金、黄铁矿、磁铁矿、赤铁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绢云

母、钠长石、绿泥石等。Au品位为1.56g/t

成因类型 变质碎屑岩热液型① 产地 江西省德兴市金山金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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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辽宁省阜新市排山楼金矿

排山楼金矿位于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比较典型的韧性剪切带型

金矿床。矿床产于辽西太古宙变质花岗岩 - 绿岩带中，受韧性剪切带控制，矿石储量大，品位低。

矿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属中朝准地台北缘、燕山台褶带东端的辽西台陷内的北镇凸起北部，其西

部与朝阳穹褶断束相接，北面与旧庙断凸相邻，东部与下辽河断陷接壤。成矿区带属燕辽 Cu-Mo-

Pb-Zn-Ag-Au-Fe-Mn- 煤成矿亚带。区内太古宇发育，岩浆活动频繁而强烈，并有阜新至锦州断裂

和大巴至后三角山韧性剪切带通过，地质情况复杂，成矿条件优越。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有太古宇建平群、中元古界长城系、新生界第四系。建平群大营子组是一套

中级变质程度的区域变质岩，分布较广，是找矿勘探的标志层 ；中元古界长城系主要出露于矿区的西

北和东南部，为大红峪组、高于庄组，发育一套陆源碎屑岩和内源碳酸盐岩建造 ；新生界第四系出露

于矿区东部，东南部山间谷地中。

（2）构造

区内构造以韧性剪切构造、脆性断裂构造为主，褶皱次之。有北东向大巴 - 后三角山韧性剪切带

和一系列近东西向韧性剪切带分布，燕山期脆性断裂相当发育。区内韧性剪切变形变质构造表现为由

简单剪切作用形成的规模巨大、变形强烈、呈带状分布的韧性剪切带。

（3）岩浆岩

区内侵入岩发育，且出露面积较大。根据以往资料可分为鞍山、燕辽、华力西和燕山 4 期，岩石

类型以酸性侵入岩为主，中性岩少量。区内脉岩有花岗斑岩、正长岩、二长斑岩、煌斑岩、闪长岩、

石英脉等，主要为燕山期产物，最晚为古近 - 新近纪。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床受东西向展布的排山楼 - 侯其营子大型韧性剪切带控制，矿体北倾，倾角 30°～ 40°。金

矿体和矿化体主要赋存在长英质糜棱岩及少量黑云斜长糜棱岩中，厚度一般几米至十几米，长度可达

1000m，延深 400m。长英质糜棱岩原岩为元古宇长城系大红峪组长石石英砂岩，黑云斜长质糜棱岩原

岩为太古宇建平群小牵马岭黑云斜长片麻岩，二者之间为韧性剪切构造接触，无明显界线。

金矿体严格受韧性剪切带控制，产状与糜棱岩产状基本一致。已圈定大小矿体 40 多个，其中主矿

体有 3 个（分别为 T1、T4、T5），多呈似层状 ；其余为中小矿体，多呈透镜状。

T1 矿体 ：位于 9 ～ 16 线一带，位于 F1 断层下盘，矿体走向近东西向，倾向北，倾角 40°左右。

控制赋矿标高 223 ～ 465m 之间，矿体走向长 630m，平均厚 6.89m。Au 平均品位 4.43g/t。矿体呈似层状，

纵向上表现为上陡下缓。另外矿体浅部厚大，向深部逐渐变小、直至尖灭。

T4 矿体 ：位于 3 ～ 18 线一带，位于 F1 断层上盘，矿体总体向西侧伏，侧伏角 35°左右。地表出

露矿体长 275m，150m 标高处矿体长 120m。矿体平均厚 9.02m。Au 平均品位 3.82 g/t。矿体呈似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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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镜状。矿体厚度从上向下、从左向右有逐渐增大的趋势。

T5 矿体 ：位于 1 ～ 20 线一带，位于 F1 断层上盘，T4 矿体下部。矿体走向总长 622m，地表出露

长 350m，矿体向西侧伏，1 ～ 4 线之间走向为东西向，倾向北，倾角 5°～ 15° ；4 ～ 8 线之间矿体

转为北北东向，倾向北西，倾角 10°～ 35° ；8 ～ 20 线之间矿体走向又转回东西向，倾向北，倾角

30°～ 50°，矿体倾斜延深 90 ～ 230m，矿体平均厚 4.84m。Au 平均品位 4.01 g/t。矿体形态呈似层状，

透镜状。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矿物成分、矿石自然类型可分为蚀变长英质糜棱岩型和蚀变黑云斜长质糜棱岩型，前者以浅

部为主，后者在深部较发育。工业类型属低硫化物型金矿石。

矿石结构以半自形和他形粒状结构为主，还有少量的碎裂结构、交代残留结构、假象结构、包含结构、

乳滴状结构等。矿石构造以浸染状构造为主，其次为条带状构造、条纹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糜棱岩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13-1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排山楼矿区。标本表面为褐红色，具糜棱结构，浸染状、致密

块状构造。矿石矿物有黄铁矿、自然金、磁黄铁矿以及少量的黄铜矿、磁铁矿等；

脉石矿物有石英、长石、黑云母等。Au品位为2.13g/t

成因类型 破碎带蚀变岩型① 产地 辽宁省阜新市排山楼金矿

① 据徐志刚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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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哈达门金矿

哈达门金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阿嘎如泰苏木境内，是内蒙古最大的黄金矿山，成矿

地质条件良好，具有成为超大型金矿床的潜力。

哈达门金矿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地台北缘内蒙古台隆西南部的阴山隆起带中段，印支期大桦背

岩体的东侧，成矿区带属于乌拉山 - 集宁 Au-Ag-Fe-Cu-Pb-Zn- 石墨 - 白云母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太古界乌拉山群脑包山组，按岩性分为 5 个岩性段，含金矿脉赋存于第

