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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海省金矿资源丰富。在青海省矿产资源潜力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青海省金矿成矿特征、金矿类
型、控矿条件和时空分布进行分析，总结了青海省金矿成矿规律。将青海省金矿成矿划分为前寒武纪、早

古生代、晚古生代—早中生代、晚中生代和新生代 5 个成矿期，并总结了各成矿期金矿的空间分布特征，结

合主要成矿带上有代表性的金矿特征，首次建立了青海省金矿成矿系列，提出了青海省金矿今后找矿勘查
部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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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金矿开采历史悠久，各类型金矿产地不

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更好地促进青海省金矿研

断被发现，是我国矿产资源大省，找矿潜力巨大。

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金矿是青海省的优势矿种，勘查工作总体上经历
了 2 个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以砂金勘查为主；

1

2008 年青海省实施“358”地质找矿工程以来，青海

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地有 208 处，其中，具有大

的岩金矿种类还是新增资源量均迈上一个新的

型规模的金矿床 71 处［4］。目前，全省累计查明金资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以岩金勘查为主，特别是自

省地质找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论是新发现
台阶。
多年来，青海省金矿研究工作从未间断过，所
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找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西
部其他省份，青海省针对金矿点开展的研究工作较
多，区带研究主要集中于柴达木盆地北缘 和东昆
［1］

仑地区

青海省金矿资源概况
截至 2015 年底，青海省金矿产地共有 354 处，

型规模的金矿床 11 处，中型规模的金矿床 22 处，小

源储量为 782.56 t，其中，岩金矿占 94.24％（浅成中

—低温热液型占 82.10％，海相火山岩型占 3.19％，
矽卡岩型占 5.21％，叠加型占 3.74%），而砂金矿仅

占 5.76％。从矿产地的分布来看，岩金矿主要分布
于柴北缘、东昆仑和巴颜喀拉山等地区，其次为北

，但涉及全省的金矿研究较少，缺乏从成

祁连和拉脊山；砂金矿产地遍布全省，集中分布在

矿系列角度进行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和最新

北巴颜喀拉成矿带、南巴颜喀拉成矿带和北祁连成

［2-3］

地质资料的基础上，对青海省金矿成矿系列进行初

矿带，这 3 个成矿带中砂金资源储量接近全省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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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储量的 90%。

大地构造背景、不同地质时代和不同类型岩石中

有规模不等的金矿资源。青海省现已查明金矿资

特 征 ，因 此 使 得 金 矿 类 型 的 划 分 方 案 也 多 种

源储量居前 2 位的地区是海西州和玉树州，占全省

多样［5］。

除西宁市之外，青海省其他 7 个州（市）均分布

按照《中国地质矿产志省级矿产地质志研编技

总储量的 75.13％。

术要求》中矿床（成因/工业）类型划分表，对青海省

2

海省内生金矿以浅成中—低温热液型为主，其次为

青海省金矿床类型

金矿床类型进行了划分，结果见表 1。由表可知，青

由于 Au 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稳定，在不同的

海相火山岩型和接触交代型。

Table 1

表 1 青 海 省 金 矿 成 因 类 型 简 表 ［6］
Genetic types of gold deposits in Qinghai Province ［6］

成因类型
一级

二级

产出部位

三级

岩浆作用

含矿流体作用

花岗岩体与二叠系、三叠

岩）型

系碳酸盐岩的接触带

浅成中—低温热
液型

叠加（复合）矿床
外生矿床

沉积作用

矿体形态

接触交代（矽卡

海相火山岩型

内生矿床

中寒武统黑茨沟组、上奥
陶统扣门子组
元古宇、下古生界、三叠系
下二叠统布青山群

砂矿型

第四系底部砂砾层

主分布区

资源量
占比/%

似层状、脉状、透镜状

西秦岭

5.37

不规则透镜状、脉状

北祁连

4.92

似层状、大脉状、透镜

北祁连、柴北缘、东昆

状、不规则状

仑、北巴、西秦岭

似层状、透镜状、脉状等

东昆仑

条带状、似层状、树枝状

黑河、祁连河、湟水河、
柴达木河、通天河等

76.70
5.83
7.19

3

金矿成矿条件

3.1

金成矿构造背景

强烈，在北祁连山以外的全省其他地区，沱沱河—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为秦祁昆构造域与

