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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泥堡卡林型金矿是黔西南碳酸盐岩台地相区首次发现的大型断控型矿床，其主要控制因素除
断层之外，地层和岩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岩石学研究表明：断控型矿体的主要赋矿围岩是含钙质
（沉）火山角砾凝灰岩，而不是前人认为的“砾屑砂岩”；具有块状构造的（沉）火山角砾凝灰岩在构造作用下
裂隙发育，岩石孔隙度明显增高，热液作用下易形成厚度大且品位高的断控型金矿体。同时，根据含矿岩
石主要含火山成分的特点，认为这套地层应该划归为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组，而不是前人划分的龙潭组。
含钙质（沉）火山角砾凝灰岩和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组分别是形成断控型矿体的重要岩性和地层条件。提
出在碳酸盐岩相区寻找类似泥堡金矿的断控型矿体时，除了考虑断层外，还要考虑是否有合适的地层和有
利的赋矿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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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泥堡卡林型金矿位于滇黔桂“金三角”西
北部，大地构造位置处于黔西南扬子被动大陆边缘
的碳酸盐岩台地相区。台地相区卡林型金矿类型
以层控型为主，如水银洞和戈塘金矿等，而泥堡金

矿体，从而在 F1 断层破碎带中新发现了Ⅲ号矿体，
新增金金属量约 42 t。至此，泥堡金矿累计工程控
制金资源量约 63 t，达到大型矿床规模，取得了重大
找矿突破［4］。自泥堡金矿发现以来，关于其成因假

矿则是台地相区首次发现的以断控型矿体为主的

说众说纷纭。最早泥堡金矿被认为是典型的“以火

大型矿床

［5-6］
山碎屑岩为容矿岩石的金矿床”
，因而一些研究

，在黔西南卡林型金矿的勘探和研究

［1-2］

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者认为其成矿与峨眉山玄武岩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泥堡金矿最早发现于 1988 年 ，当时的勘查目

［7-10］
（矿源层，甚至热源）
。但是，刘平等［3］提出泥堡

查明资源/储量十余吨。由于受层控模式的束缚，
20

等［11］也认为泥堡金矿与燕山晚期岩浆热液系统有

［3］

标是受大厂层和上二叠统龙潭组控制的层状矿体，
多年来一直未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直到 2010—

2013 年，贵州亚太矿业有限公司在泥堡金矿开展深
部勘查时，将找矿目标转为受断裂控制的破碎带型

金矿是燕山期“与热液喷发有关”的金矿床，张锦让
关，
而与峨眉山玄武岩没有成因联系。

对于含矿地层和含矿岩性的认识，前后 2 次勘

查工作中存在很大分歧。在早期普查阶段，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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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认为含矿地层为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组，含矿
岩性为峨眉山玄武岩组底部的砂屑凝灰岩，当时并
没有注意到上部的火山岩；而在后期详查阶段，祁
连素等 根据含煤层及碳质泥岩粉砂岩的特点，将
［4］

含矿地层划分为二叠系龙潭组，将上部的厚层火山
岩定名为“砾屑砂岩”，认为是正常的陆源碎屑沉积
岩，尽管后来他们认识到这一缺陷，并将其改名为
“玄武安山岩” ，但仍未充分认识到该岩性在成矿
［10］

过程中的真正作用。
由此可见，贵州泥堡金矿含矿岩性、地层划分、
控矿条件和矿床成因等方面仍存在较大争议。为
此，重点对含矿岩石进行详细研究，并据此厘定地
层单元，探讨控矿的主要因素，为类似地区的找矿
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1 泥堡金矿地质特征
1.1

