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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溪 W-Cu 矿床是近年来在江南斑岩-矽卡岩 W 矿带发现的一个超大型矿床，其成矿作用特点

在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下逐渐明朗，但构造对成矿作用的控制机制尚未明确。文章基于矿床地质特征
的观察，对与蚀变和矿化有关的构造进行解析，依据矿脉（体）的穿切关系，主要厘定出 5 种具先后次序的控
矿 构 造 类 型 ：早 期 挤 压 背 景 下 形 成 的 近 水 平 贫 矿 热 液 脉（H 脉），挤 压 向 伸 展 转 换 背 景 下 形 成 的 陡 倾 波 状 张
剪性含矿脉（R 脉），水压致裂主导的流体逃逸构造和近直立平直白钨矿-石英-白云母脉（F 脉），以及晚期伸
展 拆 离 背 景 下 形 成 的 角 砾 构 造 。 其 中 ，R 脉 为 矽 卡 岩 型 W-Cu 矿 体 的 主 要 赋 存 形 式 ，F 脉 为 白 钨 矿 -石 英 -白
云母脉型矿体的主要赋存形式。结合前人同位素年代学资料，提出研究区经历了 161 Ma 以前的挤压，153~
145 Ma 期间挤压向伸展转换，145 Ma 以后的伸展构造背景。其中，挤压向伸展转换时期的断层阀行为控制
了 朱 溪 W-Cu 成 矿 作 用 。 据 此 ，文 章 将 朱 溪 W-Cu 矿 床 的 断 层 阀 模 型 划 分 为 破 裂 前 、断 层 阀（地 震 破 裂）、流
体 充 填（地 震 泵 吸）、自 愈 合 和 再 循 环 等 5 个 阶 段 。 矿 化 主 要 发 生 在 断 层 阀 模 型 的 流 体 充 填 阶 段 ，表 现 为 压
力骤降和流体沸腾，对应矽卡岩成矿期的退蚀变作用和浸染状 W-Cu 矿化，白钨矿-石英-白云母脉成矿期与
白云母密切共生的细脉浸染状 W-Cu 矿化。朱溪 W-Cu 矿床的形成与燕山中晚期古太平洋俯冲板片沿扬子
和 华 夏 板 块 间 的 结 合 部 位 撕 裂（156~135 Ma）导 致 岩 石 圈 挤 压 向 伸 展 转 换 并 形 成 壳 源 过 铝 质 -偏 铝 质 花 岗 岩
浆作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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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Zhuxi W-Cu deposit located in the Jiangnan porphyry-skarn W belt in South China, is a recently discovered giant depos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neralization have become clear with the attention of many researchers
worldwide, but the controlling mechanism of structure on mineralization is not clear yet.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alteration zone and orebodies, this paper classifies five main ore-controlling structural type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of ore-veins (orebodies): the early sub-horizontal barren hydrothermal veins (H veins) under
the compression setting, the steep-dipping undulating tension-shear ore veins (R veins) under the compressionextension transition setting, the fluid-escape structure and sub-vertical straight scheelite-quartz-muscovite veins
(F veins) mainly as the results of fluid fracturing, and the breccia structure formed in a late extensional detach‐
ment setting. Among them, the R and F veins are the dominant occurrences of skarn-type and scheelite-quartzmuscovite vein-type W-Cu orebodies, resp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previous isotope chronology
studies, we propose that the study area had experienced the compression setting before 161 Ma, the compressionextension transition during 153~145 Ma, and the extensional setting after 145 Ma. The giant W-Cu mineralization
is controlled by the fault-valve behavior during transition. The fault-valve behavior applied in the Zhuxi W-Cu de‐
posit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prefailure, fault-valve (seismogenic fault failure), fluid-filling (postfailure
discharge), self-filling, and repetition of cycle. The mineralization occurs at the fluid-filling stage and presents
pressure sharply-decrease and fluid boiling, corresponding to the retrograde alteration and disseminated W-Cu
mineralization in skarn, and the vein-disseminated W-Cu mineralization closely intergrown with muscovite in the
scheelite-quartz-muscovite veins. Genesis of the Zhuxi W-Cu deposit is related to the Paleo-Pacific plate tearing
along the junction between the Yangtze and Cathaysia plates at Middle-Late Yanshanian (at 156~135 Ma), and re‐
sultant crust-derived peraluminous-metaluminous granitic magmatism during the dynamic transition of litho‐
sphere from compression to extension.
Key words: geology, W-Cu mineralization, tectonic transition from compression to extension, stress, interac‐
tion between the fault-valve behavior and fluid, Zhuxi
矽卡岩型 W 矿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 WO3 资源