杂多、西金乌兰—玉树和布喀达坂峰—阿尼玛卿等

特提斯超构造域的结合部位，主体属特提斯构造

地区尤为明显；印支期岩浆活动集中于东昆仑、鄂

域 。根据我国成矿区带划分原则 ，结合资源潜

拉山和西金乌兰—玉树地区；燕山期岩浆活动零星

力评价和最新的物化探资料成果，将青海省成矿单

分布于青海东部地区；喜山期岩浆活动在可可西里

元划分为北祁连、柴达木北缘、东昆仑、西秦岭西、

和长江源头的各拉丹东地区发育［10］。

况如下：加里东期岩浆活动集中于北祁连山、祁漫
塔格和柴北缘—都兰地区；华力西期岩浆活动最为

［7］

［8］

可可西里—巴颜喀拉和三江北西延 6 个Ⅱ级成矿

构造与金矿成矿关系密切，青海省内共厘定出

省，16 个Ⅲ级成矿带 （图 1）。

18 个主要大型变形构造带，其中祁连造山带主要有

层均有出露，其中，中新生代地层分布最广泛。空

走滑构造 2 个大型变形构造。东昆仑一柴达木造

［9］

青海省境内自太古宙至新生代各个时期的地

间上，阿尔金山南坡、祁连山、柴达木盆地和东昆仑

北祁连逆冲—走滑构造和党河南山—拉脊山逆冲
山带主要有阿尔金左行走滑构造、宗务隆山—夏河

以广泛分布元古宇和古生界为特色，可可西里山、

甘加逆冲走滑构造、柴北缘逆冲—走滑构造、昆北

阿尼玛卿山、唐古拉山、西倾山和兴海—共和盆地

逆冲—走滑构造、昆中逆冲—走滑构造、鄂拉山左

广泛分布有中—新生界。青海省以三叠纪沉积最

行走滑构造、兴海—苦海逆冲—走滑构造和昆南逆

为广泛，约占全省面积的 1/2，石炭纪、二叠纪和元
古宙地层亦占有重要位置。

青海岩浆活动频繁而强烈，各时期岩浆活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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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走滑构造等 8 个大型变形构造。巴颜喀拉造
山带主要有昆仑山口—甘德逆冲—走滑构造、卡巴

扭尔多—下红科左行走滑构造和玛多—玛沁增生

潘彤等：初论青海省金矿成矿系列

楔逆冲叠瓦构造 3 个大型变形构造。二江造山带

—兰坪双向前陆褡皱冲断带 5 个大型变形构造［11］。

金沙江逆冲—走滑构造、乌兰乌拉湖—澜沧江逆冲

仑山口—甘德逆冲—走滑构造在区域上对金矿的

—走滑构造、龙木锴—双湖逆冲—走滑构造和昌都

控制作用突出。

分布有甘孜—理塘逆冲—走滑构造、西金乌兰湖—

图1
Fig.1

柴北缘逆冲—走滑构造、昆北逆冲—走滑构造和昆

青海省Ⅲ级成矿带及金矿分布图

Distribution of Ⅲ metallogenic units of gold deposits in Qinghai Province

1. 成矿域界线；2. 成矿带界线；3. 成矿带编号；4. 省界；5. 地名；6. 岩金矿（1-红川金矿；2-西山梁金多金属矿；4-松树南沟金矿；5-滩间山
金矿；6-赛坝沟金矿；7-肯德可克铁多金属矿；8-它温查汉西铁金多金属矿；9-五龙沟金矿；10-满丈岗金矿；11-瓦勒根金矿；12-果洛

龙洼金矿；13-坑得弄舍金多金属矿；14-大场金矿；15-东乘公麻金矿）；7. 砂金矿（3-天朋河砂金矿；16-扎朵砂金矿；17-吉卡砂金矿；
18-草曲下游砂金矿）