矿区地质
泥堡金矿床出露地层较为简单（图 1），由老至

断层组成，叠加有 NNW 向的次级褶皱和小型断层。
NEE 向二龙抢宝背斜与 NNW 向背斜叠加形成的穹
窿构造是层控型金矿体的主要构造控矿因素；断控

型金矿体主要受控于 F1 逆断层；逆冲断层和上盘牵

引背斜组合是泥堡金矿最典型的构造控矿组合样
式。关于构造控矿作用将另文讨论，
此不赘述。
1.2

矿体地质
前人在泥堡金矿区划分出断控型、层控型和残

坡积型 3 类矿体［4］。根据填图资料，初步认为残坡
积型矿体可能为 F1 北盘次级背斜中（沉）火山角砾

凝灰岩原地风化淋滤的产物，而不是滑坡体成因，
故此暂不讨论，现仅介绍前 2 种矿体类型。

断 控 型 金 矿 体 ：产 于 F1 断 层 破 碎 蚀 变 带 中

（图 2），以Ⅲ号矿体为代表，主要分布在矿区西部
的蚕场一带。矿体与断层产状基本一致，呈似板
状和透镜状产出。总体走向近 NEE，倾向 SSE，倾

角一般为 25°~45°，平均倾角 35°。矿体在走向上

具有膨大收缩和分支复合现象，在倾向上具有舒

新依次为中二叠统茅口组（P2m）厚层灰岩，岩层厚

缓波状起伏的特点。主要含矿岩性为上二叠统峨

岩、硅化灰岩、硅化碳质凝灰岩和角砾岩，厚度为

灰岩。矿体走向长 2 840 m，倾向延伸 370 m，平均

眉山玄武岩组第一段( P3 β1)，下部为凝灰质细砾岩

查明资源量的 83.64%［4］。

度＞100 m；大厂层（DC）
（非正式地层单位）石英
0~42 m，为成矿期间热液蚀变的产物；上二叠统峨

和砂岩，中上部为凝灰质粉砂岩—碳质泥岩—煤

眉山玄武岩组第二段的破碎硅化（沉）火山角砾凝
垂厚 6.30 m，平均品位 2.56×10-6，估算资源量占总
层控型金矿体：主要分布在矿区中部的玉家坪

层，夹多层灰岩，厚度约为 50 m；上二叠统峨眉山玄

一带，产于 F1 断层上盘的大厂层和峨眉山玄武岩组

厚度为 10~90 m；上二叠统龙潭组（P3 l）粉砂岩、泥

顺层产出。以产于 F1 断层上盘大厂层中的Ⅳ号矿

武岩组第二段(P3 β )，为厚层（沉）火山角砾凝灰岩，
2

岩夹煤层和少量灰岩。峨眉山玄武岩组与茅口组
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古风化壳主要由角砾状灰岩、
碳质凝灰质粘土岩和碳质泥质角砾岩组成。大厂
层和峨眉山玄武岩组厚层（沉）火山角砾凝灰岩为
主要的赋矿层位。

矿区 F2、F3 断裂以南为三叠系飞仙关组（T1 f）紫

红、灰绿色薄层泥质粉砂岩夹紫红色泥岩，永宁镇

组（T1yn）白 云 岩 与 灰 岩 、泥 质 灰 岩 互 层 ，关 岭 组

（T2 g）中厚层状灰岩夹白云岩，下部夹泥岩和砂质
泥岩等。这些岩层位于含矿层位之上，目前尚未见
矿化。

泥堡金矿位于区域性 NE 向潘家庄断裂带上，

因此矿区主体构造线为 NEE 走向，由造山期形成的
132

逆冲断层、大型褶皱，以及伸展期形成的 NEE 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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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体与岩层产状基本一致，呈似层状和透镜状

体为代表，容矿岩石为深灰色—黑色含碳质角砾
岩、不纯的硅化灰岩、凝灰质砾岩和砂岩等，总体走

向近 NEE，倾向随地层产状而变化。矿体走向长约
500 m，倾向延伸 260 m，平均垂厚 5.23 m，平均品位
2.60×10-6，占总查明资源量的 11.30%［4］。此外，蚕

场一带钻探发现在 F1 下盘深部也存在矿化体，但未
发现大厂层，而是零星分布于峨眉山玄武岩组中。

从目前勘查结果来看，层控型矿体主要分布在

矿区中部，由晚期 NNW 向次级背斜叠加在早期

NEE 向主背斜之上，而形成类似穹窿构造高点的地
方；断控型矿体主要分布在矿区西部，受断层几何

学和运动学特征的控制，大体表现为向西侧伏的
特点。

陈懋弘等：贵州泥堡卡林型金矿断控型矿体的地层和岩性条件研究

图 1 泥堡金矿地质简图（左上角插图示意其在滇黔桂“金三角”
中的位置）
Fig.1

Geological map of the Nibao gold deposit (The upper left corner illustration shows the location of Nibao deposit
in Yunnan-Guizhou-Guangxi“Golden Triangle”area)［4］

