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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泥堡金矿床构造解析及构造控矿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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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堡金矿床地处黔西南碳酸盐岩台地相区，赋矿围岩主要为玄武质火山碎屑岩，以断控型矿体为主、

层控型矿体为辅，是滇黔桂“金三角”地区典型的卡林型金矿床之一。详细的野外填图和研究表明，构造是其最主
要的控矿要素之一。泥堡金矿区构造类型以断层和褶皱为主，构造线以北东向为主，北西向为辅。矿床受区域性
的北东东向潘家庄断裂控制，但矿体主要受次一级的断层和褶皱控制，其中枢纽北东东向二龙抢宝背斜与北西向
背斜叠加形成的穹窿构造是层控型金矿体的主要构造控制因素；断控型金矿体主要受控于 F1 逆断层，逆冲断层+上
盘牵引背斜构造是泥堡金矿最典型的构造控矿组合样式。印支期造山挤压奠定了矿区北东东向的总体构造格架，
燕山期叠加了北西向构造。F1 虽总体表现为逆断层性质，但在燕山晚期叠加了正滑运动，并形成了张性空间，有利
于的成矿流体运移和金沉淀。根据矿床构造控矿规律分析，提出 F1 北部的次级断层 F1-1 及其上盘牵引背斜为金矿
有利的找矿靶区，有待今后工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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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ore-controlling role of Nibao gold deposit in
southwestern Guizhou Province
JI XingZhong1, CHEN MaoHong1, LIU Xu2, LI Qiang1, XIE XianYang1, ZHU YongHong2 and HAN ZhongHu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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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ted at the carbonate platform in southwestern Guizhou, the Nibao gold deposit is one of the typical Car‐
lin-type gold deposits in the Yunnan-Guizhou-Guangxi golden triangle. The ore-hosting rock of the deposit is
mainly basaltic pyroclastic rock, and the orebodies are mainly controlled by fault with a few layers. Based on de‐
tailed field observation and structure analysis, the authors propose the structural ore-controlling significance of
Nibao gold deposit. Faults and folds are the primary structural types of the deposit, and the structural lines of the
deposit are mainly classified into NE-trending and NW-trending ones. Regional Panjiazhuang fault controls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gold deposits, while its secondary faults and folds control the location of orebodies.
Among these structures, the dome structure formed by superposition of NEE trending Erlongqiangbao anticline
and NW-trending anticline controls the location of bedded orebodies, while the NNE-striking thrust fault F1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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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ls the fault-controlling orebodies. Therefore, thrust fault and anticline comprise the ore-controlling structure of
the deposit. The compressing in the Indo-Chinese epoch consisted of NEE-trending structural frame of the de‐
posit, which underlay NW-trending structures in the Yanshanian epoch. The F1 was reactivated as a normal move‐
ment and formed an extensive setting in the later stage of Yanshanian epoch, which triggered the upwelling of
ore-forming fluid and the final gold mineralization. Furthermore, the secondary NE-striking F1-1 and anticline
are the prospecting targets in the Nibao gold district, while further exploration engineering evidence is requir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eology, structural analysis, structural metallogenesis, Nibao gold deposit, Carlin-type gold
deposit
泥堡金矿地处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楼下镇，
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南板块西南缘的右江盆地西北

区构造演化，厘定构造对金成矿的控制作用，并指出
金矿床有利的找矿靶区。

部（王砚耕等，1994；Chen et al., 2011），由原贵州省
地质矿产局 109 地质队 1988 年 1∶5 万区域化探测量

1

区域地质背景

发现（刘平等，2006a），至今累计探明金资源量达大
型金矿规模，是滇黔桂“金三角”地区较典型的卡林

滇黔桂“金三角”所有卡林型金矿床均发育于右

型金矿床之一（祁连素等，2014a；2014b；Chen et al.,

江盆地内（图 1），显示了盆地构造演化对卡林型金成

2015a；2015b；谢贤洋等，2016）。

矿的控制作用。右江盆地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华南

前 人 对 泥 堡 金 矿 矿 床 地 质 特 征（祁 连 素 等 ，

板块西南缘，四周被深大边界断裂围限，平面形态

2014a；2014b；陈 懋 弘 等 ，2018a；2018b）、成 矿 流 体

呈三角形。其北东与北西分别通过紫云—南丹断

（刘平等，2006b；谢贤洋等，2016）、载金矿物学与地

裂和弥勒—盘县断裂与扬子地块相邻，南东通过凭

球化学（盛响元等，2016；张锦让等，2016）、含矿岩系

祥—南宁断裂与华夏地块相隔，南西通过红河断裂

地球化学（韦东田等，2016；Zheng et al., 2016）等方

与思茅地块分隔，南部与越北地块通过一系列断层

面已开展大量工作，这些对理解成矿作用过程、厘定

相接（图 1；Chen et al, 2015a；2015b）。盆地内部构

矿床成因类型提供了重要依据。在金矿控矿构造方

造受边界断裂控制，主要发育北西走向断裂（如右

面，前人的研究与认识经历了 2 个阶段。早期研究

江断裂、那坡—龙州断裂）以及少量北东走向断裂

认为泥堡金矿控矿构造为二龙抢宝背斜，矿体产于
背斜核部及两翼茅口组与峨眉山玄武岩组间的沉积

（曾允孚等，1995）。
右江盆地地层主要出露泥盆纪—三叠纪地层，

间断面上，有利地层层位与背斜构造对层控型矿体

仅在桂西隆林一带出露寒武系。根据岩石学、地层

形成起到重要作用（陶平，1999；陶平等，2002）；陈文

序列以及构造发育情况的不同，以坡坪逆冲推覆构

斌等（2009）提出泥堡金矿床控矿构造具紫木凼金矿

造为界将右江盆地分为北西、南东 2 个部分（索书田

的“两层楼模式”，即逆冲断层与背斜共同控制矿体

等，1993；王砚耕等，1994）：北西为泥盆纪-三叠纪台

产出，但其成矿模式缺乏地表露头的直接证据，且钻

地相区，岩性主要为碳酸盐岩；南东为三叠纪盆地相

孔资料较少，直到 2013 年大量钻孔工作的完成，才

区，岩性主要为浊积岩（图 1）。右江盆地内部岩浆活

有效控制了 F1 逆冲断层中的Ⅲ号矿体(祁连素等，

动较弱，仅有少量燕山晚期基性-超基性岩墙和酸性

2014a；2014b)，明确了泥堡金矿床是断控型矿体为

岩脉出露；而在盆地边缘深大断裂附近有较多火成

主、层控型矿体为辅的复合型金矿床，并建立了逆冲

岩（曾允孚等，1995；刘寅等，2015），如分布在盆地南

断层与牵引背斜的控矿构造模式（祁连素等，2014a；

部那坡、凭祥及越北地块北部与俯冲相关的弧火山

2014b；郑禄林等，2014；李俊海等，2016）。但上述矿

岩（杜远生等，2013）。

床构造研究均是依据钻孔资料，缺乏必要的露头地

通过对右江盆地沉积特征、构造特征、侵入岩与

质现象与构造测量数据的支撑。因此，本文在结合

火山岩地球化学等研究，前人对其构造演化得到了

前人钻孔资料基础上，通过对泥堡金矿床地表开展

较为一致的认识。右江盆地构造演化包括 5 个阶

详细的野外构造填图，以解析控矿构造特征，探讨矿

段 ：裂 谷 与 弧 后 盆 地 阶 段（D1 - T1）、前 陆 盆 地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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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江盆地地质构造简图及泥堡金矿位置（据 Chen et al，2015a；2015b 修编）

1—三叠纪台地相碳酸盐岩；2—三叠纪盆地相浊积岩；3—晚古生代孤立碳酸盐岩台地；4—区域大断裂、一般断裂；
5—逆冲推覆构造；6—金矿床；7—省会城市、一般城市

Fig. 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Youjiang basin and the location of Nibao gold deposit (modified after Chen et al., 2015a;2015b)