成矿构造演化对金矿作用表现在：太古宙—古

源；印支运动使特提斯洋闭合、造山，形成东昆仑、

元古代的陆核，经过吕梁运动区域动力热流变质作

巴颜喀拉和唐古拉三大含金造山带。渐新世—上

用固结形成结晶基底，受造山期花岗岩的侵位，古

新世在表生地质作用形成砂金矿沉积。

老基地金含量丰富，为后期叠加成矿提供了物质基

3.2

金成矿控矿条件

础；从南华纪开始，秦祁昆及其以北地区北部活动

青海省岩金矿的形成、分布主要受成矿大地构

陆缘，经过加里东运动形成秦祁昆洋，该期主要形

造背景、褶皱断裂活动、地层及岩层（岩相）分布、岩

成与海相火山活动有关的金多金属矿；华力西期，

浆作用和表生富集作用的控制。具体表现在：

秦祁昆洋闭合，进入碰撞造山阶段，东昆仑地区聚
集大量的金及多金属元素

（1）构造条件对金矿的控制。构造是控制金矿

，而该阶段南部的三江

床形成和分布的重要因素，就构造在成矿过程中的

北延地区为古特提斯洋的活动陆缘，形成与海相火

作用而言，可划分为导矿和容矿构造；青海省已发

山活动有关的多金属矿，伴生有金矿；华力西运动

现的金矿主要分布在古陆边缘、板块结合带（俯冲

使陆缘剥蚀区面积增大，巴颜喀拉前陆盆地接受大

带）和陆间裂（谷）陷带及其附近，特别是切穿岩石

量含金陆源碎屑物质，为金矿提供丰富的物质来

圈或深达地幔的断裂带，其控制着地层、岩浆岩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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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以及不同方向的次级断裂，为金矿带物质来