①碳酸盐岩台地相区；
②陆源碎屑岩盆地相区；
③孤立碳酸盐岩台地；
④断层/金矿床；
1. 中三叠统关岭组第二段灰岩、白云质灰岩；
2. 上

二叠统龙潭组第一段粉砂岩、泥岩夹煤层；
3. 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二段（沉）火山角砾凝灰岩；
4. 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一段
凝灰质砾岩、砂岩、泥岩夹煤线；
5. 大厂层硅化灰岩、炭质泥质砾岩；
6. 中二叠统茅口组灰岩；
7. 整合/不整合地质界线；
8. 逆断层/正断
层；
9. 推测断层/走滑断层；
10. 背斜/向斜核部；
11. 勘探线

图 2 泥堡金矿 9460 勘探线剖面图
Fig.2

Cross-section of 9460 line in Nibao gold deposit［4］

1. 第四系；
2. 中三叠统关岭组灰岩；
3. 上二叠统龙潭组粉砂岩、泥岩夹煤层；
4. 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二段沉火山角砾凝灰岩；
5. 上
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一段凝灰质砾岩、砂岩、泥岩夹煤线；
6. 大厂层角砾岩和硅化灰岩；
7. 中二叠统茅口组灰岩；
8. 破碎带；
9. 金矿
体；
10. 断层；
11. 整合及不整合地质界线；
12. 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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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岩石学特征

卡林型金矿最典型的热液蚀变特征。
2.2

中二叠统茅口组灰岩顶部为由黑色含碳质泥

泥堡金矿中矿体类型主要为断控型，其次为层

控型。这 2 种矿体的赋矿围岩明显不同：断控型矿

质角砾岩组成的古风化壳，其上超覆一套厚度为

类；层控型矿体主要赋存在“大厂层”中，沿上、中二

岩+中—细粒砂岩组合，往上夹黑色碳质纹层和条

体的赋矿围岩主要为具有块状构造的火山碎屑岩
叠统不整合面分布，岩石以发育强烈硅化为特征。
与矿化蚀变有关的主要岩石特征描述如下：
2.1 （沉）火山角砾凝灰岩

2~18 m 的浅灰色中薄层状细砾岩［图 4（a）］+粗砂

带［图 4（b）］。岩石成层性较好，发育斜层理和水平

层理。碎屑成分复杂，大部分为灰白色的长石岩
屑，也有灰岩和砂泥岩等岩屑，均为圆状—次圆状，

泥堡金矿断控型矿体的围岩主要为一套厚度

分选好，含量达 70%。胶结物既有泥质（部分蚀变

岩” ，经过野外地质观察和显微镜下岩石特征研

［图 4（d）］。刘平等［3］将这套岩石定名为砾屑（砂屑

为 17~90 m 的 块 状 构 造 岩 石 ，命 名 为“ 砾 屑 砂
［4］

究，将其厘定为“（沉）火山角砾凝灰岩”。这套岩

石 具 有 明 显 的 角 砾 状 构 造［图 3（a）］，角 砾 含 量
10%~40% 不等，大小多数在 0.2~2 cm 之间，也有少
量达 5~10 cm，无分选、无定向，呈棱角状、撕裂状

交代为石英和绢云母）
［图 4（c）］，也有亮晶方解石
—粉砂屑）凝灰岩，祁连素等［4］定名为（沉）凝灰岩。
考虑到露头尺度上岩层层理清晰，斜层理和水平层
理发育，夹碳质纹层和条带；微观尺度上，胶结物主
要为亮晶方解石或泥质成分。砾屑、砂屑分选性和

和不规则状，少数生物碎屑为圆形和次圆形。角

磨圆度很好，表明经过了一定距离流水的搬运和分

砾成分主要为火山角砾，也有微晶灰岩和生物碎

选，总体上指示水动力较强的滩相沉积特点，因此，

屑［图 3（b）］。火山角砾或灰岩碎屑被大小不等

的岩屑、玻屑、碳质和碳酸盐等物质充填和胶结

［图 3（c）］，含量 60%~90% 不等。

火山角砾：以玄武质岩屑和玻屑为主，呈棱角

状、撕裂状和不规则状，大小不一，镜下可见鸡骨
状、弓状和弧面多角状外形［图 3（d）］，内部保留圆

形杏仁体，由放射状的石英和绢云母充填［图 3（e）、

本文认为这套岩石属于火山沉积碎屑岩类，将其定
名为凝灰质砾岩和凝灰质砂岩。
这套岩石位于茅口组顶部的不整合面之上，常
发生强烈的蚀变，是“大厂层”的主要组成部分，矿
化富集地段即形成层控型金矿体。
2.3