三岩段含榴石黑云斜长片麻岩和第四岩段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中，为一套原岩为火山 - 碎屑岩建造的

中—高级变质岩，金丰度值较高，是克拉克值的 2 ～ 6 倍，该地层为金的初始矿源层，对成矿很有利。

（2）构造

矿区的断裂构造均为次级构造，十分发育。从形成时间上可分为成矿前、成矿期和成矿后的断裂。

成矿期的断裂构造主要是矿区南部有一条钾长石化破碎蚀变岩带，走向北东 65°，倾向北西，延长十

余千米，构造角砾到处可见。这个断裂构造是矿区的一条主构造，其力学性质为张扭性。与其派生的

一组近东西向的张扭性断裂带成为本区主要容矿构造。

（3）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较发育，较大的岩体有矿区西部的大桦背岩体和北部的沙德盖岩体。岩体距矿脉一般

1 ～ 6km，为成矿提供了成矿热液。大桦背岩体呈近似等轴的圆形，面积约 208km2，岩性为中粒似斑

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于印支期侵入乌拉山岩群中。岩体的周围，尤其在岩体西侧和东侧，发育有 30

条辉绿玢岩脉和 15 条石英脉及石英钾长石脉。沙德盖主岩体近似菱形，其西部还有 2 个小岩体，总面

积约 65km2，侵入时期为华力西晚期。此外，矿区内脉岩相当发育且种类多样，主要有伟晶岩脉、辉

绿岩脉、石英脉、石英钾长石脉和花岗岩脉等。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哈达门金矿区共发现含金脉体（群）90 余条，含金地质体主要是含金石英脉、含金石英钾长石脉

和含金蚀变岩。矿体赋存在新太古界乌拉山群变质岩中，严格受构造控制，成群成带分布，矿体呈脉

状似板状，以近东西向走向分布为主（如 13 号脉、113 号脉等），少数呈北西向走向分布（如 1 号脉、

32 号脉），大于 1g/t 的含金脉体有 40 多条。按矿化特点和集中区域划分 5 个脉群（13 号脉群、24 号脉群、

59 号脉群、113 号脉、1 号脉群），还有零星分布的矿脉。

13 号矿脉 ：为矿山主采矿脉，分布于矿区东南部，地表控制长近 2200m，走向东西，倾向南，倾

角 50°～ 75°。主矿脉上盘多见平行小脉分布，并被东西向断裂切割，矿脉平均厚 2.48 ～ 2.7m。平

均品位 3.57 ～ 4.46g/t。矿脉控制倾斜深度达 1300m。

32 号矿脉 ：位于 13 号矿脉北东方向约 500m 处，地表控制长度 1500m，控制斜深 760 余米，矿

脉走向北西，倾向南西，倾角 25°～ 48°，倾角上缓下陡。矿脉工程控制平均厚度 1.93m ；Au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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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 2.85g/t。矿化类型为石英钾长石脉。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各矿脉矿石类型、矿物成分及矿化特征相近，均属贫硫化物型矿石，氧化带不发育，以原生矿石为主。

矿石的自然类型可分为含金黄铁矿 - 石英脉型、含金黄铁矿 - 石英钾长石脉型及含金黄铁矿 - 硅化钾

化蚀变岩型 3 种类型，呈渐变过渡和交替分布。

矿石结构主要为他形细粒结构、压碎结构、交代残余结构、花岗变晶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为致

密块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网脉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钾化蚀变岩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46-1 形成时代 二叠纪—早白垩世

  矿石标本呈灰红色，局部风化呈褐黄色，中细粒结构，浸染状构造。矿石矿

物组成为赤铁矿、磁铁矿、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长石、黑云母、绿泥

石。石英-钾长石脉发育。金在赤铁矿和磁铁矿中以晶格金、胶体金形式出现（占
57.69%）。矿床Au平均品位为3.36g/t

成因类型 岩浆热液型 产地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哈达门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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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金矿

三山岛金矿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三山岛办事处，属胶东地区典型的超大型焦家 - 玲珑式金矿，

矿床规模巨大，矿体形态简单，品位稳定。

该区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地台南缘、胶北地体之胶北隆起区，西靠北北

东向的沂沭断裂带，南接胶北地体之胶莱坳陷，北邻龙口断陷盆地和渤海坳陷，东靠与金矿成矿有密

切关系的玲珑复式岩体。成矿区（带）归属胶东 Au-Fe-Mo- 菱铁矿 - 滑石 - 石墨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该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新生界第四系，分布广泛。太古宇胶东群郭格庄组仅零星分布于区内东南隅，

其岩性主要为黑云变粒岩、石英岩等，走向近东西，与下部栖霞超单元、芦家单元呈韧性剪切接触。

（2）构造

区内以断裂构造为主，规模最大的为北东向三山岛 - 仓上断裂（F1），次为北西向三山岛 - 三元

断裂（F3）和三山岛 - 仓上断裂下盘的北东向断裂（F2）。其中，F1 断裂是成矿期的主要控矿构造，沿

主断面稳定分布的断层泥对深部上升的成矿热液起到阻隔富集作用。因而，金矿的主矿体产于主断面

以下。成矿后断层有较弱的活动，导致矿体局部破碎。而根据 F3 断裂内的基性岩脉中含有黄铁绢英岩

的捕虏体或角砾等特点，认为该断裂是成矿后活动较强的断裂。

（3）岩浆岩

区内侵入岩广泛发育，主要有新太古代、新元古代及中生代侵入岩。新太古代侵入岩主要分布在

三山岛与焦家断裂之间，是胶东隆起金矿的矿源层 ；新元古代侵入岩在该区比较发育且分布广泛，呈

岩株产出，岩性为中粒二长花岗岩，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中生代侵入岩分布在仓上及龙埠一带，呈北