活动相吻合，金矿床的形成与岩浆活动在时间上存

源、运移和富集提供了重要条件。部分深大断裂是

在明显的耦合关系［6］。

（4）金 矿 床 的 表 生 富 集 作 用 。 表 现 在 2 个 方

直接的导矿构造，控制着金矿床的空间分布。如：
昆中断裂，沿东昆仑山主脊展布，为昆中逆冲—走

面：一是对金矿床的控制事实，如普遍产出的铁帽

滑构造带的主断裂，是一条长期活动的超岩石圈断

型金矿。一些金矿床中，地表铁帽中能见到明金，

裂，该断裂直接控制着五龙沟金矿田和沟里金矿田

但在原生矿石中难以见到，这说明金矿在形成过程

中主要金矿床的空间分布 。

中发生次生富集作用，在表生氧化条件下金的粒度

［6］

（2）地层对金成矿的控制。主要体现在 2 个方

面：一是地层控制了矿床的部分物质来源，即起到

只是伴生组分，但在地表氧化带上却出现金品位明

了矿胚层的作用；二是特定岩性及结构构造控制了

显增高的现象，达到了金矿工业品位的要求。青海

矿体的赋存空间，为成矿流体的运移提供了通道，

省不同成因类型的金属硫化物矿床中均发现在地

为成矿物质的沉淀提供了场所 。金矿含矿地层

表氧化带有含金铁帽。如：双朋喜、谢坑、德尔尼、

有古元古代金水口岩群、中元古代万洞沟群，早古

赫格楞和铜厂沟等矿床，均有可供工业利用的次生

生代滩间山群，中寒武统黑茨沟组，上寒武统六道

氧化富集带［13］。

沟群，上奥陶统扣门子组和阴沟群，三叠系巴颜喀

3.3

［6］

拉山群、洪水川组和隆务河群，第四系等。

金矿时空分布规律
（1）金矿的时间分布规律。青海省岩金矿最早

地层中 Au 元素含量高是成矿物质来源的基

形成于前寒武纪，其工业意义不大；加里东期形成

础，如：北祁连地区中寒武统黑茨沟组和上奥陶统

了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北祁连松树南沟金矿床［14］；华

扣门子组为重要的含矿层位，黑茨沟组上岩组中基

力西期金矿成矿强度加大，形成了柴北缘滩间山金

性—中酸性火山岩建造 Au 元素含量高，天朋河无
名沟矿点和铜厂沟矿床产于该层位；而产于上奥陶

统扣门子组细碧角斑岩建造的松树南沟金矿中 Au
元素含量高，达到 11×10 ～42×10 。
-9

-9

（3）岩浆活动对金成矿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不

矿田，印支期达到顶峰，形成了东昆仑五龙沟金矿
田、沟里金矿田、满丈岗金矿床、西秦岭瓦勒根金矿
床和北巴颜喀拉大场金矿田等。砂金矿成矿时代
为喜山期（图 2）。

加里东期成矿作用主要分布在北祁连和拉脊

论是基性岩、中酸性侵入岩，还是基性岩、中酸性火

山成矿带内，华力西期或晚华力西—印支早期成矿

山岩均影响到金矿的形成和富集。金成矿与青海

作用主要分布在柴北缘金成矿带内，东昆仑地区金

省内岩浆活动或侵入岩体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从

矿主成矿期以晚华力西—印支期为主，而昆仑南坡

北祁连—东昆仑—巴颜喀拉山，各类侵入岩体从加

及北巴颜喀拉山和共和—同德地区金成矿主要为

里东期→华力西期→印支期→燕山期逐次变新，金

印支—燕山期［6］。

成矿由北向南在形成时间上亦显示出从加里东期
→华力西期→晚华力西期→印支期→燕山期的变
化特征。

青海省华力西—印支期岩浆岩分布最为广泛，
说明该时期岩浆活动伴随着大量的含金岩浆汽液
组分，这些来自深部的含金岩浆汽液携带有丰富的
成矿组分，运移到地壳浅部，含金岩浆汽液岩浆与
围岩发生物质交换，进一步增加其中 Au 元素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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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变大。二是一些矿床原生矿石中金含量较低，

（2）金矿的空间分布规律。青海省 16 个Ⅲ级

成矿带中，岩金矿主要集中分布于东昆仑（Ⅲ-8）、
北巴颜喀拉成矿带（Ⅲ-11）和柴北缘成矿带（Ⅲ-6）

（图 1），各成矿区带中按矿产地数量和资源量统计，
其中位于青海省中部的东昆仑成矿带、北巴颜喀拉

成矿带岩金资源量约占全省资源量的 60%，有青海
省“金腰带”之称。

从成矿类型来看，浅成中—低温热液型集中分

量，在合适的物理化学条件下，这些含金物质组分

布于北祁连、柴北缘、东昆仑、西秦岭和北巴成矿

沉淀在有利的空间部位，富集成矿。如：滩间山金

带，矿化较单一，以金为主；海相火山岩型主要分布

矿、五龙沟金矿、果洛龙洼金矿和瓦勒根金矿床等

于北祁连，伴生金主要分布于柴北缘和东昆仑鄂拉

均形成于华力西期和印支期，这与该期大规模岩浆

山一带；接触交代型主要分布于西秦岭，共伴生金

Vol.26

No.4

Aug.，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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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主要分布于东昆仑成矿带格尔木以西［6］。

滩间山金矿（大型）、赛坝沟金矿（小型）、肯德可克

4

铁金多金属矿床（中型）、它温查汉西铁金多金属

青海省金矿成矿系列

矿床（中型）、五龙沟金矿（大型）、满丈岗金矿（中
型）、瓦勒根金矿（大型）、果洛龙洼金矿（大型）、抗

矿床成矿系列的定义是指在一定的地质历史

得弄舍金多金属矿（大型）、大场金矿（超大型）、东

时期，一定的地质构造单元及构造部位，与一定的

乘公麻金矿（小型）、扎朵砂金矿（中型）、吉卡砂金

地质成矿作用有关的一组具有内在成因联系的矿

矿（中型）和草曲下游砂金矿（小型）的地质资料，

床自然组合［15-16］。一个地区矿床成矿系列划分时，

以 矿 床 成 矿 系 列（组）来 划 分 ，即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首先应考虑构成该矿床成矿系列的时间、空间、与