石英岩或硅化灰岩
上、中二叠统不整合面之下的茅口组灰岩由于

3（f）］），部分火山角砾可见自形长石，但已被石英

受热液蚀变的影响，常形成一定厚度的硅化灰岩，

可见变余间隐结构（？
）
［图 3（h）］。火山角砾大多硅

往下逐渐减弱，即不整合面附近形成石英岩，往下

绢云母交代，保留长石斑晶的假象［图 3（g）］。局部
化、局部碳酸盐化。

上述特征表明，该岩石不是正常的陆源碎屑沉

蚀变彻底者则形成石英岩。蚀变程度由不整合面
为硅化灰岩，直至未蚀变的灰岩，由此推测不整合
面是热液侧向迁移的主要通道。

积岩类，而应属于火山碎屑岩类，考虑到还有较多

茅口组顶部一般为浅灰色灰岩，但部分地区由

的灰岩、生物碎屑角砾和碳酸盐胶结物，故将其命

于受上覆古风化壳含碳质的影响，岩性以黑色碳质

名为
“（沉）火山角砾凝灰岩”。

石英岩为主，岩石由碳质（20%）和重结晶粗大的石

这套岩石局部地段黄铁矿含量丰富，以细粒黄

铁矿为主，其含量为 5%~10%，局部见条带状、网格
状黄铁矿和黄铁矿团包，直径达 10 cm 以上，含量可

达 20%~30%。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岩石的角砾包
含有碳酸盐岩角砾，胶结物中也有碳酸盐成分，因

此定名为含钙质的（沉）火山角砾凝灰岩。正是由
于岩石含有钙质成分，在热液蚀变过程中首先发生
去碳酸盐岩化，然后再发生硅化和伊利石化，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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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70%）组成，形成粗晶结构［图 5（a）］，代表第一

期的面状硅化蚀变。粗晶石英大多有一个云雾状
核部和一个干净的环带［图 5（b）］，部分地段具有变
余角砾结构，角砾或岩屑虽然完全硅化，但仍保留

有微晶结构。局部残留有生物碎屑外形［图 5（c）］，
形成变余生物碎屑结构，由此推测原岩为碳质生物
碎屑灰岩。岩石中石英脉发育，石英晶体垂直脉壁

生长，呈马牙状，形成典型的梳状构造［图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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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沉）火山角砾凝灰岩特征
Fig. 3 Characteristics of（sedimentary）volcanic breccias tuff
（a）
（沉）火山角砾凝灰岩的块状构造；
（b）火山角砾（①）和碳酸盐岩角砾（②）
（透射正交偏光）；
（c）胶结物组成（①-碳质，
②-火山物质，
③-生物

碎屑）
（透射单偏光）；
（d）火山角砾的鸡骨状、
弓状和弧面多角状外形（透射单偏光）；
（e）（f）
, 火山角砾中的杏仁体，
热液绢云母充填（正交偏光）；
（g）火山角砾中的长石（①）保留长柱状外形（透射单偏光）；
（h）火山角砾中的长柱状长石及变余间隐结构（？
）
（透射单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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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凝灰质砾岩和砂岩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tuffaceous conglomerate and sandstone

（a）凝灰质细砾岩；
（b）凝灰质砂岩夹碳质纹层；
（c）砂岩的泥质胶结物被石英交代（透射正交偏光）；
（d）亮晶方解石胶结（透射正交偏光）

图5
Fig. 5

大厂层强硅化岩石（石英岩）的显微结构特征（透射正交偏光）

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ly silicified rocks in Dachang bedding
（transmitted light and crossed polarisers）