1—Carbonate rock of Triassic platform facies; 2—Turbidite of Triassic basin facies; 3—Late Paleozoic isolated carbonate rock platform;
4—Regional fault/ fault; 5—Nappe structure; 6—Gold deposit; 7—Provincial capital/city

（T2），该时期形成了众多裂陷带和边界断层，基本奠

2017），泥堡金矿床热液磷灰石 SIMS Th-Pb 年龄为

定了右江盆地的初始框架（曾允孚等，1995；杜远生

（141±3）Ma（Chen et al., 2019），水银洞金矿方解石脉

等，2013）；之后经历了印支造山期（T2-T3）、燕山造山

Sm-Nd 等时线年龄 134~136 Ma（Su et al., 2009），烂

期（J2-K11）、及早白垩世早期—古近纪伸展阶段（K11-

泥 沟 金 矿 床 石 英 流 体 包 裹 体 Rb - Sr 等 时 线 年 龄

E）
（张岳桥等，2009；2012；Chen et al., 2011；刘寅等，

105.6 Ma（苏文超等，1998），显示成矿年龄可能存在

2015）。其中印支造山晚期及燕山造山晚期，区域应

晚三叠世—早侏罗世（T3 -J1）以及早白垩世（K1）2 个

力由挤压向伸展转换，为滇黔桂“金三角”众多卡林

时期。尽管存在争议，但成矿年龄主要集中在印支

型金矿床主要形成时期（陈懋弘等，2007；Su et al.,

或燕山运动晚期，即金成矿主要发生于造山晚期挤

2009；Chen et al，2015a；2015b；Pi et al., 2017）。

压向伸展转换时期，这与美国内华达典型卡林型金

前人对右江盆地卡林型金矿成矿时代开展了较
多研究，但其确切时代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如烂

矿床成矿构造背景一致。
泥堡金矿床位于右江盆地西北缘潘家庄断裂带

泥沟、金牙、水银洞金矿毒砂 Re-Os 年龄为 204 Ma、

附近，该断裂带与盆地北东走向的边界断裂弥勒—盘

206 Ma 和 235 Ma（Chen et al., 2015a），烂泥沟金矿绢

县深断裂走向一致。该断裂带西起普安县泥堡以西，

云母 Ar-Ar 年龄（194.6±2）Ma（陈懋弘等，2009a），者

呈北东向展布，
经兴仁县三道沟、
潘家庄镇，
一直延伸

桑金矿金红石 SIMS U-Pb 年龄 214 Ma 等（Pi et al.,

到晴隆县紫马镇，长度大于 40 km，宽 度 1~2.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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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内硅化、金矿化等蚀变矿化强烈，从断裂带西

为金成矿期间热液蚀变产物；峨眉山玄武岩组一段

段至东段，分别有泥堡、三道沟、紫马等金矿床和大

(P3β1)灰色-灰黑色薄层-中厚层凝灰质细砾岩、凝灰

厂锑矿，显示这些金锑矿床的形成与潘家庄大断裂

质砂岩、凝灰质粉砂岩等，厚度为 50 m；峨眉山玄武

的密切联系。

岩组二段(P3β2)灰黑色厚层沉火山角砾凝灰岩，厚度
10~90 m；龙潭组一段（P3l1）底部灰色厚层硅化灰岩、

2

矿床地质特征

往上为薄-中厚层状钙质碳质泥岩-粉砂岩夹多层灰
岩与煤层（陶平，1999；陈懋弘等，2018b）；泥堡金矿

泥堡金矿床地处右江盆地西北部（图 1），金矿床

南界出露有下三叠统永宁镇组与中三叠统关岭组中

主要包括层控型、断控型金矿体，其中层状矿体普查

厚层蠕虫状灰岩、生物碎屑细晶灰岩、白云岩、白云

始于 1992 年，截止 2009 年提交金资源量约 20 吨（陈

质灰岩等。矿床内侵入岩不发育。

有能等，2002；陶平等，2002；胡斌等，2004）；而断控

泥堡金矿床构造以断层和褶皱为主。其中 F1 逆

型矿体在 2010 至 2013 年进行了勘查，提交金资源量

断层为主要控矿构造，整体呈北东东-近东西向展

43 吨；累计金资源量达到大型金矿床规模（祁连素

布，平面和垂向上呈舒缓波状（图 2），为成矿热液的

等，2014a；2014 b；程国繁等，2015）。

运移与沉淀提供了良好的通道和存储空间（陈文斌

矿床主要出露二叠纪和三叠纪地层（图 2），自古

等，2009；祁连素等，2014a）。褶皱以一系列枢纽为

至新主要有：茅口组(P2m)灰色-青灰色厚层灰岩，厚

北东东、北西向的 2 组近垂直的背向斜、以及他们的

度大于 100 m；大厂层（非正式地层单位）灰黑色中厚

次级背向斜为特征（图 2），其中北东东向褶皱规模相

层-厚层硅化灰岩、硅化含碳质角砾岩，厚度 0~42 m，

对北西向褶皱更发育，规模也更大。北东向二龙抢

图2

泥堡金矿区地质图（资料来自 1∶5 万泥堡幅专题矿调填图）

1—关岭组二段（T2g2）；2—永宁镇组三段（T1yn3）；3—龙潭组一段（P3l1）；4—峨眉山玄武岩组二段（P3β2）；5—峨眉山玄武岩组一段（P3β1）；
6—茅口组（P2m）；7—大厂层；8—金矿体；9—逆断层及产状；10—正断层及产状；11—断层及编号；12—背斜；13—向斜；14—剖面位置

Fig. 2

Geological map of Nibao gold orefiled( Data from thematic mapping on 1∶50000 Nibao Sheet mineral survey)

1—2nd member of Guanling Formation (T2g2); 2—3rd member of Yongningzhen Formation (T1yn3); 3—1st member of Longtan Formation (P3l1);
4—2nd member of Emeishan basalt Formation (P3β2); 5—1st member of Emeishan basalt Formation (P3β1); 6—Maokou Formation (P2m);
7—Dachang layer; 8—Gold orebody; 9—Thrust fault and its occurrence; 10—Normal fault and its occurrence;
11—Fault and its number; 12—Anticline; 13—Syncline; 14—Profile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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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背斜核部产出了主要层控型矿体（陶平等，2002；
刘平等，2006a；李俊海等，2016）。
泥堡金矿床共探明金矿体 36 个，其中以Ⅲ-1、

Ⅳ-15、Ⅳ-17 规模最大，单个矿体分别达中型矿床规

地

质

2018 年

潘家庄断裂带是区域性的控矿断裂带，
在矿床表
位于矿区南部，
为北东走
现为 F3 及其次级平行断层 F2，
向 、倾 向 南 东（130° ~160°）、倾 角 30° ~60° 的 正 断
层（图 2）。