（组）中以地质成矿作用进行进一步划分，按岩浆、

成矿作用有关的地质作用以及形成矿床组合的主

沉积、变质成矿作用，划分出 3 个组合，并考虑独立

要矿种这 4 个要素，即一定的地质历史时期，一定

存在的地质成矿作用的地质流体成矿作用。依据

的地质构造环境所构成的地质构造单元，一定的

青海成矿演化和区域金矿成矿作用的特点，将青

地质成矿作用和一组具有一定成因联系的矿

海省域成矿过程划分为前寒武纪、早古生代、晚古

床

生代—早中生代、晚中生代和新生代 5 个大的成矿

。在陈毓川等

［17-18］

提出的关于地球演化的不

［19］

同时期、不同构造环境中形成的金特征的基础上，
依据青海省资源潜力评价成果

收 集 了 红 川 金 矿（小 型）、西 山 梁 金 多 金 属 矿（小
型）、天朋河砂金矿（中型）、松树南沟金矿（中型）、
表2
Table 2
成矿时代

阶段，将青海省初步划分（厘定）为 20 个成矿系列

（组），其中前寒武纪有 2 个，早古生代有 5 个，晚古

，从北向南系统

［11］

生代—早中生代有 5 个，晚中生代有 2 个，新生代
有 6 个，划分结果见表 2。

青 海 省 金 矿 成 矿 系 列 （组）

Minerogenetic series （group） of the gold deposits in Qinghai Province

矿床成矿系列（组）

矿床成矿亚系列
大通河流域第四纪砂金成矿亚

北祁连黑河—大通河流域砂金—砂铂矿成矿系列

系列

矿床式
天朋河式

大通—高庙第四纪砂金、砂铂

中祁连夏拉河第四纪砂金—砂铂矿成矿系列

昆仑山口—达日地区第四纪河
流相沉积砂金成矿亚系列

南巴颜喀拉地区砂金—盐类成矿系列

可可西里—金沙江流域第四纪
冲洪积砂金成矿亚系列

三江北西新生代

西金乌兰湖—玉树地区第四纪

盐类—砂金成矿系列

砂金矿成矿亚系列

北巴颜喀拉玛多—甘德与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有关的 Au 成矿系列
东昆仑与印支期构造—岩浆有关的 Au 成矿系列

阿尔金与华力西期岩浆作用有关的 Au-Ag 成矿系列
沉积成矿系列

晚古生代
—早中生 东昆仑与华力西—印支期旋回构
代
造—岩浆有关的 Au-W 成矿系列
组

沙冬河砂金矿点

砂金—砂钨成矿亚系列

北巴颜喀拉地区砂矿成矿系列

晚中生代

牙马图砂金（铂）矿点等
苦海—泽库第四纪河流洪冲积

西秦岭泥炭—砂矿成矿系列

茫崖—采石沟与中酸性岩有关

多卡式
扎朵式

多卡砂金矿床、吉卡砂
金矿床、大场砂金矿床
多曲砂金矿床、扎朵砂
金矿床
扎西科砂金矿床
特合土金矿点

五龙沟式

五龙沟金矿

的 Au-Ag 成矿亚系列

柴水沟金矿

纳赤台—开荒北三叠纪碎屑岩

东大滩锑金矿、开荒北

中 Sb-Au 成矿系列

金矿

碎屑岩中 Cu-Au 成矿系列

小干沟金矿床

Au-W 成矿亚系列

黑海北金矿

纳赤台—开荒北石炭—二叠纪
岩浆成矿系列

天朋河砂金矿
岗沟砂金（铂）矿

矿成矿亚系列

新生代

代表性矿床实例

昆仑河地区与构造热液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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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成矿时代

