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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霍日奇坎金银矿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预测
张华川，曹	军，周	毅

（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河北 三河  065201）

摘  要 ：霍日奇坎矿区行政区划隶属呼伦贝尔市塔温克敖宝镇管辖。本次勘查工作1 ：1万土壤化探测量14km2，化学
分析样228件，基岩光谱样211件，土壤化探样3780件。圈定两条金矿体，取得较好的找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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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Riqi Huo Kan gold silver polymetallic or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ZHANG	Hua-chuan,	CAO	Jun,	ZHOU	Yi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ureau of land and resources material geological data center, Sanhe 065201, China)

Abstract:	Riqi	Huo	Kan	mining	 area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Hulun	Buir	 cit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own	of	Ao	vyncke	tower.	This	exploration	work	is	1:1	million	soil	geochemical	survey	14km2,	chemical	analysis	sample	228,	
bedrock	 spectrum	 sample	211,	 soil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sample	3780	pieces.	Two	gold	orebodies	have	been	delineated	
and	better	prospecting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Keywords:	Huo	Riqi	Kan	gold	and	silver	polymetallic	ore	bodies;	sounding;

1	 区域地质特征
地层：区域中古生代地层区划属北疆-兴安地层大区

（Ⅰ）、兴安地层分区（Ⅰ2）、东乌—呼玛地层小区（Ⅰ2
3）；

中新生代地层区划属滨太平洋地层区（5），大兴安岭—燕山
地层分区（51），乌兰浩特—赤峰地层小区（51

3）。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生界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

（J3m）一套中酸性熔岩—火山碎屑岩建造，玛尼吐组（J3mn）
岩性主要为英安质火山碎屑岩，整合覆盖于满克头鄂博组，
被下白垩统甘河组不整合覆盖。下白垩统甘河组（K1g）主要
岩性组合为致密块状玄武岩，气孔杏仁状玄武岩。和新生界
全新统主要发育第四系全新统(Qh)，主要沿现在河谷分布。
岩性为冲洪积砂、砂砾石。
岩浆岩：区域上属于大兴安岭构造岩浆活动带的北段，

岩浆岩包括深成侵入岩、脉岩和火山岩，三者十分发育。
已占据全预查区。其中深成侵入岩主要有晚侏罗世中细粒
花岗岩（J3γ）岩石风化面呈灰黄色，新鲜面为肉红色，细
粒花岗结构-半自形粒状结构，块状结构，长石粒径一般
0.5 ～ 2mm，主要矿物成分钾长石、斜长石、石英及黑云母
等。脉岩为花岗斑岩脉（J3λ○π），火山岩有晚侏罗世及早
白垩世，其中晚侏罗世火山岩包括有流纹岩、流纹质晶屑凝
灰岩、流纹质熔结角砾岩和英安岩，早白垩世火山岩有致密
块状玄武岩和气孔杏仁状玄武岩。
构造：该区位于大兴安岭火山喷发带与松嫩微地块衔

接处的，大杨树火山断陷盆地，其构造斜跨大兴安岭中华力
西褶皱带，阿尔山复背斜南翼与乌兰浩特复向斜北东翼之
上。区内构造包括褶皱和断裂。
褶皱构造：①向斜褶皱：在区域西南角见有一向斜褶皱，

该向斜构造北部延伸至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上段，向斜核
部为下白垩统甘河组上段，两翼为下白垩统甘河组下段，受

后期构造影响，向斜轴向发生弯转，断裂附近褶皱轴向为北
北西向，而远离断层附近转为北东向，断层附近地层倾角较
陡，远离倾角较缓，一般倾角为12 ～ 15°，但总体仍呈北
东走向。②背斜褶皱：区域中部见有一背斜褶皱，该背斜构
造北部延伸至本霍尔奇坎河中，背斜轴近南北，其轴部地层
为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下段流纹质含角砾晶屑凝灰岩。两
翼为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上段流纹质晶屑凝灰岩和下白
垩统甘河组下段致密块状玄武岩，总体倾向西或东，东翼倾
角35°，西翼倾角13°～ 15°。
断裂构造：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以北东向和北西向为主，

构成预查区断裂构造的主体；近南北向和近东西向断裂次
之，穿插在北东、北西向断裂间，与之相互配合构成了预查
区的网状构造格架。

2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瓦西克奇敖

勒等四幅1 ∶ 5万区域矿产地质调查》工作中圈定多处综合
异常，其中在本次预查区内的异常为AS4乙 1异常，其具体
特征如下：该异常位于测区的东北部，中心点地理坐标为：
经度E124° 13′ 30″，纬度N48° 54′ 50″。综合异常
面积为5.62km2，异常走向为北东向，异常形状为肾状形。