东向小岩株状产出，受断裂控制明显，其岩性主要为巨斑状中粒花岗闪长岩，与金矿关系密切，是形

成大型金矿床的成矿母岩。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区内共发现 5 条蚀变带，其中Ⅰ号蚀变带规模最大，受三山岛 - 仓上断裂（F1）控制。在 20 ～

56 线之间共圈定金矿体 16 个，全部产于Ⅰ号蚀变带中。在 F1 主断面的上盘零星矿体有 4 个，编号为

L0 至 L3 ；在 F1 主断面的下盘矿体有 12 个，自上而下编号为Ⅰ -1 至Ⅰ -12。上述矿体中，以 F1 主断

面下盘Ⅰ -1、Ⅰ -2 矿体规模最大，其余主断面下盘矿体规模较小，主断面上盘矿体连续性一般较好。

Ⅰ -1 号矿体，近地表，位于 20 ～ 54 线间，中部在 24 ～ 48 线间，深部在 30 ～ 56 线间，分布

于 F1 主裂面以下的黄铁绢英岩顶部或中上部，赋存标高 -10 ～ -1646m。矿体呈较稳定的大板状，工

程控制走向延长一般 600 ～ 800m，最长 1080m ；倾向延深一般在 1200 ～ 1800m，最深 2360m。矿体

走向 12°～ 37°，倾向南东，倾角 37°～ 52°。矿体平均厚 6.08m，Au 平均品位 3.03g/t。

Ⅰ -2 号矿体 , 赋存于 F1 主断面以下黄铁绢英岩的中上部，Ⅰ -1 号矿体下盘。该矿体特征基本同

Ⅰ -1 号矿体。矿体总体呈较规则脉状产出，膨胀、狭缩现象明显。矿体走向 14°～ 24°，倾向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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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 34°～ 53°。矿体平均厚 10.23m，Au 平均品位 2.57g/t。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三山岛金矿属于破碎蚀变岩型特大型金矿床，主要载金矿物为黄铁矿，硫平均品位为 3.20%，属

低硫型金矿石。矿石自然类型均为原生矿石。矿石中有用组分以金为主，其次为银、硫。

矿石结构主要为晶粒结构，次为交代结构、压碎结构，少数为乳滴状结构、固熔体分离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网脉状构造、团块状构造、斑点状构造，次为细脉浸染状构造、角砾状

构造、梳状构造、蜂窝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绢英岩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110 形成时代 燕山期

  表面呈灰黑色，中细粒粒状结构，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有自然金、黄铁

矿、磁黄铁矿，脉石矿物有石榴子石、石英、方解石、绢云母。方解石可见菱面体

解理。Au品位为3.40g/t

成因类型 中温热液交代-充填型 产地 山东省莱州三山岛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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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金矿

玲珑金矿位于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镇，是我国少有的世界级超大型金矿床，也是我国主要黄金生产

基地之一。胶东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金矿富集区，这里金矿密布，玲珑金矿则是其中最璀璨的“明珠”，

是含金石英脉型，通常称之为“玲珑式”金矿。据勘查，玲珑金矿的黄金储量超过千吨。

玲珑金矿田位于华北地台胶辽隆起之胶北胶莱断隆区西北部，招远 - 掖县（莱州）成矿带的东部，

成矿区（带）归属胶东 Au-Fe-Mo- 菱铁矿 - 滑石 - 石墨成矿带，处于玲珑中生代花岗岩之中。该成

矿带位于山东省东部前寒武纪地盾中东西向栖霞复式背斜的北缘，整个矿区构造受郯庐深大断裂控制。

成矿作用受位于玲珑金矿南西边缘的破头青韧性剪切带控制，玲珑金矿床位于破头青剪切带的下盘。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太古宇—古元古界胶东群和粉子山群。其中胶东群蓬夼组出露部位同本矿区

金矿床的空间分布一致，由一套海底喷发的中基性火山岩夹少量泥质和碳酸盐岩经变质而成。

（2）构造

区内主要有两个构造体系，即东西向构造带和新华夏构造带。玲珑金矿的矿化围岩为玲珑花岗岩

及胶东群残留体。矿体、矿化带主要产于构造蚀变带中即蚀变花岗岩中。玲珑金矿田的主要构造形迹

是充填各类岩墙（脉）或矿脉的断裂。矿田内第一期断裂构造有北东东向、近东西向、北北西向、北

西向和北西西向断裂。第二期属于新华夏系，而这期断裂与矿体有密切关系。即玲珑断裂和九曲破头

青断裂一般都经历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构造运动，有利于交代成矿作用的进行，往往成为其容矿空间。

（3）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活动频繁而强烈。主要为两期，第一期为新元古代震旦期玲珑超单元大庄子单元、罗

山单元、九曲单元 ；第二期为中生代印支期文登超单元阜山单元。玲珑花岗岩为本区主要岩体，次为

郭家岭花岗闪长岩，呈岩基或岩株状产出。矿体在浅部产于玲珑花岗岩岩体内，而在深部则产于郭家

岭花岗闪长岩岩体中。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全区由百条大小不等的含金石英脉及含金蚀变带组成，已发现含金矿脉 547 条。其形态以玲珑断