模（占查明总资源/储量的 69%）。断控型矿体赋存

F3 断层横跨整个矿区，延伸达 16 km 以上，断层

于 F1 断层破碎带中（Ⅲ号矿体），矿体产状与断层基

上、下盘分别为中三叠统关岭组二段（T2g2）与上二

本一致，呈舒缓波状，矿体具膨大收缩、分支复合现

（图 2，图 3a、b），显示上
叠统龙潭组一段地层（P3l1）

象。其中Ⅲ-1 矿体走向长 2720 m，倾向延伸 200 m，

盘地层下降、下盘地层上升，判断为正断层。根据野

垂厚 0.80~29.43 m，平均垂厚 4.32 m，厚度变化系数

外填图和 1∶5 万泥堡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994）中

96.02%；品位 1.00~39.65 g/t，平均品位 2.69 g/t，品位

地层厚度计算，显示 F3 断距超过 1300 m。其断层破

变化系数 70.05%；矿体形态、产状相对较稳定，矿体

碎带宽 10~30 m，并见到较多无定向排列的碎裂灰

倾向南东，倾角约 35°，1200 m 标高以上Ⅲ-1 矿体资

岩、碎裂白云质灰岩等断层角砾岩（图 3c、d）。另外，

源/储量占总资源/储量的 32.78%。层控型矿体主要

F3 断层地表和钻孔未见到明显蚀变和矿化现象，表

产于茅口组灰岩与上覆地层接触带的大厂层中，呈

明 F3 现今表现出的正断层性质应该是成矿后活动

似层状产出。其中Ⅳ-17 矿体分布在 12660-13700 勘

形成。

探线间，矿体走向长 930 m，倾向延伸 100~230 m，平

F2 断层为 P3l1 与 P3β1、P3β2 层间或 P3l1 层内小断

均垂厚 11.09 m，厚度变化系数 109.79%；平均品位

层（图 2，图 3a、b），断距仅数十米，在矿区延伸较短，

2.49 g/t，品位变化系数 81.27%，矿体形态、产状相对

约 6 km，且东西两端最终均交汇到 F3 断层上（图 2），

较稳定，资源量占总资源 22.93%。

为 F3 的次级断层。野外根据 F2 上下盘地层分别为

泥堡金矿床与成矿相关蚀变发育，主要类型有
硅化、黄铁矿化（地表氧化为褐铁矿）、毒砂化、绢云
母化，另外部分矿（化）体中发育萤石化、重晶石化、

P3l1 与 P3β2 地层（图 3a、b），判断其性质为正断层。
（2）F4 断层
F4 断层横跨泥堡矿区，西起松岭，东至坪寨南，

辉锑矿化、雌黄-雄黄化等（盛响元等，2016；张锦让

以舒缓波状延伸达 14 km。为北东走向、倾向北西、

等，2016）。蚀变多发育于 F1 逆断层及二龙抢宝背斜

陡倾（倾角 70°）正断层（图 2）。该断层整体为 P3l1 层

核部附近，且多种类型蚀变常共同出现。矿石类型

内断层，由于岩层风化十分强烈，地表多为农田覆

有硅化碳质角砾型、硅化灰岩型、沉火山角砾凝灰岩

盖，未见明显露头；仅在矿区东北部的格界田-坪寨

型以及断层角砾岩型等，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状、块

以南地区，见断层上盘（以北）为 P3l1 已经风化的浮土

状、角砾状、条带状-条纹状等（郑禄林等，2014）。矿

农田，局部见少量灰黑色薄层碳质泥岩，断层下盘

石中金属矿物主要包括黄铁矿、褐铁矿、毒砂、辉锑

（以南）为 P3β2 灰-灰黑色中厚层沉火山角砾凝灰岩

矿、锐钛矿、黄铜矿、黝铜矿、闪锌矿等，非金属矿物

地层（图 3e），显示该断层为正断层。该断层位于泥

有石英、萤石、方解石、绢云母、磷灰石、重晶石、菱铁

堡背斜核部靠北翼，断层呈现的北西倾向与矿区南

矿、高岭石等（陈懋弘等，2018a）。

东倾向的含矿断裂、区域性潘家庄断裂相反，判断其
形成于区域 NW 向-SE 向伸展应力作用下，与 F2、F3

3

矿床构造

为同期次构造。另外，在格界田-坪寨以南 F4 断层下
盘的 P3β1、P3β2 及大厂层中，局地可见较好的蚀变矿

泥堡金矿西起松岭、东至坪寨，整体夹持于泥堡
背斜南翼、F3 断层以北（图 2），面积约 12 km2。构造
以走向/枢纽整体呈北东-北东东向的断层与褶皱为
主，局部发育北西-北北西走向断层与褶皱。北东向

化现象，显示该断层可能具有一定成矿潜力，但还需
要投入更多勘查工作。
（3）F1 断层
F1 在区域上西起普克金矿权区以北的燕子窝、

构造控制了矿床的总体构造格架。

东至泥堡金矿区以东的红岩一带，整体呈北东东向

3.1 断层

延伸展布约 20 km。该断层为该区主要控矿断裂，除

3.1.1

泥堡金矿外，在该断层西段的普克金矿权区也发现

北东向断层

（1）潘家庄断裂 F3 及其次级平行断层 F2

断层有一定的矿化现象。该断层性质为朝南缓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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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断层构造特征

a,b. 红岩村东 F1、F3 及其次级断层 F2 露头；F3 断层素描图；c,d. F3 断层附近的灰岩破碎，形成较多灰岩角砾；e. 格界田村 F4 断层，
显示断层北盘 P3l1 碳质泥岩与南盘的 P3β2 沉火山角砾凝灰岩断层接触，判断 F4 为正断层；f. 蚕场南露天采坑平面地质图，
显示近南北走向 F6-1 将北东东向 F1 断层和背斜错断
1—关岭组二段；2—龙潭组一段；3—峨眉山玄武岩组二段；4—沉火山角砾凝灰岩；5—灰岩；6—粉砂质泥岩；7—断层破碎带；
8—硅化灰岩与沉火山角砾凝灰岩整合接触界面及产状；9—正断层；10—逆断层；11—背斜；12—填图地质点

Fig. 3

Outcrops and sketches of the faults in Nibao gold deposit

a, b. The outcrop and geological drawing of F1, F2 and F3 at east of Hongyan; c, d. Cataclastic limestone and dolomitic limestone near F3;
e. Normal fault F4 between carbonaceous mudstone (P3l1) and volcanic breccia tuff (P3β2) at Gejietian; f. Planar geological map
of the open pit near Canchang, showing the NS-trending F6-1 cutting through the NEE-trending F1 and anticline
1—2th member of Guanling Formation; 2—1st member of Longtan Formation; 3—2nd member of Emeishan basalt Formation;
4—Volcanic breccia tuff; 5—Limestone; 6—Silty mudstone; 7—Frature zone; 8—Conformable contact interface between
siliceous limestone and volcanic breccia tuff; 9—Normal fault; 10—Reverse fault; 11—Anticline; 12—Geological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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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断层，为中二叠统茅口组—下三叠统飞仙关组层