之间的钦杭新元古代缝合带，由江南古陆及其东部

量最大的矿床类型，其次为石英脉型、斑岩型和云英

地区的多个斑岩-矽卡岩型 W（-Cu 或 Mo）矿床组成

岩型（Mao et al.，2019）。地质工作者通常将构造背

（图 1；Mao et al.，2017；2019）。该带已探明的 WO3

景、岩石成因和金属矿床紧密的联系到一起，进而将

资源量达 606 万 t，对前人关于 W 矿的某些认知产生

区域中同一背景下产出的矿床划分至同一个成矿带

了重大冲击（毛景文等，2020），因此，对其进行成因

（Meinert et al.，2005；Wang et al.，2016；2017）。板块

研究具有全球性意义。江西省浮梁县朱溪 W-Cu 矿

构造理论问世以来，研究者们提出的 W 矿床成因背

床探明 WO3 资源量 344 万 t，铜资源量 11 万 t，是目前

景主要有 3 种：碰撞造山带的后碰撞环境（Mitchell

该矿带中乃至地球上探明的最大 W 矿床（He et al.，

et al.，1981；Meinert et al.，2005），活动大陆边缘的弧

2022）。前人对朱溪 W-Cu 矿床开展了大量的岩石

后伸展带或俯冲板片回撤引起的伸展环境（Lehm‐

学、矿物学、地球化学、稳定同位素、年代学和流体包

ann，2004；Blundell et al.，2005；Meinert et al.，2005），

裹体的研究（李岩等，2014；赵苗等，2015；贺晓龙等，

以及俯冲后或陆内裂谷环境（Meinert et al.，2005）。

2018；Pan et al.，2018；Song et al.，2018a；Zhang et al.，

从本质上而言，这些不同背景中的产出的 W 矿床均

2020a；He et al.，2022）。研究表明，与成矿有关的岩

与岩石圈从挤压向伸展转换时期的地壳物质重熔有

体形成时间集中在 153~145 Ma，主要为黑云母花岗

关（Meinert et al.，2003；2005；Pirajno，2009）。

岩、白云母花岗岩和花岗斑岩，其成因受控于新元古

江南斑岩-矽卡岩 W 矿带位于长江中下游斑岩-

界浅变质基底的部分熔融（李宁，2017；贺晓龙等，

矽卡岩 Cu 矿带南侧，其南侧边界为扬子和华夏板块

2018；Pan et al.，2018；Song et al.，2018a；Zha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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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a）。矿化类型主要有钙矽卡岩、镁矽卡岩型和