（a）粗粒石英相嵌形成粗晶结构；
（b）粗晶石英的核—环构造；
（c）石英交代，
但仍保留生物碎屑外形；
（d）石英脉的梳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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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大厂层至少经历了 2 期硅化，第一期为
面状硅化交代蚀变，第二期为石英脉充填，伴有萤
石—重晶石—辉锑矿—闪锌矿。

3.2

重新划分地层
因此，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剖面测制、

1/1 万地质填图和钻孔编录，以及详细的岩石学研

3 地层划分
3.1

的定义，而与龙潭组存在本质区别。

究，理清了矿床地层，特别是对主含矿地层进行了
重新划分，提出以下新认识：

以往认识与地层区别

（1）茅口组灰岩顶部为一古风化壳，岩性以黑

由于泥堡金矿区域上位于峨眉山玄武岩与正

色碳质泥质角砾岩为主，底界凹凸不平，厚度大小

常沉积岩的指状交叉部位，兼具二者特征，岩性复

不一，砾石成分复杂。古风化壳以上层理清晰的

杂，
因此对于含矿岩性和含矿地层的划分，
前后 2 次

勘查工作中存在较大的分歧。该矿床发现初期，

凝灰质细砾岩和粗砂岩被划分为峨眉山玄武岩组
第一段。

刘平等［3］在普查工作中认为泥堡金矿位于峨眉山

（2）在含矿层位中上部识别出厚度较大的（沉）

玄武岩外缘的凝灰岩分布区边部，因此含矿地层

火山角砾凝灰岩（即祁连素等［4］定名的“砾屑砂

为以凝灰岩和沉凝灰岩为主，夹少量正常沉积岩

岩”
），该层厚度大，具有块状构造，与成矿关系密

的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一段（P2-3 β ），总厚度≤46 m。
1

矿区外围以玄武质熔岩及其所夹的火山碎屑岩为

切，因此单独划分为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二段，并认
为该层是形成断控型矿体的岩性基础。

2

主，称为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二段（P2-3 β ），但矿区范

（3）由于矿区位于火山岩与沉积岩的指状交

围未出露。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并未提及上部的

叉部位，如何划分地层单元争议较大，但考虑到茅

厚层（沉）火山角砾凝灰岩。

口组不整合面上的岩石成分以火山物质为主，因

在贵州省 105 地质队提交的《贵州省黔西南州

此将这套富含火山物质的岩石统一划分为峨眉山

泥堡金矿勘查（阶段性）报告》中 ，认为不存在峨

玄武岩组，其上部含煤的陆源碎屑岩地层被划分

眉山玄武岩组，并将大厂层之上的凝灰质砾岩和砂

为龙潭组。含矿地层岩性柱状图及地层单位划分

［4］

岩划为龙潭组第一段。同时，也没有识别出龙潭组
中部的（沉）火山角砾凝灰岩，而是定名为“砾屑砂
岩”。虽然祁连素等

后来认识到这一缺陷，并将

［10］

“砾屑砂岩”更名为“玄武安山岩”，但认为成矿作用
与晚二叠世火山或火山气液作用有关。
［12］
《贵州省岩石地层》
对峨眉山玄武岩的定义

是：
“平行不整合于下二叠统茅口组之上、上二叠统
含煤岩系之下的一套大陆溢流拉斑玄武岩与玄武
质火山碎屑岩为主，夹少许凝灰质粘土岩、砂岩、凝
灰岩及煤层等组成的岩层”。可见，峨眉山玄武岩
组以玄武质熔岩和火山碎屑岩为主，但也可以夹含