裂为界分东西两个成群出现的帚状脉带。各脉带中的矿体多产于矿脉之膨大部位、由陡变缓部位、两

组断裂交汇部位、矿脉分支复合部位等。矿体形态多呈透镜状、扁豆状、脉状、不规则状。矿体有膨缩、

尖灭再现、分支复合，并多呈雁行状、“人”字形和不规则状排列。本区规模较大的矿脉群主要有 108

号脉群、 55 ～ 56 号脉群、36 号脉群、51 ～ 54 号脉群、9 号脉群、47 ～ 52 号脉群、10 号脉群、175

号脉群。

标本采自 55 号脉。55 号脉产于 55 ～ 56 号脉群，脉群位于 108 号矿脉东南部，玲珑断裂的西侧，

脉群总长约 4000m，规模较大的为 55 和 53 号脉，矿脉走向西段一般在 NEE70°～ 80°，东段靠近玲

珑断裂处走向变为 NE40°～ 50°，倾向多为 NW，倾角一般在 70°～ 85° , 脉宽一般在 1 ～ 3m，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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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狭缩现象明显，主要由绢英质碎裂岩和黄铁石英脉组成。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矿石结构构造、主要矿物组合及蚀变岩石特征，将矿石成因类型划分为两类，即含金石英脉

型和含金蚀变岩型。在玲珑金矿中，以含金石英脉型矿石为主，次为含金蚀变岩型。

矿石结构以晶粒状结构和压碎结构为主，其次有填隙结构、充填结构、交代结构、乳浊结构、包

含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和脉状构造。

标本名称 石英脉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04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矿区55号矿脉。标本呈灰白色，标本具粒状、骸晶、网格状结
构，透镜状、扁豆状、脉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银金矿、自然金、黄铁矿、黄铜

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绢云母等。Au品位为8g/t

成因类型 中低温热液型 产地 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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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陕西省洛南县陈耳金矿

陈耳金矿位于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陈耳镇，为小秦岭金矿区典型的石英脉型金矿床，矿床类型简单，

成矿条件优越。

矿区位于华北地台南缘之豫西断隆区西部太华隆起西段，北与汾渭地堑相接，南与金堆凹陷毗邻，成

矿区带属小秦岭-豫西 Au-Mo-W-Fe-Pb-Zn-硫铁矿 -萤石成矿亚带。区内岩浆构造活动强烈，有不同

期次岩体和岩脉贯入，特别是燕山期形成的一系列酸性岩体为金矿的展布和富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自下而上为太华群大月坪组、板石山组及洞沟组的下部。经中—高级变质及混合岩

化作用，岩石以各类片麻岩、混合岩为主，夹斜长角闪岩、石英岩等，变质普遍达角闪岩相。地层总

厚度大于 1800m，各组之间均为整合接触。大月坪组分布于大王西峪东、西烧炉沟以北地区，厚度大

于 1178m，主要由混合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及与其间互分布的斜长角闪岩组成。该组是矿区的主要含

矿层，大多数含金石英脉均分布在该套地层中。

（2）构造

矿区位于大月坪－金罗斑复式背斜南翼，朱家沟断裂的北侧。复式背斜轴向呈东西向展布，北翼

地层北倾，倾角 30°～ 60° ；南翼地层南倾，倾角 65°～ 78°。局部可见小型揉皱和褶曲，有倒转

现象。矿区控矿构造主要为朱家沟深大断裂，受该大断裂带的影响，各类断裂构造发育，金矿脉严格

受断裂构造控制。

（3）岩浆岩

岩浆岩在矿区广泛出露，从太古宙到中生代均有发育。岩浆活动表现强烈，尤以元古宙晋宁期和

中生代燕山期最为强烈，代表性岩体有华山岩体、文峪岩体和娘娘山岩体，其中燕山期岩浆活动与矿

床形成关系最为密切。岩浆岩大都沿北东向断裂和东西向深大断裂的交汇部位分布，显示出断裂构造

对其的控制作用。

2. 矿体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区己经发现含金矿脉 20 余条，多数分布于矿区东段大王西峪一带。矿脉在地表多呈北西西向斜

列式产出，近于平行排列、密集成群分布，具等间距分布规律，而且在剖面上也出现等间距特点。根

据构造带空间产状，可划分为 4 个矿化密集地段，即 Q507、Q9503、Q8002 和 Q8801 矿化密集段，各

密集段间距大约 400 ～ 600 ｍ，在每个构造发育区段内均有 4 ～ 6 条含金石英脉。矿化密集地段平行

展布，在走向上延伸均比较稳定，倾向上延伸较大。

大标本采自 Q507 矿脉（体）。该矿脉地表出露于河南省灵宝市西闯—东墁老鸦岔一带，矿体露头

标高 1850 ～ 2665m, 长大于 3000m, 走向 70°～ 130°，南倾，倾角 35°～ 87°。伴随赋矿标高下降

至 1650m 以下，矿脉（体）进入陕西省陈耳金矿范围。控制矿带长 1400m，控制赋矿标高最低 760m。

矿脉（体）严格受控矿断裂构造控制，产状倾向 190°～ 200°，倾角 37°～ 65°，其产状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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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倾向上变化不大。矿体在 A15-A0 勘探线之间沿走向及倾向上不连续，从东向西分为 Q507- Ⅰ和

Q507- Ⅱ两个矿体。

Q507- Ⅰ矿体 ：控制赋矿标高在 1183 ～ 945m 之间，走向控制长 426m，倾斜控制深度 474m。矿

化连续，矿体呈透镜状与似层状，具膨胀、狭缩、波状起伏特点，矿体属薄脉型，平均厚 0.63m，Au

平均品位 14.20g/t。矿体主要由含金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构成。

Q507- Ⅱ矿体 ：控制赋矿标高在 1513 ～ 840m 之间，走向控制长 1050m，倾斜控制深度 910m。

矿体呈透镜状或似层状，具膨胀、狭缩、波状起伏、尖灭再现之特点，矿体属薄脉型，平均厚 0.57m，

Au 平均品位 14.70g/t。矿体主要由含金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构成。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矿石矿物成分及矿物共生组合，将金矿石划分为如下 4 类 ：金 - 黄铁矿 - 脉石英型，金 - 多