矿床成矿系列（组）
东昆仑与华力西—印支期旋回构
造—岩浆有关的 Au-W 成矿系列组

沉积成矿系列

沉积成矿系列
西秦岭与华力西—印支期旋回构
造—岩浆有关的 Au-Cu-Pb-As 成
矿系列组

矿床成矿亚系列
布青山—积石山与二叠系火山
青海南山—同仁与沉积作用有
关的 Au-Sb-As 成矿亚系列

瓦勒根式

有关 Cu-Au 成矿亚系列

双朋喜式

晚古生代

关的 Au-As 成矿亚系列

尕科合式

—早中生

Au-Sb-Cu 成矿亚系列

大场式

青海南山—同仁与中酸性岩有
玛多—甘德地区三叠纪浊积岩

代
北巴颜喀拉与浊积作用有关的 Au-Sb-Cu 成矿系列

玛多—甘德地区与印支期中酸
可可西里—金沙江流域与沉积

火山岩有关的 Au 成矿亚系列

采石沟式

托勒山—大坂山与奥陶纪火山
北祁连地区与加里东期岩浆作用有关的 Cu-Pb-ZnAu 成矿系列

早古生代

南祁连地区加里东旋回 W-Au-Fe-P-REE 成矿系列

川刺沟金矿床，红土沟
金矿床

关的 Au 成矿亚系列

尼旦沟金矿床

拉脊山与加里东期中酸性岩有

关的 Au 矿成矿亚系列

赛坝沟式

有关的 Au 成矿系列组

阿里根刀若金矿点、金

的 Au 成矿亚系列

红沟金矿点
SEDEX 式

火 山 作 用 有 关 的 Au- Ag 成 矿

下柳沟式

亚系列

构 造 — 蚀 变 岩 有 关 Au 成 矿 亚

变质作用有关的 Cu-Co-Au 成
矿亚系列

5

滩间山式

下沟金矿床、西山梁金
矿点
大柴旦镇滩间山金矿、
青龙沟金矿床
督冷沟铜钴矿床、果洛
龙洼金矿床

青海省金矿找矿取得了重要进展，反映出金矿研究

结论

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在具体找矿勘查中发挥了重要
（1）通过近年来的地质勘查与金矿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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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可克铁金矿床
驼路沟钴金矿床

走廊南山南坡与寒武纪海相

沟里地区与中元古火山—沉积
岩浆成矿系列

赛坝沟金矿床

赛什腾山与中酸性侵入岩有关

系列

柴周缘地区与前寒武纪构造旋回

采石沟金矿

基性岩 Au-石棉成矿亚系列

滩间山—青龙沟与中元古代
沉积成矿系列

金矿床

托勒山—大坂山奥陶纪镁质超

Co-Au 成矿亚系列

前寒武纪

大场金矿床、加给陇洼

松树南沟金矿床，中多

昆南地区与喷流—沉积有关的

Zn-Au-硫铁矿—铬铁矿—石棉—蛇纹石成矿系列

确壳金砷矿床

矿床

用有关的 Fe-Au 成矿亚系列

北祁连与前寒武纪构造旋回岩浆作用有关的 Fe-Pb-

尕科合砷银铜矿床、夺

亚系列

祁漫塔格地区与喷流-沉积作
东昆仑地区 Fe-Co-Au 成矿系列

金铜矿床

—喷气有关的 Cu-Zn-Au 成矿 松树南沟式 拉金矿床，巴拉哈图金

阿尔茨托山与海相火山作用有
柴北缘地区与加里东旋回 Cu-Au-Nb-Ta 成矿系列

双朋喜金铜矿床、谢坑

山锑金矿点

系列

茫崖—采石沟与奥陶纪中基性

日寨砷矿床

保日卡玛锑矿床、马兰

南巴颜喀拉与印支期沉积作用有关的 Au-Sb 成矿系列 作用有关的 Au-Sb-Cu 成矿亚

矿系列

瓦勒根金矿床、多朗尕

东乘公麻金矿床

性岩有关的 Au 成矿亚系列

阿尔金地区与加里东期岩浆作用有关的 Au-石棉成

代表性矿床实例
马尼特金矿床

有关的 Cu-Au 成矿亚系列

宗务隆山—双朋喜与中酸性岩
岩浆成矿系列

矿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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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也说明青海省金矿资源潜力巨大，要求

潘彤等：初论青海省金矿成矿系列

在今后继续加强成矿规律的研究，有效指导金矿找

genic Belt in East Kunlun，Qinghai［D］.Changchun：Jilin

矿勘查工作，以期取得更大的突破。

University，2004.