称褶皱轴面与劈理产状南倾（图 4c），判断泥堡背斜

内或切层的断层，断距相对较小约数十至数百米。

核部位置在该点以北。

F1 特征在下一章节详述。
3.1.2

4

北西-北北西向断层

控矿构造解析

区内北西向断层主要有 F6 、F8 、F11 、F14 共 4 条断
层，均为成矿后断层。除 F6 断层外，其他 3 条北西

断层和褶皱是泥堡金矿主要的控矿构造，其中

向断层均位于泥堡金矿矿界附近或以外，野外未发

断控型矿体主要受 F1 逆断层控制；层控型矿体主要

现与金矿化相关的蚀变现象。F6 为北北西-南南东

受枢纽北东东向和北西向褶皱叠加形成的穹窿构造

走向、倾向西的逆断层（图 2），倾角较陡为 70°，其

控制。

将走向北东东的断层 F1 错断，因此其形成时间应该

4.1

晚于北东东向构造。在蚕场南露天采坑中，野外填

4.1.1

图 发 现 与 F6 性 质 类 似 的 F6-1 断 层 。 该 断 层 为 近 南

北东东向控矿断裂
矿床主控断裂 F1

（1）几何学特征

北走向，陡倾，将北东东走向的 F1 、F1-1 及其次级背

F1 断层为泥堡金矿区最重要的赋矿断裂。F1 断

斜、P3 β 与 P3l 地层界线左行逆断（图 3f），断距达数

层在地表露头较少，大部分被第四系浮土及尾矿堆

2

1

十米。以上证据表明该组北北西走向的断层晚于

覆盖，因此露头上断层破碎带地质特征不清楚。断

北 东 东 向 断 层 与 褶 皱 ，形 成 于 区 域 北 东 东 向 挤 压

层位置主要根据两侧地层不同（北盘为 P3l1、南盘为

作用。

P3β1、P3β2），以及钻孔资料综合确定（图 2）。F1 断层

3.2 褶

皱

西起竹桶村西约 2 km 的马鞍山，东至红岩村南，延

泥堡金矿褶皱构造发育，以枢纽北东-北东东向

伸总共约 8 km，整体呈北东东走向，主要切过了茅口

褶皱为主，其规模较大，褶皱波长数百米到上千米，

组、峨眉山玄武岩组一段与二段，以及龙潭组一段

褶皱沿轴面延伸数十公里。另外发育少量枢纽北西

地层。

向褶皱，其规模较小，一般波长数米到数十米，褶皱
沿轴面延伸数百米。

F1 断层整体呈北东东-近东西走向（70°~87°），
但在玉家坪南西 1.2 km—玉家坪转为北东走向，使

枢纽北东向泥堡背斜为矿床主干褶皱，背斜轴

断层平面形态成舒缓波状（图 2）。断层面倾向南

大致处于泥堡河附近、F4 断层以南，其以北东走向横

南 东 - 南 东 ，倾 角 相 对 平 缓 约 为 38°~42° 。 发 育 5~

跨整个矿床范围，东西延伸约 15 km（图 2）。泥堡背

75 m 宽的断层破碎带（图 5a、b）。另外，勘探线剖

斜整体为平缓褶皱，南北两翼翼间角在 120°~160°之

面上 F1 断层面倾角发生陡缓变化，使断层形态在垂

间。背斜北翼构造简单，为龙潭组一段（P3l ）粉砂

向上也呈现出波状起伏特征（图 4a）。F1 断层空间

岩、泥岩、煤层等的单斜构造，岩层产状为朝北西—

上波状起伏的几何学特征为成矿热液的运移与沉

北缓倾。背斜南翼岩石类型从茅口组灰岩到龙潭组

淀提供了良好的通道和存储空间，使之成为泥堡金

一段粉砂岩、泥岩、煤层等均有出露，并发育一系列

矿床最主要的导矿和容矿构造，控制了断控型金矿

次级背向斜构造，如二龙抢宝背斜、小寨向斜、以及

体的产出。

1

两 者 之 间 的 数 个 小 型 背 向 斜 等 次 级 构 造（图 2、图

由于浮土覆盖，未能观察到 F1 露头特征，但地

4a~c）。例如在赵屯南西 600~700 m 公路壁相继发

表见到较多与 F1 近平行的次级断裂或节理，内充填

现 产 于 泥 堡 背 斜 南 翼 P3l 砂 岩 中 的 平 行 节 理（图

石 英 脉 和 褐 铁 矿 脉（图 5c），局 地 见 少 量 断 层 角 砾

1

4b）、以 及 含 碳 质 泥 岩 中 的 劈 理 与 不 对 称 褶 皱（图

岩出露（图 5d）。断层角砾岩中角砾发育，角砾成

4c），显示能干性强、低韧性的砂岩层发生中和面褶

分有硅化灰岩、硅质岩、凝灰岩、含凝灰质碎屑岩、

皱作用而在岩层外弧形成张裂节理，而夹在砂岩层

沉火山角砾凝灰岩等（图 5d），角砾大小不一，局部

之间能干性弱、韧性高的含碳质泥岩层则发生弯滑

呈 透 镜 体 状 定 向 排 列 ，显 示 曾 经 历 了 逆 冲 挤 压 作

褶皱作用形成不对称的小褶皱和层间劈理，2 组构造

用，表明 F1 为逆冲断层性质。胶结物为灰色-灰黑

现象均为纵弯褶皱作用形成，指示泥堡背斜形成于

色含凝灰质断层泥。断层角砾岩多发生强硅化、黄

北北西-南南东方向挤压应力作用之下。根据砂岩

铁矿化、褐铁矿化、毒砂化、萤石化等，是断控型矿

中平行节理倾向朝北-北西（图 4b）、碳质泥岩中不对

体的主要赋矿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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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堡金矿 A-A’图切地质剖面图及泥堡背斜次级小构造（据何彦南等，2013 修编）

a. 泥堡金矿 A-A’图切剖面图，并标明了 b、c 露头在剖面中的位置；b. 泥堡背斜南翼能干性强的砂岩层中的张裂节理；
c. 泥堡背斜南翼能干性弱的碳质泥岩中劈理与不对称褶皱，指示背斜核部在该点以北
1—白云质灰岩、灰岩（T2g2）；2—硅化灰岩、粉砂岩、砂岩夹煤层（P3l1）；3—沉火山角砾凝灰岩（P3β2）；4—凝灰质细砾岩、凝灰质砂岩、
凝灰质粉砂岩（P3β1）；5—硅化灰岩、硅化含碳质角砾岩（大厂层）；6—灰岩（P2m）；7—断裂破碎带；8—矿体；9—断层及编号；
10—构造劈理/节理；11—层理；12—钻孔位置及编号

Fig. 4 A-A’geological cross-section of Nibao gold deposit and secondary structures of Nibao anticline
(modified after He et al., 2013)
a. A-A’geological cross-sec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outcrops of b and c; b. Extensive joint in the hard sandstone
on the south wing of Nibao anticline; c. Cleavage and asymmetric fold in the soft carbonaceous mudstone,
indicating that the core of the Nibao anticline lies on the north of this outcrop
1—Dolomitic limestone and limestone (T2g2); 2—Siliceous limestone, siltstone, sandstone and coal interlayer (P3l1); 3—Volcanic breccia
tuff (P3β2); 4—Tuffaceous fine conglomerate, sandstone and siltstone (P3β1); 5—Siliceous limestone, Siliceous carbonaceous breccia
(Dachang layer); 6—Limestone (P2m); 7—Fracture zone; 8—Orebody; 9—Fault and its serial number;
10—Cleavage and joint; 11—Bedding; 12—Location and serial number of drill hole

（2）运动学特征

南倾，判断该断层整体发生过明显逆断作用。勘探

图 2、图 4a 显示玉家坪以南采坑 F1 断层上盘地

线剖面显示 F1 断层上盘二龙抢宝背斜为不对称背

层为 P3β 、下盘地层为 P3l ，图 6a 显示蚕场南露天采

斜，背斜北翼与 F1 接触部位岩层被牵引弯曲（图 4a、

坑中 F1 断层上盘地层为 P3β 、下盘地层为 P3l ，即 F1

图 8），根据岩层弯曲形态判断 F1 为逆断层。另外，

断层上盘地层均比下盘地层老，结合断层面产状为

勘探线剖面图显示断控型矿体的厚大矿主要发育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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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堡矿床 F1 断层破碎带特征

a、b. 钻孔 NBDDH073 岩心，显示 225.05~225.75 m 为茅口组大理岩化灰岩，225.75 ~235.45 m 为 F1 断层破碎带，内岩石破碎，见硅化灰岩、
硅化凝灰岩、硅化沉火山角砾凝灰岩角砾，发育强硅化、强黄铁矿化蚀变；c. 平行于 F1 的节理及其内充填石英脉、褐铁矿化脉；
d. 地表弱褐铁矿化、黄铁矿化、强硅化断层角砾岩，部分角砾呈透镜体状定向排列，显示受到挤压作用

Fig. 5

Drill core and outcrops of F1 faut from Nibao deposit

a, b. Drill core of NBDDH073, showing Maokou Formation marbleized limestone (225.05 m~225.75 m) and F1 fracture zone
(225.75~235.45 m) which is made up of cataclastic and strongly siliceous and pyritized limestone, tuff, volcanic breccia tuff;
c. Joint parallel to F1 filled with quartz and limonite; d. Strongly siliceous fault breccia with minor limonite
and pyrite, the breccia in directional alignment indicating a regional compressing stress