沿革见图 6。
3.3

重新厘定的含矿地层特征

现对重新厘定后的含矿地层由老至新描述
如下：
（1）茅口组：浅灰色中厚层状微晶灰岩、生物碎

屑灰岩，普遍充填有方解石脉。矿区 F1 断层之上该

层岩石硅化或大理岩化，褪色变白，充填有方解石
脉，局部破碎。该地层厚度＞100 m，未见底。

（2）大厂层：
“大厂层”最初定名于 20 世纪 60 年

代初。贵州省地质局 112 队和睛隆锑矿厂在勘查

睛隆大厂锑矿床时，发现大厂锑矿床中主要锑矿体

少量的砂泥岩和煤层。对龙潭组的定义是：
“ 平行

均产于茅口组灰岩顶部与峨眉山玄武岩底部之间

于峨眉山玄武岩或茅口组之上，整合于合山组或整

的一套硅质蚀变岩层中，因此将这套容矿的硅质蚀

合、平行不整合于夜郎组之下的一套由砂岩、粉砂

变岩层作为找锑矿的标志层，定名为“大厂层”。因

岩、粘土岩夹煤层及少量硅质岩、灰岩等组成的地

此，
“大厂层”为一后期热液蚀变形成的硅质蚀变岩

层”。可见，龙潭组以不含火山岩，但以陆源碎屑岩

体，不是正式的岩石地层单元［13］。正因为如此，刘

夹煤层和灰岩为特征。而泥堡金矿含矿岩系以厚

建中等［14-15］将其改称为“Sbt”
（即蚀变体的中文首字

层的玄武质火山角砾凝灰岩为特征，下部夹少量的

母）。但是，考虑到“大厂层”具有固定的层位，本文

粉砂岩、粘土岩和煤层，完成符合峨眉山玄武岩组

还是沿用“大厂层”的名称。其他层位的“蚀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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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称为“大厂层”
（例如：龙潭组中夹数层灰岩，虽
发生强烈硅化，但不能称为
“大厂层”
）。

层”厚度可达 17~75 m，但 F1 断层之下则常常缺失

（图 2），暗示“大厂层”主要是热液活动的产物，与区
域变质—构造运动关系不大。

大厂层下部的茅口组灰岩强烈蚀变为石英岩
和硅化灰岩，岩性特征见前文描述。茅口组之上为
古风化壳，主要由黑色含碳质泥质角砾岩组成［图 7

（a）］，厚度 1~10 m 不等，局部发育滑塌角砾岩。角

砾含量为 5%~10%，大小 0.4~5 cm 不等，呈次圆状

—棱角状，杂乱分布。角砾成分以灰岩和生物碎屑
（如蜓化石和贝壳等）为主。胶结物为碳质（40%）
和泥质（石英交代）
（20%），以富含碳质为特色。无
论是砾屑、生物碎屑还是泥质均完全硅化，被石英
交代。总体上显示原地堆积的特点，无层理。砾石
成分主要来自下部茅口组的灰岩，也有上部碳质泥
岩的滑塌堆积。
（3）峨眉山玄武岩组。玄武岩组第一段（P3 β1）：

岩层总厚度约为 50 m，不整合于古风化壳形成的
黑色碳质泥质角砾岩之上［图 7（a）］。下部以凝灰

质砾岩和砂岩为主，上部为泥岩、粉砂岩和煤层，
夹 3 层微晶灰岩和生物碎屑灰岩。下部为厚度 2~

18 m 的浅灰色中薄层状凝灰质细砾岩［图 4（a）］、
粗砂岩和中—细粒砂岩，往上夹黑色碳质纹层和
图6

泥堡金矿含矿地层岩性柱状图及地层单位划分
沿革简图

Fig. 6

Lithology columm of ore-bearing strata and

stratigraphic unit division evolution in Nibao gold deposit
1. 凝灰质细砾岩；
2. 凝灰质砂岩；
3. 钙质粉砂岩；
4. 粉砂岩；
5. 泥岩；
6.（沉）火山角砾凝灰岩；
7. 含碳质泥质角砾岩；
8. 硅化灰岩；
9. 灰
岩；
10. 生物碎屑灰岩；
11. 煤线

“大厂层”下部为茅口组灰岩蚀变形成的石英
岩和硅化灰岩；中部和上部的岩性依据其原岩成
分，区域上横向变化较大：在峨眉山玄武岩地区以
硅化玄武质岩石为主，在其他地区则以硅化碳质泥
质砂岩、粉砂岩和碳质泥岩为主。
泥堡金矿“大厂层”原岩包括二叠系茅口组顶
部灰岩，以及不整合面之上代表古风化壳的碳质泥
质角砾岩，上部为凝灰质砾岩和粗砂岩。上述岩石
受热液蚀变作用形成石英岩、硅化灰岩、硅化碳质
泥质砾岩和硅化凝灰质砾岩砂岩等，厚度大小不
一，总体特征是不整合面上下的各种岩性均发生强
烈硅化。特别是，在矿床范围内，F1 断层之上“大厂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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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带［图 4（b）］。岩石成层性较好，发育斜层理和