（2）按照矿床（成因/工业）类型划分，可将青海
省金矿划分为接触交代型、海相火山岩型、浅成中
—低温热液型、叠加（复合）矿床和砂矿型 5 种金矿

类型，以浅成中—低温热液型为主，其次为海相火
山岩型和接触交代型。因此，浅成中—低温热液型
应是今后工作的重点类型。
（3）根据成矿事实，结合成矿规律的认识，将青

［ 4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 . 青海省 2015 年度矿产资源储量统
计工作报告［R］. 西宁：青海省国土资源厅，2016：1-8.
Qinghai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Land and Resources.
Report on mineral reserves statistics in Qinghai Province
in 2015［R］. Xining：Qinghai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Land and Resources，2016：1-8.
［ 5 ］王成辉，徐珏，黄凡，等 . 中国金矿资源特征及成矿规
律概要［J］. 地质学报，2014，88（12）：2315-2325.

海省金矿成矿划分为前寒武纪、早古生代、晚古生

Wang Chenghui，Xu Yu，Huang Fan，et al. Resources

代—早中生代、晚中生代和新生代５个期，其中晚

characteristics and outline of regional metallogeny of

古生代—中生代是最重要的成矿阶段，今后应将找
矿重点部署在该时期的金矿勘查中。
（4）从空间角度而言，柴达木北缘成矿带、东昆
仑成矿带和北巴颜喀拉成矿带是青海省的主要金

gold deposits in China［J］.Acta Geologica Sinica，2014，
88（12）：2315-2325.
［ 6 ］王福德，李云平，贾妍慧，等 . 青海金矿成矿规律及找
矿 方 向［J］. 地 球 科 学 与 环 境 学 报 ，2018，40（2）：
162-175.

矿分布区，考虑到国家对生态保护的要求，柴达木

Wang Fude，Li Yunping，Jia Yanhui，et al. Metallogenic

北缘成矿带和东昆仑成矿带应是金矿找矿的重点

regularity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gold deposits in

突破区。

Qinghai，China［J］.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vi-

（5）本研究结合多年地质工作成果和经验，初
步划分出青海省金矿成矿系列，共有 20 个成矿系

列（组），提升了对金矿成矿理论的认识，但还需在
今 后 的 工 作 实 践 中 不 断 完 善 ，以 期 更 好 地 指 导
找矿。
致谢

ronment，2018，40（2）：162-175.
［ 7 ］潘桂棠，肖庆辉，陆松年，等 . 中国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J］. 中国地质，2009，36（1）：1-28.
Pan Guitang，Xiao Qinghui，Lu Songnian，et al.Subdivision of tectonic units in China［J］. Geology in China，
2009，36（1）：1-28.

感谢《黄金科学技术》编辑部热情约稿！感

［ 8 ］徐志刚，陈毓川，王登红，等 . 中国成矿区带划分方案
［M］.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8：1-8.

谢陆超工程师帮助绘制有关图件！

Xu Zhigang，Chen Yuchuan，Wang Denghong，et al.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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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Minerogentic Series of Gold Deposits in Qinghai
Province
PAN Tong1，WANG Fude2

1.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Qinghai Province，Xining
China；

2.The Fifth Geological Mineral Exploration Institute of Qinghai Province，Xining

810001，Qinghai，

810001，Qinghai，China

Abstract：There are abundant gold resources in Qinghai Province.Based on the study of mineral resources potential
in Qinghai Province，the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gold types，ore control conditon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old deposits in Qinghai Province were analyzed，and the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of gold deposits was put forward.
The gold mineralization in Qinghai Province was divided into five metallogenic periods of the Pre-Cambrian，Early
Paleozoic，Late Paleozoic，Late Mesozoic and Cenozoic，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gold deposits in
each metallogenic period were summarized.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presentative gold deposits in the
main metallogenic belts，the gold mineralization series in Qinghai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prospecting and exploration of gold deposits in Qinghai Province were proposed.
Key words：gold deposits；metallogenic background；gold deposit types；mineralization epoch；minerogenetic
serises；Qingha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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