①地球化学特征：AS4乙 1异常主要是以Au、Ag为
主的地球化学综合异常，伴生As、Sb、Pb、W、Sn等元素。
Au元素异常峰值为100×10-9，为4级浓度分带；Ag元素
异常峰值为3.58×10-6，为4级浓度分带，异常面积最大。
范围较大，浓集中心位置吻合。以ω（Au）为5×10-6圈定
的范围约3.5km2,	Au异常有4个浓集中心。Au、Ag异常
强度高，套合好，浓集中心吻合，浓度分带明显；Pb、As元
素异常分布在异常区的南部，Sn、W元素异常分布在异常
区东侧，异常组分分带明显。AS4乙。②地质特征：异常区
出露地层为上侏罗统玛尼吐组和上白垩统甘河组地层，岩性
为中酸性岩屑晶屑凝灰岩、沉凝灰岩和玄武岩。该处磁异常
特征为正负磁异常变化区，遥感异常特征为推断北东向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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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③异常推断:	AS4乙 1异常以成矿元素Au、Ag为主的
地球化学综合异常 ,	伴生As、Sb、Pb、W、Sn等元素。异
常元素套合好，强度高，浓度分带明显，组分分带明显，位
于正负磁异常带上，因此推断该异常是寻找以Au、Ag为主
的多金属矿的有利部位。

3	 勘查区地质特征
3.1	 地层

预查区内出露的地层为中生界侏罗系上统满克头鄂博
组、白垩系下统甘河组及新生界第四系全新统。
①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J3m）：该地层分布最广，仅

出露上段。在霍尔奇坎南西侧呈NNE方向展布，北东侧呈
NW方向展布，均为单斜的构造其上被白垩系甘河组下段
灰黑色致密块状玄武岩不整合覆盖。②白垩系下统甘河组
（K1g）：小范围出露于预查区的中东部，主要沿山脊分布，
总体倾向为270°，倾角小于15°。岩性组合为基性火山岩
组成的近水平岩层，分上下两段：下段（K1g

1）为黑色致密
块状玄武岩夹紫灰色气孔（杏仁）状玄武岩；上段（K1g

2）主
要为灰紫色褐灰色气孔状（杏仁）状玄武岩，夹少量的灰黑
色致密块状玄武岩。甘河组和下伏满克头鄂博组成不整合接
触。③第四系：	主要分布于霍尔奇坎河床、沟谷以及河的两
侧，主要为砂砾石冲洪积、河谷的低洼地区沼泽湿地和草场。
3.2	 岩浆岩

侵入岩主要为侏罗纪花岗斑岩、闪长岩脉等。
侏罗纪花岗斑岩（Jγπ）：出露于预查区东部，呈岩呈

椭圆形小岩株状侵入满克头鄂博组中，受北西向断裂控制，
呈北西向展布。岩石呈灰白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
为长石和石英，其中长石以灰白色长石为主，淡肉红色少量，
呈半自形柱状，基质由微—隐晶质长英质组分组成。
闪长岩脉：出露于预查区东南部，长约230m，宽约

10m，呈北西向脉状侵入到满克头鄂博组淡紫灰色英安质晶
屑凝灰岩中。岩石呈灰绿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以
柱状斜长石为主，角闪石少量且多绿泥石化，基质主要由微
晶斜长石、角闪石及少量石英组成。
3.3	 构造
预查区内断裂构造活动比较强烈，主要发育有北西方

向、北东方向和近南北方向断裂。
北西方向断裂：F1、F5 ：本霍尔奇坎（F1）、宋霍尔奇坎

（F5）断裂从预查区西北和西南边部斜穿而过，是区域上规
模较大的两条断裂，预查区内断裂切穿满克头鄂博组和甘河
组火山岩层，并使其构造线方向发生转变，由霍尔奇坎的南
西侧NE在霍尔奇坎北东侧转为NW方向。