水平层理。岩性特征见前文描述。凝灰质砂岩顶

部为一层厚度达 2~3 m 的灰色中厚层状生物碎屑亮
晶灰岩、砾屑砂屑亮晶灰岩。碎屑主要由生物屑和

灰岩砾屑组成（60%），呈圆状—次圆状，分选良好。
另含少量的植物碎片（3%）和重砂矿物，
方解石亮晶

胶结。该岩性段的中上部为厚度 16~30 m 的深灰—

灰黑色中薄层状凝灰质粉砂岩—含钙质碳质泥岩
韵律层［图 7（b）］，局部夹煤层。中部及顶部各有一
层灰黑色厚层状含生物碎屑灰岩（在 F1 上盘，由于

热液蚀变作用，多已蚀变为硅化生物碎屑灰岩）。
该段总体表现为退积层序，向上变细变薄（砾岩→
砂岩→粉砂岩→泥岩→煤层）。玄武岩组第二段

（P3 β2）：由厚度达 17~90 m 的浅灰—灰色厚层—块
状（沉）火山角砾凝灰岩组成［图 3（a）］
（前人编录为
砾屑砂岩），
岩性单一，
岩性特征见前文描述。

（4）龙潭组。龙潭组第一段（P3 l1）：矿床范围出

露不全，仅见下部地层。以深灰—灰黑色薄至中层
状钙质碳质泥岩和含钙质粉砂岩为主，夹多层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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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煤层。底部以灰岩与下覆地层的（沉）火山角砾凝

灰岩分界。厚度＞23 m，矿区北部厚度 60～120 m，
未见顶。在 F1 上盘，由于热液蚀变作用，灰岩多已

图7
Fig. 7

蚀变为硅化灰岩，石英交代方解石微晶，但保留生
物碎屑结构，并有少量粗粒石英细脉穿插，同样暗
示至少存在 2 期硅化。

古风化壳和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一段岩石特征

Rock characteristics of paleo-residue and the first member of Emeishan Basalt Formation

（a）不整合面上富含碳质的黑色古风化壳，
上部为峨眉山玄武岩组凝灰质细砾岩和砂岩；
（b）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一段上部纹层状凝灰质粉
砂岩—含钙质碳质泥岩

4 岩石和地层控矿作用
卡林型金矿的形成主要受构造和岩性控
［5-6，
15-17］

制

。在矿床的勘查过程中，尽管对金的赋存

状态

、矿床地球化学［19-21］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最

［18］

基础的还是对矿床地质特征及其控矿要素的研究。
泥堡金矿作为在黔西南碳酸盐岩台地相区目前发
现的唯一一个以断控型矿体为主的大型卡林型金
矿，除了断层的重要作用外，与其赋矿围岩为（沉）
火山角砾凝灰岩也有重要的关系。
已有研究表明［3］，峨眉山玄武岩主要分布于贵

州北西部，最厚可达 500 m，岩性组合以玄武质熔岩
为主，上、下夹火山碎屑岩（火山凝灰岩和正常沉积
岩）。熔岩向南东变薄直至尖灭，尖灭线大致位于
安顺—晴隆大厂—潘家庄—泥堡—戈多一线。在

玄武岩尖灭线以南，尚见有宽度不等的凝灰岩分布
区，如图 8 所示。凝灰岩出露宽度不等，沉积厚度

0~100 m 不等。岩性组合以火山碎屑岩、凝灰岩和

沉凝灰岩为主，中上部常夹正常沉积岩以及凝灰质
粘土岩、碳质粘土岩等。

泥堡金矿位于该尖灭线上，其 NE、NW 向均可

图 8 黔西南峨眉山玄武岩及金矿分布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of distribution of Emeishan Basalt and
gold deposits in southwestern Guizhou[3]

1. 玄武岩分布区；
2. 凝灰岩分布区；
3. 深大断裂；
4. 构造单元分界

见厚层玄武质熔岩。由于茅口组顶部不整合面上

线；
5. 金矿床；
6. 泥堡金矿床

的岩性为具有典型沉积特征的凝灰质砂岩、粉砂岩

出上部的（沉）火山角砾凝灰岩，因此在详查阶段贵

和碳质泥岩夹煤线，且在早期勘查工作中并未识别

州省 105 地质队将这套地层划分为龙潭组［2，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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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这套地层与灰家堡背斜的水银洞金矿进行对
比，认为二者没有本质区别。但如果都是龙潭组，