金属硫化物 - 脉石英型，金 - 黄铁矿 - 蚀变岩型，金 - 褐铁矿 - 脉石英型。前两种矿石是矿区主要

的矿石类型，且第一类往往多于第二类，但第二类含金性更好。

矿石结构有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糜棱结构、碎裂（斑）

结构、包含结构及交代熔蚀结构等。矿石构造有致密块状 - 团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浸染状构造、

细（网）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蜂窝状构造、胶状、皮壳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石英脉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89 形成时代 燕山期

  标本呈灰黄白色，中细粒结构，浸染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矿、黄铁

矿、闪锌矿、自然金，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长石。黄铜矿、黄铁矿呈斑

块状分布于石英脉中

成因类型 中低温热液型 产地 陕西省洛南县陈耳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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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陕西省略阳县铧厂沟金矿

铧厂沟金矿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境内，是陕甘川金三角重要矿床之一，为单一金矿床。现探

明和控制的金金属量 10 余吨，矿石资源量 200 余万吨，具有很好的资源前景。

铧厂沟金矿区处在西秦岭（秦岭造山带的西段）陕甘川金三角成矿区腹地勉 - 略 - 宁成矿带，大

地构造位置属秦岭褶皱系南部，跨及两个二级构造单元，矿区南部属摩天岭加里东褶皱带，北部属康

县 - 略阳华力西褶皱带。成矿区带属于摩天岭（碧口）Cu- Au-Ni-Fe-Mn 成矿亚带。区域构造线呈

近东西向展布，具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中新元古界碧口群二岩性组上段、泥盆系中下统三河口群、石炭系下统略

阳组，以及第四系。矿区矿体主要赋存于三河口群中，具有典型的层控及构造控矿特点。

（2）构造

矿区总体为一向北倾斜的单斜构造，仅在寨子湾矿段约 800m 范围内三河口群一岩性段地层产生

局部向南倒转。局部地段可见小褶皱。区内较大断裂由北而南有 8 个 ：阴山大梁 - 杨家坪断裂（F1），

陈家湾 - 九房沟 - 吴家沟断裂（F2），北光岭 - 刘家河坝 - 乱石窑断裂（F3），万家山 - 庙湾 - 张家

庄断裂（F4），香堂沟 - 曹家沟断裂（F5），寨子湾断裂片理带（F6），横断层（F7、F8）。

（3）岩浆岩

矿区内未发现中、深成侵入岩体，但火山活动比较强烈。南部中新元古界碧口群系火山喷发相，

为酸性—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夹基性熔岩、凝灰岩透镜体或条带。中下泥盆统三河口群中普遍夹基性火

山岩透镜体，其中第一岩性段第三岩性层（D1-2sh1c）中分布的细碧岩为金矿的赋矿岩石和直接围岩。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铧厂沟金矿床主要产于三河口群中，矿化带西起窑上湾，东止庙湾，长达 3600 m，矿化严格受雁

行状排列的透镜状蚀变细碧岩及其两侧凝灰质绢云千糜岩的控制。矿化带产状与韧性剪切带内 C 面理

基本一致，15 个蚀变细碧岩透镜体是矿床内赋存工业矿体的主要含金体。分布于蚀变细碧岩之中的 21

个金矿体在平面、剖面上均呈雁行状排列，透镜状产出，延深 ( 沿倾向 ) 大于延长 ( 沿走向 ) ，最长为

265 m，最短为 20 m，一般为 33 ～ 210 m，最厚 16 m, 最薄 1.0m，一般 2 ～ 10 m。矿体沿走向、倾向

均呈舒缓波状， 总体北倾，倾角 50°～ 70°，局部南倾 , 倾角 70°～ 88°。各矿体厚度一般比较稳定，

连续性较好，局部有加大变厚现象。矿体 Au 品位最高 5.96g/t，最低 3.10g/t，一般 3.14 ～ 5.41g/t。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根据矿石结构构造、主要矿物组合及蚀变岩石特征，可将矿石划分为 3 类，即蚀变细碧岩型金矿石、

碳酸盐 - 石英脉型 Au 金矿石和硅化变质石英砂岩型金矿石。

矿石的结构类型主要有自形粒状结构、包晶结构、填裂结构、交代结构等。矿石构造较为简单，

从金属矿物分布特征上看，矿石具不规则的浸染状和稀疏浸染状构造及细脉浸染状构造。从矿石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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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征上看，则表现为很不均一的斑杂状构造。

标本名称 蚀变细碧岩型金矿石 编号 DB088 形成时代 泥盆纪

  标本呈黄绿色，自形、半自形中粗粒状结构，网脉状、星散浸染状构造，矿石

矿物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及少量自然金，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呈脉状穿插于

细碧岩中。Au品位为2.13g/t

成因类型 变质-中低温热液型 产地 陕西省略阳县铧厂钩金矿



中国典型矿山大型矿石标本图册

116

十七、陕西省太白县太白金矿

太白金矿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太白河镇，是我国著名的大型地下岩金矿山之一，其成矿地质

特征比较独特，矿石品位低，但规模大且易采易选。

矿区位于秦岭褶皱系南秦岭印支褶皱带凤县 - 镇安褶皱束的北缘，处于本区西坝 - 松坪复背斜北

翼，具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成矿区带归属南秦岭 Au-Pb-Zn-Fe-Hg-Sb-REE-V- 蓝石棉 - 重晶

石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地层分属徽县 - 旬阳分区的凤县 - 镇安小区，主要由中泥盆统的王家楞组（D2w）和古道岭组（D2g）