4	 勘查区化学特征
4.1	 元素共生组合特点

在元素的聚类谱系图（图1）中，当相关系数为0.6时，工
作区土壤测量中的12种元素可分为4组，其中：第一组为Cu、
Zn、Sn、Mo、Bi、Ag、W、As、Sb、Pb，为一套中基性岩的元
素组合；其中Cu、Zn、Sn元素相关性好，相关系数等于0.7，
Mo、Bi元素相关性好，相关系数为0.8，Ag、W、As、Sb元素
相关性好，第二组为Hg,为浅层低温独立元素，测区含量较高，
可能测区有含汞的矿物存在；第三组为Au，为独立因子。

通过分析测区元素的组合特征，认为测区成矿条件比较
复杂，具有有多期成矿的特点。

图1	测区土壤中元素的聚类分析图

4.2	 综合异常的确定
通过对各元素含量等值线图和各元素在空间时间变化

特征上的相关关系的分析，根据异常所处的地质特征和矿产
特征及对一些异常特征相似，地质特征相近，划分为一个大
的综合异常，根据这一原则，全区共划分出综合异常3处。
4.3	 综合异常特征
根据综合异常各元素的强度、规模、异常元素的组合特

征、套合程度，结合异常所处的地质背景，共圈定综合异常
8处，编号分别为AP1、AP2、AP3,以下对该区的3个综合
异常分别进行解释。
4.3.1	 AP1异常

①异常基本特征：AP1异常位于测区的西北角，异常
区 地 理 坐 标 X：5423704-5423094m，Y ：41588525-
41589738m。异常向北未封闭，综合异常面积为0.43Km2，
异常走向不明显。②地球化学特征：AP1异常由Au、Sn、
Pb、Mo、Sb、Bi、Hg、W元素组成综合异常，Au元素由8
个局部异常组成，最大有一个，异常峰值61.4×10-9，为Ⅳ
级浓度分带；其次是Pb元素异常，分布面积大，异常峰值
为154.5×10-6，为Ⅲ级浓度分带；Hg元素异常主要分布在
异常区的东北，由4个异常组成，异常峰值为2719×10-9，
为Ⅳ级浓度分带；异常元素间套合差，异常浓集中心不明显。

图2	AP1	异常剖析图

4.3.2	 AP2异常
①异常基本特征：AP2异常位于测区的东北，异常

区 地 理 坐 标 X：5422653-5423974m，Y ：41590000-
41591585m.异常向北东方向未封闭，综合异常面积为
1.21Km2，AP2异常位于AP1、AP3异常的东侧，异常基本
走向为北东向，异常分布分散，不套合，没有浓集中心。②
地球化学特征：AP2异常由Mo、Hg、Au、Bi、Zn元素组
成，Mo元素由2个局部异常组成，为Ⅳ级浓度分带，Hg元
素由3个局部异常组成，为Ⅲ级浓度分带，Sn元素由9个局
部异常组成，Au元素由1个局部异常组成，为Ⅲ级浓度分
带，Zn元素由2个局部异常组成，异常面积大。
4.3.3	 AP3异常

①异常基本特征：	AP3异常位于测区的西北部，异常
区 地 理 坐 标 X：5421914-5423140m，Y ：4158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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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90065m，综合异常面积为1.37Km2，AP3异常位于
AP1、AP2异常的西南，总体异常大部走向为北西向，异
常分布较复杂。②物化探异常特征：AP3异常由Hg、Au、
Pb、Sn、Sb元素组成，Hg元素异常由3个异常组成，异常
峰值为918×10-9，浓度分带为Ⅳ级，分布面积最大。	Au
元素异常由7个异常组成，异常峰值为74.4×10-9，浓度分
带为Ⅳ级，Au、Hg元素异常分布不套合；Pb元素异常由3
个局部异常组成，异常峰值为321×10-6，浓度分带为Ⅳ级；
Hg、Pb、Sb异常比较套合，但浓集中心不吻合。

4.4	 工作成果
本次工作中运用地球物理手段对勘查区进行勘查，找矿效

果显著。根据矿（化）体的圈定原则：Au平均品位≥1g/t、厚
度≥1m的圈定为矿体；0.1	g/t≤Au品位≤1g/t、厚度≥1m
的圈定为矿化体。经过对霍日奇坎预查区的前期勘查工作，在
地表初步圈定了2条金矿体和3条金矿（化）体。	其中1号金矿
体长约150m，真厚度为2.34	m，倾向为300° ,倾角为77°，
Au品位在1.03	g/t	-1.15g/t之间,Au平均品位为1.09	g/t。