于 F1 断层面由缓变陡处（图 8），该处可能由于正滑

形成整体为逆断层性质、后期又叠加正断作用的 F1

形成张性构造空间，显示了 F1 断层叠加了相对较小

断层。

的 正 断 作 用 ，为 金 矿 体 的 沉 淀 与 定 位 提 供 了 构 造

4.1.2

空间。
（3）动力学特征

次级控矿断裂 F1-1
在 F1 断层北约 100~150 m 处，发育其次级逆断

层 F1-1（图 2）。该断层西起 F6 断层，向东延伸至红岩

F1 断层几何学与运动学特征显示其至少经历了

村西约 1600 m 并交汇到 F1 断层上，主要为龙潭组一

2 期构造运动。第一期为印支造山期挤压过程中产

段（P3l1）层内逆断层。F1-1 在蚕场南露天采坑中将上

生 的 区 域 性 NNW - SSE 向 挤 压 应 力（张 岳 桥 等 ，

盘龙潭组一段底部硅化灰岩逆断到地表（图 6a），而

2012），形成的倾向朝南、走向近东西的缓倾逆冲断

断层下盘硅化灰岩出露于海拔较低的泥堡河南岸

层。之后成矿期区域应力转换为 NW-SE 方向伸展，

（图 2），表明断层性质为逆断层，但断距相比 F1 较小，

使原 F1 断层沿波状起伏的断层面发生正断作用，在
断面产状变陡处产生张性构造空间（图 8a~c），最终

仅数十米。
与 F1 断层类似，F1-1 使上盘地层受到牵引，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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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泥堡矿床 F1 断层及其次级小构造

a. 蚕场露天采场中 F1、F1-1 及次级背斜全景，F1 将硅化灰岩标志层逆冲至山顶，而断层下盘硅化灰岩在山脚采场中出露；
b. F1-1 的牵引背斜北翼，弱能干性的 P3β2 沉火山角砾凝灰岩层发育大量北倾劈理，表明次级背斜核部在该点以南；
c. F1-1 的牵引背斜核部小型正断层与张节理发育，构成有利的成矿构造；d. 玉家坪以南公路壁
发育的 F1-1 与牵引背斜，发育中强硅化、弱褐铁矿化蚀变
1—龙潭组一段；2—峨眉山玄武岩组二段；3—F1 逆断层；4—F1 次级推测断层 F1-1；
5—背斜核部的次级正断层；6—节理或劈理；7—层理

Fig.6

Outcrops of the thrust fault F1 and its secondary structures from Nibao deposit

a. F1, F1-1 and its secondary anticline in the open pit near Canchang, showing that the siliceous limestone on the hanging
wall was thrust to the top of hill by F1; b. Cleavage in the soft volcanic breccia tuff showing the core of the anticline
located on the south of this outcrop; c. The normal fault and joint in the core of the secondary anticline
of F1-1 consisting of the metallogenic structures; d. Outcrop of F1-1 and its dragged
anticline with strong silicification and minor limonite
1—1st member of Longtan formation; 2—2nd member of Emeishan basalt formation; 3—Thrust fault F1;
4—Secondary fault of thrust fault F1-1; 5—Secondary normal fault; 6—Joint and cleavage; 7—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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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抢宝背斜北西翼形成次级小背斜（图 2），共同构成

地层（图 6d），局部地区在该地层底部硅化灰岩中发

次级逆断层与次级背斜的构造组合样式。在蚕场南

育强硅化、弱褐铁矿化蚀变，显示受到了一定成矿热

露天采场中，F1-1 牵引上盘 P3l1、P3β2 形成枢纽 NEE 向

液的影响，推测该类型地区深部 P3β2 中可能发育中

次级背斜（图 6a）。在次级背斜翼部弱能干性的 P3β2

小规模的断控型及层控型金矿体，为泥堡金矿床金

沉火山角砾凝灰岩中发育大量北倾的劈理构造（图

矿有利找矿靶区。

6b），指示次级背斜核部在该点以南；而在次级背斜

4.2

褶皱构造解析

核部则发育大量张性节理与小断层（图 6c）。这些次

矿床褶皱 以 枢 纽 北 东 东 向 和 北 西 向 2 组 褶 皱

级构造共同构成了矿床重要的导矿和容矿构造，因

为主（图 7）。褶皱构造为泥堡金矿床成矿热液的

而在采场中产出了中-强硅化、中-强褐铁矿化与黄铁

沉淀与定位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一方面规模较大的

矿化的金矿石。在 F1-1 逆断层与次级背斜构造组合

北东东向背斜核部及近核部的两翼为有利的构造

样式发育的其他地区，地表覆盖了龙潭组一段（P3l ）

虚脱部位；另一方面，北东东向与北西向褶皱叠加

1

图7

泥堡金矿褶皱构造轴面法线（左图）与枢纽（右图）优势方位极点等值线图
a、b. 北东东向褶皱；c、d. 北西向褶皱

Fig. 7

Preferred orientation diagram of normal line of axis (left) and hinge (right) of folds
a, b. NEE-trending folds; c, d. NW-trending f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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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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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堡金矿勘探线剖面图（据何彦南等，2013 修编）

1—第四系；2—灰岩 (T2g )；3—粉砂岩、泥岩夹煤层 (P3l1)；4—沉火山角砾凝灰岩(P3β2)；5—凝灰质砂岩、粉砂岩(P3β1)；6—硅化灰岩、
2

凝灰岩角砾岩；7—茅口组灰岩(P2m)；8—断层破碎带；9—断层/推测断层；10—金矿体；11—整合/不整合界线；12—钻孔

Fig. 8

Geological section along the exploration line in Nibao gold deposit (modified after He et al., 2013)

1—Quaternary; 2—Limestone (T2g2); 3—Siltstone, mudstone and coal interlayer (P3l1); 4—Volcanic breccia tuff (P3β2);
5—Tuffaceous sandstone and siltstone (P3β1); 6—Silceous limestone and tuff breccia; 7—Limestone (P2m);
8—Fracture zone; 9—Fault/inferred fault; 10—Au ore body; 11—Conformity/unconformity boundary; 12—Drill hole