的一套碎屑岩 + 碳酸盐岩组成，形成于海槽热水盆地沉积环境。矿区出露地层从老到新为王家楞组、

古道岭组。

（2）构造

矿区褶皱总体表现为一地层向北北东陡倾的单斜构造，层间小褶曲较为普遍，在含金角砾岩带附

近最为常见。矿区断裂总体表现为一组成矿后的断裂构造，矿区可见 F1、F2、F3 和 F4 4 条断层，与

矿床直接有关的断层有 F2、F3 和 F4 3 条，均为平移断层，断面舒缓波状，总体近直立，走向 50°～

70°，断面上见水平擦痕，断层带宽 1 ～ 25m，充填两侧岩石碎块及岩粉，断层东盘均相对向北东移动，

水平断距 70 ～ 400m，其中 F2、F3 错距较大。

（3）岩浆岩

矿区侵入岩主要为印支期的西坝复式岩体，主体分布在矿区南部以外地区，在矿区的东南角可见

少部分出露，岩性为石英二长闪长岩。另外矿区内煌斑岩脉、花岗岩脉和闪长玢岩脉等广泛分布，尤

以煌斑岩脉最为常见，一般数十米不等，产状多变。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太白金矿又称双王金矿，矿床赋存于双王含金角砾岩带中，双王含金角砾岩体为全岩金矿化体，

其中以 1g/t 为边界品位，2.4g/t 为工业品位，从西到东已圈出 6 个金矿体，合称双王金矿床。矿床矿

体最大厚度达 103m，一般 10 ～ 60m，部分地段全角砾岩体即是矿体。其中 KT5 矿体较为典型。

KT5矿体处于含金角砾岩中段45～79勘探线间，目前控制长度744m，所圈矿体最深至1451m标高，

矿体总体走向 304°，在 1600m 标高以上矿体北倾，倾向 34°左右，倾角 60°～ 70° ；在 1600m 标

高以下矿体南倾，倾向 209°左右，倾角 75°～ 87° ；矿体形态大致呈一陡立的不规则板状体，局部

地段有分支复合现象，最大厚度34.24m，最小厚度3.05m，平均厚度12.21m。矿体内Au最高品位62.39g/t，

Au 平均品位 3.27g/t。但随深度的增加，矿石品位有变小趋势，矿体局部分支明显。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依据矿石的氧化程度和 Fe3+/TFe 比值，将 KT5 矿体的矿石分为氧化矿和原生矿两种类型，以原生

矿为主，氧化矿很少，主要分布于地表的风化构造裂隙带两侧，呈网脉状、裂隙状，随深度的增加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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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弱而消失。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包含结构、碎裂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角

砾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脉状及网脉状构造、团块状构造等。

标本名称 角砾岩型金矿矿石 编号 DB024 形成时代 印支期

  本矿石标本采自太白矿区。标本表面为灰白色，具碎裂结构，浸染状、角砾状

构造。角砾成分主要为石英钠长板岩、铁白云质钠长板岩、钠长绢云板岩等，角砾

大小不一，形态以棱角状、次棱角状为主。胶结物主要为含铁白云石、黄铁矿、方

解石、石英等。矿石矿物有黄铁矿、碲金矿、银金矿、自然金、褐铁矿等；脉石矿

物有钠长石、含铁白云石、绢云母、石英、方解石等。Au品位为1.25g/t

成因类型 次火山热液型①（隐爆角砾岩型） 产地 陕西省太白县太白金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中国典型矿山大型矿石标本图册

118

第二节 银矿

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井银铜矿

大井银铜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大井镇，是以铜、锡、银、铅、锌为主要有用组分，

并伴生硫、砷、镉、钴、铟、金、镓等组分的典型多金属矿床。

大井矿区位于大兴安岭南端，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兴 - 蒙华力西地槽褶皱系兴安华力西地槽褶皱

带中部，次级（Ⅱ级）构造单元为林西 - 科右中旗复背斜。成矿区（带）归属莲花山 - 大井子 Cu-

Ag-Pb-Zn-Sn 成矿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大井矿区大部分被第四系风成砂、冲积坡积亚砂土、砂砾石层覆盖，出露地层主要为二叠系上统

林西组，零星分布。林西组（P3l） 为一套淡水湖泊相正常沉积岩，自下而上可分为 4 个岩性段，矿区

范围内仅出露第一岩性段和第二岩性段。其岩性以粉砂岩为主，其次为泥质粉砂岩及细、中粒杂砂岩，

局部夹泥灰岩薄层或透镜体。

（2）构造

矿区构造以断裂和破碎构造为主，褶皱构造不发育。主要褶皱为一开阔的圆弧状向斜—土楞子沟

向斜。矿区内断裂主要有北东向、近南北向、北西向和北西西向等 4 组，其中北西西向和北西向在矿

区内主要表现为矿体或脉岩充填形式，控岩、控矿作用十分明显，是区内主要的容矿构造。

（3）岩浆岩

大井矿区无较大的侵入岩出露，但脉岩非常发育，属基性 - 中酸性次火山岩脉，常成群成带出现，

呈岩脉、岩墙及岩床等形态侵入于林西组的断裂和破碎带中。脉岩类型主要有玄武玢岩、安山玢岩、

煌斑岩、英安斑岩等，局部有霏细（斑）岩。前三者与成矿关系较密切。经全岩钾氩法年龄测定，安

山玢岩、英安斑岩属燕山早期（133 ～ 155Ma）产物。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在矿区东西长 3km、南北宽 2.5km 的范围内已控制矿脉数百条，成群成带产出，根据矿体分布特

征可大致分为北、中、南 3 个大的矿带，每个矿带又划分为若干个矿脉群，绝大多数矿脉为隐伏矿体。

矿体以不规则脉状、复脉状、交错脉状、串珠状产出，多充填于北西向、北西西向复合断裂带中，在

平面上常呈 S 形，在倾斜方向多具舒缓波状，局部具膨缩或分支复合现象。多数矿脉与围岩界线十分

清楚，少数呈细脉浸染状，以含磷粉砂岩为围岩的矿体最多。

矿体走向长一般 200 ～ 700m，最长 >1200 m ；斜深一般 200 ～ 600m。矿体一般延长大于延深，

少数矿体延长与延深相近甚至延深大于延长。矿体一般厚 0.5 ～ 1.5m，最厚 8.7m，具有膨缩现象。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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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总体产状规律性明显，绝大多数矿体走向变化在 290°～ 325°之间，多数为 310°左右。倾向