5	 成矿预测
预查区内的矿床为新发现矿床，前人仅在1:5万矿调时

对该矿床进行过简单的研究和讨论，本次工作为预查，工作
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只能依据有限的工作成果，对区内矿
床成矿进行初步探讨。结合区域、矿区及矿床成矿特征，对
矿床成矿预测：（1）成矿物质主要来自于晚侏罗世花岗岩浆

期后热液和满克头鄂博组地层中及构造破碎带内的碎裂岩。
（2）近南北向构造破碎带是主要的控矿赋矿构造，为含矿热
液的运移、富集提供了有利的通道和容矿空间。（3）热液活
动是金矿床定位的条件。晚侏罗世火山岩形成过程中的火
山期后热液及晚侏罗世花岗岩浆期后含矿热液沿有利的构
造空间上升，在满克头鄂博组中的北北东向构造破碎带内沉
淀、富集，同时活化萃取满克头鄂博组岩层和破碎带内的金，
使其富集，最终形成含金破碎蚀变岩型矿石。
该区成矿有利部位：（1）褐铁矿化、硅化构造破碎带较

发育地段，主要特征为有较强的硅化、局部可见褐铁矿化、经
构造破碎的碎裂流纹质火山碎屑岩和熔岩；（2）有晚侏罗世
中细粒花岗岩出露的地区；（3）土壤测量异常区，尤其Au、
Ag异常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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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就发生很多因局部碎石土夹层而导致建筑变

形过大的案例，可见，采用连续贯入来判断是否存在碎石土
相对软弱夹层、夹层的均匀性以及夹层的密实程度等，就非
常有必要；第五，在观测区域的地下水位时，首先要了解工
程区域周围的地下水开采因素，其次，应在最后一个钻孔完
成24小时后开始观测，最后，观测水位时，应同时结合钻孔
标高回测。
2.2	 对基础地质岩土的室内测试
在基础地质的室内测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地质

岩土样在送达后没有及时开样测试，二是地质岩土样的试验
没有按照规程要求进行操作。例如，在进行饱和土试样的测试
过程中，饱和时间不达标；在进行岩石固结试验中，压力值不
达标、没有进行平行测试，导致岩土勘察报告准确差，甚至是
与现场数据互相矛盾。因此，对于基础地质的室内试验，应严
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对送检岩土样进行测试。
进行室内岩土试验的目的，是准确测定岩土的各项物理

力学指标，这些指标的准确性，必须基于原状土的岩样与取
样的科学性、试验分析方法的正确性等之上，其中任何一个
因素的失误，都将对试验指标造成重大影响。影响的主要因
素有：第一，原状土、取样、岩样保管等过程的失误，在取
样中，不同的岩石和岩土，取样器应与之相匹配，如薄壁取
土器主要用于软土采样，二重管取土器主要用于坚硬岩石土
的采样，所取土样要妥善保管，并及时送检，对于易失水的
粉土，应合理存放；第二，划分土石样的定性，应深入了解
与掌握各种土的基本地质性质与区域分布情况，如膨胀土的
液限及塑性指数比较高，在固结试验时，在50及100kPa压

力下会出现变形量比同级荷载仪器变形量小的情况，此外，
在对粉土定名时，不仅还要注意其塑性指数≤10，还要注意
其粒径＞0.075，同时要注意其颗粒质量不得超过50%总质
量，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按照塑性指数来对粉土进行定
名，那么必然会造成对其它指标的误判，另外，在计算粉土
的承载力时，判别其深宽修正以及液化时，都必须取其粘粒
含量的数值指标来计算，因此，测定粉土的粘粒含量，是地
质测试中必做的工作；第三，选择工程的剪切方法，采用直
剪试验时，剪切破坏面往往与实际土石体的剪切破坏面存在
不一致，造成排水条件很难控制，而根据《土工试验方法标
准》中的规定，只有细粒土的渗透系数＜10-6cm/s时，才
能采用快剪试验，而一般的粉质土的渗透系数＞10-6cm/
s，如果采用直剪试验，其强度指标的回归性很差，一级荷载
剪切的强度不高且再现性差，故而直剪试验与快剪试验都不
太适合，而采用三轴剪切试验的话，土样受力比较合理，排
水能够很好控制，测得指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3	 结论
近些年来，我国岩土工程勘察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但

是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使得这一工作在继续深入开展的过程
中遭遇了瓶颈。岩土工程勘察是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基础
性工作，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比较广泛，勘查的内容也十分庞
杂，唯有对基础地质信息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全面掌握岩土工
程勘察的相关知识，才能更好的推进这一工作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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