形成的构造穹窿，为含金热液的就位提供了极为有

段 底 部 硅 化 灰 岩 ，显 示 二 龙 抢 宝 背 斜 轴 往 南 西 方

利的构造空间，产出了主要的层控型金矿体。

向侧伏。

4.2.1

枢纽北东东向二龙抢宝背斜

二龙抢宝背斜翼部的次级不对称褶皱十分发

二龙抢宝背斜为泥堡背斜南翼的次级背斜，位

育。在玉家坪南露天采场中，见到大量牵引不对称

于 F1 断层上盘，其核部为层状矿体主要赋存部位，为

小背斜（图 9a）、倒转背斜（图 9b、c）、Z 型小褶皱（图

成矿前或成矿期构造。该背斜西起竹桶村南东约

9d）。尽管这些褶皱两翼产状相差较大，但枢纽均为

300 m 的 F6 断层，东至红岩村西约 1.3 km 处并与 F1

NEE 向，并指向二龙抢宝背斜核部的挤压，表明其形

相交，呈北东东向延伸约 5 km。

成于与 F1 和二龙抢宝背斜相同的 NNW 向-SSE 方向

二龙 抢 宝 背 斜 整 体 形 态 为 开 阔 背 斜 ，其 北 西

挤压应力之下，属于二龙抢宝背斜的从属次级褶皱，

翼 止 于 F1 断 层 ，岩 层 整 体 为 北 西 -北 倾 ，倾 角 30°~

次级褶皱反映二龙抢宝背斜的形成经历了强烈挤

45°，局 部 地 层 倒 转 为 南 倾（图 8）。 南 东 翼 出 露 峨

压。另外，在二龙抢宝背斜北翼发现与其不协调的 S

眉山玄武岩组一段、二段和龙潭组一段地层，产状

型褶皱（图 9e~g），指向翼部的滑动，表明 F1 逆断层在

整 体 南 东 倾 ，倾 角 较 缓 约 为 5°~28° 。 南 东 翼 被 F2

后期经历了正断作用。

断 层 所 穿 切 ，导 致 该 翼 龙 潭 组 一 段 岩 石 层 位 发 生

二龙抢宝背斜核部以发育 M 型褶皱与切层次级

错断。背斜南东翼止于 F3 断层（图 4a）。该褶皱总

断层为特征。在玉家坪南露天采场见到连续的 M 型

体 表 现 为 不 对 称 褶 皱 ，其 形 成 主 要 与 F1 上 盘 逆 冲

褶皱（图 10a、b），显示该点位于二龙抢宝背斜核部区

有关。

域。而在蚕场南露天采场南的半山腰，褶皱核部发

二龙抢宝背斜轴沿走向发生了侧伏现象。通过

育近直立的纵向节理和断层（图 10c），指示该点位于

勘探线剖面图及平面地质图发现（图 2，图 8），背斜

近二龙抢宝背斜核部区域，属于背斜核部的张裂节

核部在东 段 海 拔 较 高（1400~1500 m）的 二 龙 抢 宝

理或断层。二龙抢宝背斜核部还发育切层次级断层

地 区（勘 探 线 10780、10380，图 8a、b），核 部 出 露 岩

及其牵引背斜（图 10d），根据牵引褶皱形态判断次级

层为较老的茅口组灰岩、大厂层硅化灰岩、峨眉山

断层为逆冲性质。上述次级小构造均形成于 NNW

玄武岩组一段凝灰质细砾岩、凝灰质砂岩等；而在

向-SSE 方向挤压应力作用之下，与二龙抢宝背斜为

背 斜 西 段 海 拔 相 对 较 低（1275~1375 m）的 蚕 场 以

同期次构造，属于二龙抢宝背斜的次级从属构造。

南 地 区（勘 探 线 9460，图 8c），核 部 出 露 较 新 的 峨

这些次级构造构成了热液流动的通道，为成矿提供

眉 山 玄 武 岩 组 二 段 沉 火 山 角 砾 凝 灰 岩 、龙 潭 组 一

有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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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抢宝背斜北翼次级褶皱

a. F1 次级断层及牵引形成的不对称背斜，指示形成于挤压背景；b、c. 倒转褶皱；d.“Z 型”不对称次级褶皱，指示向背斜核部的挤压；
e、f. 不协调 S 型褶皱，指示 F1 及其次级断层后期发生正滑作用；g. 二龙抢宝背斜北翼不协调 S 型褶皱，指向二龙抢宝背斜翼部的滑动

Fig. 9

Secondary folds on the north wing of Erlongqiangbao anticline

a. Secondary fault of F1 and asymmetric anticline, suggesting a compressing tectonic setting; b, c. Overturned fold; d. Z type fold indicating
the compressing towards the core of Erlongqiangbao anticline; e, f, g. Asymmetric S type fold indicating a later normal slide

二龙抢宝背斜及相关枢纽北东东向的次级褶

均属于华南板块西南缘印支期造山挤压形成（张岳

皱，显示它们形成于区域性 NNW 向-SSE 向挤压应

桥 等 ，2009；2012；刘 寅 等 ，2015；Chen et al., 2011；

力之下，应与矿区 F1 断层为同期构造应力作用形成，

2015a；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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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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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抢宝背斜核部次级褶皱与断层

a、b. 二龙抢宝背斜核部的 M 型次级褶皱；c. 二龙抢宝背斜核部的近直立的断层及与之平行的节理；
d. 二龙抢宝背斜核部的低角度逆断层及其上盘牵引褶皱

Fig. 10

Secondary folds and faults in the core of Erlongqiangbao anticline

a, b. M type secondary fold; c. Erected fault and joint; d. Overthrust and its dragged fold

4.2.2

枢纽北西向褶皱

皱规模相对较小，波长约为数米-数十米，褶皱沿走

枢纽北西向褶皱在蚕场-二龙抢宝一带发育较

向延伸数百米。地表所见北西向褶皱发育区的地层

多（图 2）。在玉家坪南西约 500 m 公路旁，见到连续

主要为峨眉山玄武岩组一段（P3β1）含凝灰质的细砾

的轴向呈北西走向的背向斜构造（图 11a~c）。这些

岩、砂岩、粉砂岩等，在背斜核部含凝灰质细砾岩中

背向斜均为平缓褶皱，翼间角在 140°~160°之间，褶

发育中-强黄铁矿化、褐铁矿化及硅化等，显示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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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堡矿床北东东向与北西向褶皱叠加现象

a. 蚕场—二龙抢宝地区野外地质填图；b、c. 枢纽北西向褶皱露头；d. 玉家坪南露天采坑中北东东向
背斜与北北西向向斜叠加现象；e. 蚕场南硅化灰岩标志层显示二龙抢宝背斜被北西向向斜叠加，
而在玉家坪以南北东向、北西向背斜叠加形成穹窿，控制了层控型矿体的产出

Fig. 11

The superposition of NEE-trending anticline and NW-trending anticline in Nibao deposit

a. Geological mapping of Canchang to Erlongqiangbao; b, c. Outcrop of fold with NW-trending axis; d. The superposition of NEE-trending
anticline and NNW-trending syncline; e. Siliceous limestone layer showing the superposition of Erlongqiangbao anticline and
NW-trending syncline at South Canchang, while the bedded orebodies controlled by superposition
of Erlongqiangbao anticline and NW-trending anticline at South Yuji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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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褶皱与金成矿有着密切关系。

1311

龙抢宝地区层控型金矿体。而在玉家坪南西 500 m

枢纽北西向褶皱反映其形成于 NE 向-SW 方向

公路—蚕场露天采坑，体现为早期北东东向二龙抢

区域挤压应力之下，与区域燕山造山期挤压应力特

宝背斜被后期北西向向斜叠加，一方面使二龙抢宝

点一致，表明该期褶皱晚于印支造山期形成的枢纽

背斜枢纽在蚕场南地区向南西方向侧伏（图 8），另外

北东东向的二龙抢宝背斜，但 2 期构造均与金成矿

也导致龙潭组一段硅化灰岩标志层在该地域发生弯

关系密切，为成矿前或成矿期构造。

曲成向形（图 11e）。这些反映了矿区 NE 向-SW 向挤

4.2.3

压应力晚于 NNW 向-SSE 挤压应力。

叠加褶皱
泥堡金 矿 区 发 育 的 枢 纽 北 东 东 向 与 北 西 向 2

组 褶 皱，整体均为近直立褶皱，且两者轴面近于垂

5

矿区构造演化

直，因而可以定为非共轴叠加褶皱中的横跨褶皱。
横跨褶皱叠加后，早期褶皱轴面一般受变形影响不
大，但枢纽却被再褶皱呈有规律的波状起伏，常见的
形态是一系列穹盆相间的构造。在 2 期背形叠加处

通过对泥堡金矿床详细的构造解析，
厘定出该矿

床的 3 期构造：
① F1 逆断层及其牵引形成的二龙抢宝

背斜、枢纽北东东向背向斜构造。这 2 种构造类型均

形成穹隆构造，在 2 期向形叠加处形成构造盆地。

形成于 NNW-SSE 方向的挤压应力之下，为同一期次

当晚期背形横过早期向形时，背形枢纽发生倾伏，而

构造；该期构造受后期构造活动的影响和破坏最大，

向形枢纽发生扬起，当晚期向形横过早期背形时，向

如 F1、F1-1 被后期 F6、F6-1 断层错断（图 2、图 3f）、二龙抢

斜枢纽扬起，而背形枢纽倾伏（朱志澄等，2008）。

宝背斜被后期枢纽北西向背斜叠加形成穹窿构造（图

在泥堡金矿区，后期北西向褶皱对早期北东东

11）；
另外，
金矿体主要赋存于该期构造的断层和背斜

向褶皱进行叠加改造（图 11）。露头尺度上，在玉家

中，判断该期构造为泥堡金矿床成矿前（期）构造，且

坪南露天采坑中，发现北东东向小背斜与北西向小
向斜的叠加现象（图 11d）。矿区尺度上，在玉家坪-

枢纽北西
应为矿区第一期构造；
② NNW 走向 F6 断层、
向褶皱。这些构造类型主要形成于 NE 向-SW 向挤压

二龙抢宝地区，主要体现为后期北西向背斜叠加早

应力之下，并将第一期的 F1 断层错断、二龙抢宝背斜

期北东东向背斜，形成穹隆构造（图 2）。该穹隆构造

叠加成穹窿构造；
该期形成的穹隆构造也为部分金矿

整体呈椭圆形，沿北东东向延伸展布，长约 2 km，宽

体的赋存部位，因此该期构造应为成矿前（期）构造，

约 1 km，中心出露地层为 P2m 灰岩、大厂层硅化灰
岩，往外为 P3β1 凝灰质细砾岩、凝灰质砂岩等，显示
出核老翼新特点。穹隆核部大厂层硅化灰岩、P3β1
含凝灰质细砾岩金矿化较好，构成了泥堡金矿床二