NE，倾角变化较大，由 25°至 75°。总的变化趋势是 46 线以西较缓，一般 25°～ 45°。46 线以东

较陡，一般 45°～ 65°。局部变化较大，表现为沿走向和倾向常出现急剧转折，使矿体在平面上呈折

线状，剖面上呈阶梯状。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大井矿区的矿石类型主要有 3 种，即铜锡银矿石、铅锌银矿石及二者复合的铜锡铅锌矿石。除主

要类型外，还有黄铁矿矿石，常见其赋存在主矿体的上下盘，有时则将主矿体取而代之，致使工业矿

体中断。

矿石结构以他形—半自形晶粒状结构为主，其次为固溶体分离结构、填隙结构、嵌晶结构，少见

胶状结构、不等粒压碎结构和骸晶结构 ；矿石构造以脉状构造、网脉状构造、块状构造较常见，其次

是条带状构造，浸染状 - 斑点状构造、角砾状构造较少见。空洞构造仅见于部分锡矿石中，蜂窝状构

造不发育，仅见于近地表的局部地区。 

标本名称 含锡银铜矿矿石 编号 DB028-1 形成时代 燕山早期

  标本呈铜黄色、灰黑色，中粗粒粒状变晶结构，脉状、条带状构造，矿石矿物

主要有黄铜矿、锡石、铁闪锌矿、方铅矿和多种含银矿物；脉石矿物为石英、碳酸

盐矿物，及少量红柱石。Cu品位为2.16%，Ag品位为139.1g/t，Sn品位为0.64%

成因类型 次火山中低温热液脉型 产地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井银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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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陕西省柞水县银硐子铜铅银多金属矿

银硐子铜铅银多金属矿位于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是我国重要的产银基地之一，属于典型

的热水喷流沉积型矿床。矿区以银为主，共生有铅、锌、铜等。

银硐子矿床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扬子板块北缘南秦岭造山带中山阳 - 柞水成矿带西段，北以杨斜 -

营盘深大断裂为界，南以山阳 - 凤镇深大断裂为界。成矿区（带）归属南秦岭 Au-Ag-Pb-Zn-Fe-

Hg-Sb-REE-V- 蓝石棉 - 重晶成矿亚带。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为中泥盆统大西沟（青石垭）组第二段之中上部分。岩性主要以千枚岩、板状

千枚岩为主，碳酸盐岩次之，少见变细砂岩和硫酸盐岩。按照岩性序列、岩类组合和沉积旋回等特点，

矿区地层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6 层。其中 D2d2
3-1b 为矿区的主要赋矿层，厚度介于 186 ～ 254m 之间，大

体上由浅向深变厚，由西向东也变厚。

（2）构造

矿区内褶皱比较发育，主要有梅家坪叠加褶皱、文公庙叠加褶皱。矿区整体位于黑山街 - 红岩寺

复式向斜南翼西端的两个次级叠加褶皱的南翼部位，银硐子矿区位于梅家坪褶皱南翼，大西沟矿区位

于文公庙褶皱南翼。矿区内同生断裂主要包括位于银硐子矿区东侧的马耳峡同生断裂，以及位于银硐

子与大西沟之间的车房沟同生断裂。矿区内小型断裂较发育，主要为北东向、近南北向和北西向 3 组。

（3）岩浆岩

矿床近外围侵入岩有位于马耳峡 - 银硐子西北部的柞水岩体，主要由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组成，为

海西晚期—印支期的产物。岩体呈北东向分布，与围岩呈侵入接触关系，在外接触带形成数百米至千

余米的角岩带。此外，在矿区内常见有煌斑岩脉，主要为云斜煌斑岩和闪斜煌斑岩两类。这些岩脉常

沿断裂、层理或片理充填，一般规模较小，形态不规则，与围岩界线分明。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银硐子矿床严格受地层控制，赋存于泥盆系大西沟组第二岩性段上部。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

镜状平行排列。倾向 NNE , 倾角 30°～ 40°，并与地层同步褶曲 , 显示同生沉积特征。各矿体相互平

行排列成群展布，矿层间距（夹层）厚 3 ～ 30m。银硐子矿床由 18 个矿体组成，其中 13 号矿体是主

矿体，为多金属铅、银、铜综合矿体。走向长 1900m, 最大斜深 1135m, 矿体厚 0.51 ～ 12.48m，平均 5.2m， 

走向 105°～ 120°，倾向 NNE, 倾角 30°～ 40°。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

13 号矿体按矿种组分沿走向分段特征明显，可分为 ( 由西向东 ) 3 个矿段 ：① 银铅矿段分布于

25 ～ 65 勘探线间，为含铅的银矿石和铅矿石，矿段长 1100m，平均厚 3.74m。Pb 平均品位为 2.28%，

Ag 平均品位为 88.51g/t，Zn 平均品位为 0.81% ；②银铜矿段分布于 61 ～ 85 勘探线间，为含铜银矿石

和铜矿石，矿段长 674m，平均厚 6.04m，Ag 平均品位为 165.70 g/t， Cu 平均品位为 0.44%，Co 平均品

位为 0.018%，本矿段以含银高为特征 ；③铅矿段分布于 85 ～ 101 勘探线间，主要为铅矿石。矿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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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m, 厚 1. 51 ～ 3.09m, 平均厚 2.24m。Pb 品位 0.67 ～ 2.79%、平均 1.52% , Ag 含量较低。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矿石可分为氧化矿石、原生矿石以及后期脉状矿石。原生矿石根据矿石的构造可划分为 4 类 ：条