［12］
《贵州省岩石地层》
，将这套地层厘定为二叠系峨

同样有断层作用，为什么水银洞金矿以层控型矿体

眉山玄武岩组，不再划归为龙潭组。其中，玄武岩

为主，而泥堡金矿却以断控型矿体为主？此外，水

组第一段底部以凝灰质砾岩砂岩为主，是形成大厂

银洞金矿的层状矿体主要赋存于龙潭组的生物碎

层层状矿的主要岩性之一，中、上部含泥岩和煤线；

屑灰岩中，泥堡金矿相同层位至少也含有 4 层生物

玄武岩组第二段为块状构造的（沉）火山角砾凝灰

碎屑灰岩，但以强烈硅化为特征，并没有形成金矿

岩，是形成断控型矿体的物质基础。虽然强调峨眉

体，
原因何在？

山玄武岩组（沉）火山角砾凝灰岩在成矿中的重要

在工作初期，我们也一直沿用勘查单位的地层

作用，但并不认为泥堡金矿床的成矿作用与晚二叠

划分方案，但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认为原勘查单

世火山或火山气液作用有直接的成因关系，峨眉山

位划分的“砾屑砂岩”实质上为（沉）火山角砾凝灰

玄武岩组（沉）火山角砾凝灰岩仅仅是提供了一个

岩，属于火山碎屑岩类而非正常沉积岩类。同时，

良好的赋矿围岩而已。现有研究已表明卡林型金

各地层单元对成矿的控制作用有明显区别。

矿是明显的后生热液矿床。

泥堡金矿的大厂层原始岩石主要包括：下部为

综上所述，寻找类似泥堡式断控型金矿的地层

茅口组顶部的灰岩，局部夹灰岩角砾岩、凝灰岩；中

条件为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组而非龙潭组，岩性条

部为古风化壳碳质泥质砾岩；上部为峨眉山玄武岩

件为（沉）火山角砾凝灰岩而非陆源碎屑岩和灰岩。

组第一段的凝灰质砾岩砂岩（部分为碳酸盐胶结）。

今后寻找类似矿床时，首先要考虑断层条件，其次

在热液蚀变过程中，上述岩石钙质胶结物在去钙化

还要考虑地层和岩性条件，
这三者缺一不可。

的过程中首先流失，硅质交代，形成第一期的面状
硅化。随着热液蚀变的持续进行，主成矿阶段的石
英—方解石脉交代，伴随含金黄铁矿和毒砂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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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ithology and Stratigraphy Conditions of Fault-controlled Orebody in Nibao Carlin-type Gold Deposit，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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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Kezhong

MLR Key Laboratory of Metallogeny and Mineral Assessment，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Chinese Academy
Geological Sciences，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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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bao gold deposit is a large carlin-type fault-controlled gold deposit first discovered in a carbonate
platform in southwestern Guizhou Province of China，where stratabound gold deposit is the predominant type，
in addition to the fault，the formation and lithology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an not be ignored.The study
of petrology shows that the fault-controlled orebodies are hosted by calcareous (sedimentary) volcanic breccia
tuffs rather than“gravel sandstones”considered by predecessors.These massive (sedimentary) volcanic breccia
tuffs tend to be rich in fractures and increase porosity under the action of tectonic，and can easily form faultcontrolled gold orebodies with large thickness and high grade under the action of hydrothermal fluid.
Meanwhile，Longtan Formation divided by predecessors should be reclassified as Permian Emeishan Basalt
Form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volcanic compositions of ore-bearing rocks，rather than Longtan
Formation divided by predecessors. The calcareous (sedimentary) volcanic breccia tuff and Permian Emeishan
Basalt Formation are the significant lithologic and stratigraphic factors to form the fault-controlled gold
orebodies.We propose that besides the faults，the lithology and stratigraphy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when
the exploration will be undertaken on fault-controlled deposits，similar like Nibao gold deposit on carbonate
platfor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ore deposit；calcareous (sedimentary) volcanic breccia tuff；Emeishan Basalt Formation；faultcontrolled orebody；
carlin-type gold deposit；
Nibao i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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