图 12

为泥堡金矿
但晚于第一期的北东东向 F1 断层和褶皱，

床的第二期构造；③ NE 走向 F2、F3 正断层，该期构造

规模较大，形成于区域伸展应力之下，在区域上表现
为潘家庄大断裂。该期构造在深部将矿区控矿断层

泥堡金矿构造演化过程

1—正断层；2—逆断层；3—背斜；4—向斜；5—穹窿；6—区域挤压应力方向；7—区域伸展应力方向

Fig. 12

Tectonic evolution of Nibao gold deposit

1—Normal fault; 2—Reverse fault; 3—Anticline; 4—Syncline; 5—Dome; 6—Regional compressive
stress direction; 7—Regional extensional stress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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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堡金矿金成矿过程简化示意图

1—关岭组二段；2—峨眉山玄武岩组二段；3—峨眉山玄武岩组一段；4—茅口组地层；5—矿体；6—蚀变矿化点；
7—流体运移路径；8—正断层；9—逆断层；10—正滑运动；11—整合界线；12—不整合面；13—地形线

Fig. 13

Simplified gold mineralization process of Nibao gold deposit

1—2nd member of Guanling Formation; 2,3—2nd and 1st member of Emeishan basalt Formation; 4—Maokou Formation;
5—Orebody; 6—Alteration area;7—Pathway of ore-forming fluid; 8—Normal fault; 9—Reverse fault;
10—Normal slide; 11—Conformity boundary; 12—Unconformity boundary; 13—Topography

F1 错断，通过 F1 在 F3 断层上下盘所在层位判断，F3 将

的穹窿构造（图 12b），在蚕场则使早期二龙抢宝背

其错断达千米之多（图 3b，图 4a，图 8），因此为成矿

斜轴向南西方向侧伏，至该时期形成了泥堡矿区主

要控矿构造格架；③ 早白垩世早期—第三纪（K 1 1

后破矿构造，为矿区最晚期构造。
结合华南板块与右江盆地构造演化史，以及前
人对右江盆地卡林型金矿床成矿年代学的研究成
果，提出泥堡金矿区构造演化与区域右江盆地构造
演化吻合，主要经历了印支造山期 NNW-SSE 向挤
压 、燕 山 造 山 期 NE-SW 向 挤 压 、造 山 后 伸 展 期 3

期：① 中晚三叠世（T2-T3）印支造山挤压期，整个华

1
1

E）造山后伸展期，可以分为转换期（K ）和伸展期
2

（K 1 -E）。首先，在燕山运动晚期区域应力从挤压向
1

（杨文心等，2018），使早期形成的 F1
伸展转化（K 1）
逆断层及次级断层产生正滑作用（图 13b），区域性

深大断裂如潘家庄断裂带开始张裂形成（图 12c，图
13b），这些深大断裂带来了深部金成矿流体，当运

南板块处于特提斯构造域，印支地块增生造山到华

移到浅部遇到倾角相对较缓的 F1 断层、二龙抢宝背

南板块西南缘上，增生事件导致右江盆地经历了近

斜核部、穹隆构造等有利构造时，与高渗透率、高孔

南 北 向 的 强 烈 逆 冲 挤 压 作 用（Chen et al., 2011；张

隙度岩石发生反应而沉淀成矿，形成断控型和层控

岳 桥 等 ，2012；Liu et al., 2012；2014；Faure et al.,

型矿体，因而 2 种类型矿体为同时期形成，该时期

2014; 杨文心等，2018），在泥堡地区形成了北东东

与前人右江盆地内部金矿测年结果相吻合（苏文超

走向的 F1 逆断层、枢纽北东东向的泥堡背斜、二龙

等 ，1998；彭 建 堂 等 ，2003；Su et al., 2009; Chen et

抢 宝 背 斜 以 及 他 们 的 次 级 断 层 与 褶 皱（图 12a、图

al., 2019）。而沿陡立 F3 断层运移流体由于流速较

13a）；② 中侏罗—早白垩世早期（J2 -K ）燕山造山
1
1

快，可能仅能产生少量蚀变矿化点（图 13b）。之后

挤压期，华南板块整体处于滨太平洋构造域（张岳

为 K12 -E 造山后伸展阶段，随着伸展作用持续，在华

桥等，2009；2012；舒良树，2012；毛建仁等，2014），

南板块形成了众多深大断裂和断陷盆地（陈懋弘等，

在泥堡地区表现为 NE-SW 向挤压作用。一方面发

2009b；2012；张岳桥等，2009；刘寅等，2015；吴松洋

育 NNW-SSE 向逆断层 F6 、F6-1 等，将第一期北东向

等，2017），而在泥堡地区 F2、F3 断层断距继续加大至

F1 断 层 及 褶 皱 错 断 ；另 一 方 面 发 育 枢 纽 北 西 向 褶

上千米，
将 F3 原先地表或浅部可能存在的蚀变矿化破

皱，与印支造山期北东东向褶皱相互叠加（唐香丽，

坏或带到地下深处（图 13c），
这可能是现今在地表 F2、

2016），在矿区二龙抢宝形成有利于成矿热液就位

F3 断层附近未见蚀变矿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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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碎裂岩的高孔隙度和渗透率为含矿热液的运移