纹、条带浸染状矿石，条纹、条带状矿石，角砾状矿石，斑杂状矿石。

矿石结构有格状结构、他形结构、斑状结构、溶蚀交代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为条纹构造、条带

状构造，其次为角砾状构造、斑杂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脉状构造、蜂窝状构造和土状构造。

标本名称 银多金属矿矿石 编号 DB023 形成时代 中泥盆世

  本矿石标本采自银硐子矿区。标本表面为灰褐色，具他形结构，致密块状、条

纹状、条带状构造。矿石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辉银矿、银黝

铜矿等。脉石矿物有重晶石、钠长石、绿泥石、方解石等。Ag品位515g/t

成因类型 海底喷流沉积型① 产地 陕西省柞水县银硐子铜铅银多金属矿

① 据陈毓川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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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稀有金属矿山之

一，以可可托海 3 号伟晶岩脉最著名。该矿床矿物结晶粗大完好，稀有金属矿种多，岩浆结晶分异特

征独特，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

可可托海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西伯利亚板块阿尔泰陆缘活动带哈龙 - 青河古生代岩浆弧中部，

属于北阿尔泰稀有 Pb-Zn-Au- 白云母 - 宝石成矿带。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以其花岗伟晶岩矿脉形态

特征独一无二、矿物种类齐全等特征闻名于世。

1. 矿区地质简述

（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奥陶系中上统哈巴河群上亚群，主要岩性有含十字石黑云母斜长石石英片

岩、含红柱石黑云母 - 石英片岩、石英黑云母片岩等。它主要分布在矿床的西南部、南部及西北部，

中部仅有零星的不规则状残留体。第四系分布于河流两岸以及沟谷底部、山坡地带，主要是残坡积冲

积物。

（2）构造

矿区断裂、裂隙构造发育，可分为成矿前、成矿期和成矿期后 3 种。向南西倾斜最发育的缓倾裂

隙与大致同方向范围内次发育的陡倾斜裂隙就是成矿前的构造裂隙，即容矿构造裂隙。由于缓陡两组

裂隙相交，联合控矿与容矿，使矿脉呈缓倾的阶梯状产出。成矿期间构造最常见的是早期结晶出的矿

物或矿带被相对晚期的矿物或矿带所切穿。成矿期后构造活动主要有节理裂隙和断裂构造两种类型。

（3）岩浆岩

矿区侵入岩（印支期（209Ma））十分发育，主要有基性侵入岩、酸性侵入岩和伟晶岩脉等。基性

侵入岩主要为斜长角闪岩体，呈近似等轴状，分布在矿床中央部位，岩性主要有角闪岩、斜长角闪岩、

角闪斜长岩。酸性侵入岩主要有花岗岩及其脉岩类。花岗岩类有黑云母花岗岩、二云母花岗岩、白云

母碱长花岗岩。脉岩有细晶岩、伟晶岩和石英脉。其中黑云母花岗岩分布面积最大。伟晶岩脉大多产

于角闪岩及斜长角闪岩中，少数产于结晶片岩及花岗岩中。

2. 矿床特征简述

（1）矿体特征

矿区内已发现花岗伟晶岩脉 33 条，大多产于角闪岩及斜长角闪岩中。矿床范围内包括 1、2b、3、

第五章  稀有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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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3b、3B 号花岗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脉及其他矿脉，其中 3 号及 1 号脉规模较大，以 3 号脉最为著

名。3 号矿脉由岩钟状及缓倾斜脉状体两部分构成，地表露头仅为岩钟的上部。3 号脉总体形态是一个

长 2000m，走向 310°～ 335°，倾向南西，倾角 10°～ 40°，其上盘产有大小不等的岩钟状膨胀体，

并沿倾斜方向呈阶梯状缓倾斜脉状体，向北尖灭，向西南延深。岩钟状体部分地表形态近似歪把梨

形，沿走向长度 250m，宽 250m，深 250m。走向 335°，倾向北东，上盘倾角 40°～ 80°，下盘倾

角 80°。缓倾斜脉状体部分也近似歪把梨形，沿走向长 2000m，沿倾斜长 1500m，厚 20 ～ 60m，平

均 40m。

（2）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

可可托海矿区蕴藏着丰富的锂、铍、钽、铌、铯等稀有金属资源。矿石类型有铍矿石类型、锂矿

石类型、钽铌矿石类型等，矿石中无有害元素。3 号矿脉根据岩石结构和矿物共生组合特征，可划分

为 9 个共生 - 结构带。

矿石结构主要为伟晶结构，还有细粒等粒结构、似斑状结构、文象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

构造。

标本名称 伟晶岩锂铍矿矿石 编号 DB021 形成时代 海西期

  标本呈灰白色—浅绿色，巨粒伟晶结构，块状构造。矿石矿物主要为锂辉石、

黑色电气石和绿柱石，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长石、云母。锂辉石，浅黄绿色，巨

粒晶形，晶形完好，可见一组完全解理。Li2O品位为0.9824%，BeO品位为0.051%

成因类型 重熔岩浆分异型 产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



中国典型矿山大型矿石标本图册

124

参考文献及资料

陈毓川，王登红等 . 2010. 重要矿产预测类型划分方案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吕志成，薛建玲，周圣华 . 2014.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勘查案例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青海省第十地质大队 . 1993. 青海省兴海县赛什塘矿区外围铜矿普查地质报告 [R].

任广利，王核，刘建平 . 2012. 安徽繁昌地区桃冲铁矿床地球化学特征及矿床成因研究 . 地学前缘，19

（4）：82 ～ 96.

王秀福，刘培栋，杨桂莲等 . 2010. 青城子铅锌矿田地质特征 . 有色矿冶，26（2）：2 ～ 6.

徐志刚，陈毓川，王登红等 . 2008. 中国成矿区带划分方案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