和应力状态；并根据前人同位素年代学资料，约束了

白钨矿-石英-白云母脉型，其次还有钠长岩型、钙长

研究区挤压向伸展转换的时间；通过建立朱溪 W-Cu

岩型和云英岩型等（Pan et al.，2017；2019；He et al.，

矿床的断层阀模型，解释超大型矿床的成矿机制；并

2022；Song et al.，2018b；2021）。矽卡岩型 W-Cu 矿

探讨挤压向伸展转换的动力学背景，以期揭示江南

化时代集中在 150~145 Ma（刘善宝等，2017；Pan et

斑岩-矽卡岩 W 矿带构造-岩浆-流体与成矿的内在

al.，2017；Song et al.，2018b；于全等，2018；Ouyang et

联系。

al.，2019）。流体包裹体和稳定同位素的研究表明，
成 矿 流 体 主 要 来 源 于 岩 浆 出 熔 ，混 合 有 大 气 降 水

1

区域地质背景

（Pan et al.，2019；He et al.，2022）。He 等（2022）进一
步提出朱溪的成矿流体是还原性的，流体不混溶、沸

江南斑岩-矽卡岩型 W 矿带出露的地层包括前

腾和混合的多次循环是 W-Cu 沉淀的重要机制。前

寒武纪基底和显生宙盖层（图 1）。其中，阳兴-常州

人的这些研究对揭示朱溪 W-Cu 矿床成矿作用特点

断裂以南的前寒武系基底主要包括中元古界的田里

具有重要意义，但忽视了构造背景和构造演化与巨

片岩，古元古界双溪坞群火山碎屑岩，以及中—新元

型成矿作用的内在联系。霍海龙等（2018a）对朱溪

古界沉积岩和蛇绿混杂岩；上覆的显生宙沉积岩包

W-Cu 矿床所在的塔前-赋春成矿带进行了中生代推

括志留系—下三叠统海相碳酸盐岩和碎屑岩、中三

覆构造变形研究，提出 170~145 Ma 可能是华南中生

叠统—上侏罗统近海-陆相碎屑岩、中—晚侏罗统沉

代主推覆构造活动时期，而成矿作用与推覆构造同

积岩和火山岩，以及一系列 NE 向陆相断陷盆地中的

期或者稍晚。但由于缺少对矿区内控矿构造的解

白垩系砂岩（图 1；毛景文等，2020）。江南古陆中部

析，朱溪 W-Cu 矿床的控岩控矿机制仍未明确，也制

的新元古界沉积岩为双桥山群，为一套灰白至灰绿

约了对江南斑岩-矽卡岩 W 矿带中的构造-岩浆-成矿

色绢云母千枚岩、砂质千枚岩、变砂岩等，凝灰岩夹

事件的深入研究。

层中的锆石 U-Pb 年龄表明其形成于~810 Ma（霍海

断层阀（即断层阀-地震泵吸-周期性破裂愈合）
模式综合了剪切带的构造运动学和成矿作用特征，

龙等，2018b）。
朱溪 W-Cu 矿床隶属于江南斑岩-矽卡岩型 W 矿

揭示了成矿流体运移、聚集和成矿的过程（Sibson et

带中部之塔前-赋春成矿亚带（陈国华等，2012）。研

al.，1988）。断层阀模式建立在 Sibson（1977）提出的

究区自元古宙以来经历了复杂的构造-岩浆演化，特

“断层双层结构”模型基础上，被广泛应用于韧性剪

别是早中生代以来由于岩石圈变形体制的转换导致

切带型（造山型）Au 矿的研究中（Cox，1995；Nguyen

该区发育强烈而广泛的断裂构造，及与其相伴产出

et al.，1998；Blundell et al.，2005；王义天等，2004；宋

的中酸性侵入岩（毛景文等，2020）。其中，与中生代

超等，2016），但很少被应用于其他成因和/或矿种类

NW-SE 向逆冲推覆构造有关的 4 条大致平行的 NE

型的矿床。断层阀的关键要素是脆/韧性转换带位

向断裂构成了区域构造格局的主体，并控制了区内

于脆性域的底部，控制了浅部的地震性滑动和地震

的石炭系—三叠系碳酸盐岩和碎屑岩地层在新元古

成核作用，而脆性破裂不仅能发生于脆性域或脆/

界双桥山群浅变质岩系中呈狭长状展布（图 2a）。研

韧 性 转 换 带 ，也 可 以 发 生 在 较 深 层 次 的 韧 性 域 中

究区推覆构造的断层面具有上陡下缓呈“铲状”的特

（Sibson，1977；Sibson et al.，1988）。实际上，岩浆热

点（图 2b），总体构成叠瓦扇或双重构造（霍海龙等，

液矿床中的高温流体一般均达到了韧性域或脆/韧

2018a）。石炭系黄龙组为一套浅灰色白云岩加白云

性 转 换 域 的 温 度（≥400℃ ；Fournier，1992；Nguyen

质灰岩的组合，
以朱溪断裂为界与下伏双桥山群断层

et al.，1998）。因此，断层阀模式同样也可以应用到

接触；
而石炭系船山组为一套深灰色-灰黑色灰岩夹燧

其他矿种或类型的岩浆热液矿床中，如矽卡岩型、

石条带的组合；这 2 套碳酸盐地层为朱溪 W-Cu 矿床

斑岩型、石英脉型、热液脉型和云英岩型等多金属

主要的赋矿围岩（图 2a、b）。区内岩浆活动主要为燕

矿床。

山期浅成-超浅成相中酸性侵入岩脉以及深部隐伏

本文通过详细野外地质调查和岩芯编录，对朱

的花岗质岩石，其产出整体上也受 NE 向断裂控制，

溪 W-Cu 矿床中的蚀变带和矿体进行构造解析，分析

年龄集中在 160~145 Ma（霍海龙，2016；李宁，2017；

成矿所处的脆/韧性域环境，挤压或伸展的构造背景

贺晓龙等，2018；Pan et al.，2018；Song et al.，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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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江南斑岩-矽卡岩W矿带和长江中下游斑岩-矽卡岩Cu矿带地质和矿床分布图（据Wang et al.，
2014；
Mao et al.，
2019略改）
Fig.1

Geologic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posits in the Jiangnan porphyry-skarn W ore belt and the Middle-Lower Yangtze Riv‐
er porphyry-skarn Cu ore belt (modified after Wang et al., 2014; Mao et al., 2019)