6

构造控矿作用及成矿预测

提供了良好的通道，并使热液与断裂上下盘岩石充
分接触发生物理化学反应而使金沉淀。因此，F1 断

6.1

区域控矿规律

层既是矿区的导矿构造，也是良好的容矿构造，控制

时间上金矿的形成与右江盆地的发生、发展、消

了断控型金矿体的产出。

亡紧密相关。目前的研究表明：① 右江盆地裂解-弧

（3）次级小构造的控矿作用
在二龙抢宝背斜及其次级背斜形成过程中，核

后盆地阶段（D2—T1）是含矿地层建造的形成阶段；
② 印支期挤压造山阶段与燕山期挤压造山阶段是

部形成纵向张节理和小型正断层（图 6c，图 10c、d）。

控矿构造格架的形成阶段；③ 造山后区域应力由挤

这些纵向张节理和小型正断层是深部热液流动和迁

压向伸展转换为金成矿提供了有利的构造环境（陈

移的通道之一，也是背斜核部层控型富矿体形成的

懋弘等，2007；Chen et al.，2011）。

主要控制因素。
总体上看，印支期区域近南北向的挤压逆冲作

空间上金矿床受区域构造格局控制，即受北东
向、北西向盆地边缘大断层及次级区域断层以及穹

用形成逆冲断层+上盘牵引背斜构造组合是泥堡金

隆构造控制，二者的交接部位控制了大型矿床的空

矿最典型的构造控矿组合样式。F1 断层控制了主要

间分布。区域大构造控制了矿带、矿田的分布，区域

的断控型金矿体；北东东向二龙抢宝背斜与北西向

性大断裂、大型穹隆构造或孤立碳酸盐岩台地的核

背斜叠加形成的穹窿构造则控制了主要层控型金矿

部及边缘为有利的成矿部位。

体 ；背 斜 核 部 纵 向 张 节 理 和 小 型 正 断 层 控 制 了 富

地层和岩性控矿规律：含矿层位为寒武系至中
三叠统，其中层状矿体定位主要受不同时代的不整

矿包。

6.3

构造成矿模式

合面控制。有利岩性为含钙质陆源碎屑岩、角砾凝

印支造山期，区域主压应力方向为 NNW-SSE 方

灰岩、生物碎屑灰岩，这些岩石厚度大、性脆，经断裂

向，形成区域性的两翼宽缓的大型背斜和相对应的

作用易碎裂岩化，极大的提高了岩石有效孔隙度。

逆断层，在泥堡地区以泥堡背斜为代表。随着挤压

含钙质特征使岩石具可溶性、高渗透率。岩性组合

的持续进行，在泥堡背斜南翼，地层褶皱进一步加

常常为能干性差异大的岩石，如泥岩-砂岩组合，泥

剧，形成低角度的 F1 逆冲断层及其上盘牵引背斜构

岩-生物碎屑灰岩组合，泥岩-角砾凝灰岩组合等，其

造（二龙抢宝背斜），向北形成更小规模的 F1-1 及其上

中泥岩是良好的屏蔽层。

盘牵引背斜组合。

6.2

泥堡金矿构造控矿作用
构造对泥堡金矿床矿体形成与定位起着至关重

燕山造山期，区域主压应力方向为北东-南西
向，一方面形成北北西向逆断层错断北东东向的 F1

要作用。潘家庄断裂 F2、F3 为矿区重要的导矿构造，

及褶皱；另外形成了枢纽北西向褶皱构造，与印支

逆冲断层 F1 与二龙抢宝背斜构成的构造组合样式为

期形成的北东东向褶皱叠加，在二龙抢宝背斜中部

有利的容矿构造，叠加背斜形成的穹隆构造控制了

形成穹窿构造，在蚕场地区导致二龙抢宝背斜枢纽

层控型矿体的产出。

向南西方向侧伏。燕山造山晚期（K11），区域应力

（1）层控型矿体主要受 2 组不同方向背斜叠加
形成的穹窿构造及其高点控制
北东东向二龙抢宝背斜与北西向背斜叠加形成

由挤压向伸展转化，导致 F1 断层发生正滑，产生张
性构造空间，同时潘家庄正断裂开始形成，此时含
矿流体沿着潘家庄断裂向上运移。当运移到与 F1

的穹窿构造是层控型金矿体的主要构造控制因素。

断裂交汇部位则进入 F1 断裂破碎带，与渗透性较好

由于穹隆构造呈半球状，当深部含矿热液沿 F1 断层

的细碎屑岩和沉凝灰岩组成的碎裂岩交代形成断

上升，遇到茅口组与峨眉山玄武岩组间不整合面时，

控型矿体。当流体继续向上运移，到达 F1 断层与其

热液趋向于沿不整合面向上迁移，在穹隆的高点聚

上盘牵引褶皱的茅口组灰岩顶部不整合面附近时，

集并逐渐沉淀下来，从而形成厚度大品位高的层控

改为沿不整合面向穹窿核部运移流动，一方面在不

型金矿体。

整合面附近形成大厂层中的层状矿体，另一方面也

（2）断控型矿体主要受造山期逆冲断层控制
当 F1 逆冲断层切割厚层状的沉火山角砾凝灰岩

通过背斜核部附近陡立的切层小断裂和节理，穿透
泥质封闭层运移到峨眉山玄武岩组中渗透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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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有利的成矿构造组合：F1-1 及其上盘背斜。地

些 次 要 的 层 状 矿 体（图 6c、图 10c）。 随 着 区 域 性

表发现上盘背斜龙潭组灰岩强烈蚀变为硅化灰岩（图

NW 向-SE 向伸展作用的持续（K12 —E），泥堡矿区

6d），局部有黄铁矿化和褐铁矿化，暗示 F1-1 也是热液

F2 、F3 断层以及区域上潘家庄大断裂及众多断陷盆

通道之一，
因此其上盘背斜核部是层控型矿体的有利

地最终形成。

成矿部位，
而 F1-1 本身为断控型矿体的有利部位。

6.4

找矿评价思路与成矿预测

区域上，泥堡金矿外围也存在一些有利的成矿

上述研究表明，潘家庄断裂是控制潘家庄-泥堡

构造部位。在泥堡金矿以西，潘家庄断裂带连续性

金矿带的一级构造；泥堡背斜及其两翼断层是控制

较好，仍为北东-北东东走向，地表能看到明显的断

矿床的二级构造；F1 断裂及其上盘次级背斜( 二龙抢

裂标志，断层上、下盘分别为永宁镇组与飞仙关组，

宝背斜) 是控制矿体定位的三级构造。因此，在黔西

断距达数百米，断裂带中未发现蚀变矿化现象，显

南台地相区寻找断控型为主的卡林型金矿床时，应

示与泥堡地区潘家庄断裂性质一致。在该断层以

该依照以下工作思路和顺序：

北燕子窝-马鞍山一带存在类似 F1 的逆断层及背斜

（1）先找区域大断层（如潘家庄断裂）：区域性大

的构造组合样式，且地表发现多处中等黄铁矿化、

断裂是成矿流体的主要通道，
控制了矿田或者矿带的

褐铁矿化、硅化蚀变矿化点，推测在该区有一定的

分布。因此，区域上评估探矿权的时候，应该首先围

金矿找矿前景。此外，在泥堡金矿床以东泥堡村以

绕大断裂判断其是否具备有利的成矿构造条件。离

东，发育北东-北东东走向 F4 及其次级断裂，地表出

开大的成矿构造，即使存在矿化，也难以形成大矿。

露茅口组、峨眉山玄武岩组及两者间不整合面等有

因此，
首先应该在潘家庄大断裂附近评估探矿权。

利地层层位，野外多处发现中强硅化、褐铁矿化、黄

（2）再找其旁侧的逆冲断层+背斜构造组合：区

铁矿化蚀变，为有利找矿远景区。另外，在糯东-雨

域大断裂一般是导矿断层，大多数情况下不含矿，因

晒箐一带发育穹窿构造，核部出露茅口组、峨眉山

此前人总结矿床与大断裂的关系是“不在其中，不离

玄武岩组及两地层间的不整合面，局地发育中-弱

其踪”。一般情况是沿大断裂走向分布一系列的矿

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硅化蚀变，推测该区可能发育

床或矿点。矿床或者矿点的分布，则受大断裂旁侧

层控型矿体。

的二级构造控制，例如造山期形成的逆冲断层和背
斜构造。因此，在潘家庄断裂两侧寻找明显的背斜

7

结

论

构造和逆冲断层，是找矿评价的第二步。
（3）2 组不同方向背斜叠加形成的穹窿构造：逆

泥堡金矿构造类型以断层和褶皱为主，构造线

冲断层一般来说控制了脉状矿体的定位，而具有工

以北东向为主，北西向为辅。矿床受区域性的北东

业价值的层状矿体一般来说受 2 组不同方向背斜叠

东向潘家庄断裂控制，但矿体主要受次一级的逆断

加形成的穹窿构造控制。因此，在确定层状矿体的

层和褶皱控制。逆冲断层+上盘牵引背斜构造是泥

找矿靶区时，应该优先考虑穹窿构造的高点部位。

堡金矿最典型的构造控矿组合样式。其中北东东向

穹窿构造中更次一级的小断层和节理则控制了富矿

二龙抢宝背斜与北北西向背斜叠加形成的穹窿构造

包的形态和产出部位。

是层控型金矿体的主要构造控制因素，断控型金矿

（4）有利的岩性：在具备上述构造条件的基础

体主要受控于 F1 逆断层。印支期造山挤压奠定了矿

上，是否形成工业矿体还受岩性的控制。如果大厂

区北东东向的总体构造格架，燕山期造山挤压叠加

层中底砾岩厚度大，岩石孔隙率高，延伸稳定，则容

了北西向构造，燕山晚期区域应力由挤压向伸展转

易形成有规模的富矿体，反之则形成鸡窝状的小矿

化导致了 F1 发生正滑运动并形成张性空间，有利于

体。如果还存在类似泥堡金矿峨眉山玄武岩组二段

深部成矿流体的运移和金的沉淀。根据矿床构造控

的厚层块状沉火山角砾凝灰岩，受逆冲断层影响，还

矿规律分析，提出 F1 北部次级断层 F1-1 及上盘牵引小

有可能形成断控型的板状矿体。如果断层切割的是

背斜为泥堡金矿有利找矿靶区，区域上燕子窝-马鞍

龙潭组泥岩，则很难形成大矿体。岩性不利是很多

山一带逆断层与背斜构造发育区、泥堡村以东北东

矿点难以形成大矿体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走向 F4 及次级断层发育区、糯东-雨晒箐穹隆构造发

根据上述准则进行成矿预测，在矿区范围内新

育区为找矿有利远景区，值得今后进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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