的范围相对更大，还可见于二叠系碳酸盐岩中（图

2

矿床地质特征

2b）。朱溪断裂作为不同地质单元的构造接触界面，
在中生代逆冲推覆构造发育期间具有 NW-SE 向逆

钻孔揭露的朱溪 W-Cu 矿床由深部向浅部呈现

冲断层的性质（图 2；霍海龙等，2018a），在成矿期则

出 W、W-Cu 和 Cu 的矿化分带（图 2b）。具体而言，深

表现出了滑脱的特点（陈国华等，2012）。根据钻孔

度约 250 m 处及以上的浅部地层和 Cu 矿体产状均较

勘探线控制的剖面推测其倾角约 63°±18°（图 2b）。

缓 ；向 下 至 250~1100 m 深 度 ，地 层 较 陡 立 ，矿 化 较

矿体一般呈脉状、透镜状或似层状产出，呈 NE 向展

弱；至深度约 1100~1900 m 则逐渐过渡为厚大的 W（-

布，倾向 NW（图 2b），与区内中生代推覆构造断层面

Cu）矿体，地层和矿体产状相对平缓（图 2b）。厚大

类似，上陡下缓形似“铲状”
（霍海龙等，2018a）。需

的矿体整体上位于黄龙组碳酸盐岩与双桥山群浅变

要指出的是，大脉在钻孔方向的视厚度（脉宽）可达

质岩接触界面（即朱溪断裂，He et al.，2022）之上的

1~50 m，呈似层状和透镜状产出（图 3a）；较小的脉在

黄龙组白云岩和船山组灰岩之中；而矽卡岩蚀变带

钻孔方向的视厚度（脉宽）约 1~100 cm（图 3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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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溪 W-Cu 矿床地质简图(a)和 42 线勘探线剖面简图(b，据 Song et al.，2018a；He et al.，2022 和岩芯编录资料修改)

Sketch geological map of the Zhuxi W-Cu deposit (a)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the No. 42 profile line (b, modified after Song
et al.，2018a; He et al., 2022 and modified after drill-core catalogu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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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溪 W-Cu 矿床矿石手标本及镜下照片

a. 大理岩中的钙矽卡岩大脉；b. 白钨矿-石英-白云母脉切穿钙矽卡岩；c. 大理岩中的白钨矿化钙矽卡岩；d. 白云石大理岩中的镁矽卡岩脉；
e. 大理岩中的钙矽卡岩；f. Cu 矿化的钙矽卡岩；g. 镁矽卡岩中的蛇纹石和透闪石；h. W 矿化的白钨矿-石英-白云母脉
（a~e 为手标本照片，其中 b’和 c 为钨灯照射下拍摄；f、g 为正交偏光显微照片；f’为 射光显微照片；h 为单偏光显微照片）

Fig.3

Photographs and microphotographs of ores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a. A large calcic skarn vein in marble; b. A scheelite-quartz-muscovite vein cross-cutting calcic skarn; c. Calcic skarn with scheelite mineralization in
marble; d. A magnesian skarn vein in dolomitic marble; e. Calcic skarn in marble; f. The calcic skarn with Cu mineralization; g. Serpentine and trem‐
olite in magnesian skarn; h. The scheelite-quartz-muscovite vein with W mineralization
(a~e are photographs of hand specimens, and b’and c are photographed under ultraviolet light; f and g are microphotographs in cross-polarized light;
f’is a microphotograph in reflected light; h is a microphotograph in plane-polarized light)

朱溪 W-Cu 矿床主要包括 3 类蚀变矿化类型：钙

穿切了 2 类矽卡岩（图 3a、b、e、h）。并且这种脉的赋

矽卡岩型（图 3a~c、e、f）、镁矽卡岩型（图 3d、g）和白

存范围比矽卡岩更为广泛，还出现在大理岩、黑云母

钨矿-石英-白云母（SQM）脉型（图 3a、b、e、h）。镁和

花岗岩、白云母花岗岩、花岗斑岩以及双桥山群浅变

钙矽卡岩型矿化受控于围岩地层的性质，分别赋存

质岩中（He et al.，2022）。

于白云岩和灰岩中，未见相互穿切。SQM 脉则常常

依据野外和镜下观察到的穿切关系，将成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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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划分为 6 个阶段：① 早矽卡岩阶段；② 退化蚀变

钨矿的主要形成时期。中细粒的白钨矿呈浸染状与

⑤ SQM 脉阶段；⑥ 角砾岩化阶段（图 4）。早矽卡岩

帘石、蛇纹石和绿泥石等，它们的集合体通常交代了

阶段主要产出无水硅酸盐矿物，例如石榴子石、辉石

早期无水硅酸盐矿物（图 3f、g）；石英-硫化物阶段是

和硅灰石等（图 3a~f）；退化蚀变阶段是矽卡岩中白

矽卡岩中黄铜矿的主要形成时期，通常呈石英-黄铜

阶段；③ 石英-硫化物阶段；④ 方解石-萤石阶段；

图4
Fig.4

大量的含水硅酸盐矿物共生，如阳起石-透闪石、绿

朱溪 W-Cu 矿床矿物共生次序

Paragenetic sequence of minerals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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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黄铁矿-闪锌矿的不规则脉状或细脉浸染状集合

物，对应于矽卡岩的退化蚀变阶段，常出现在黑云母

体产出，充填于矽卡岩中的裂隙（图 3c）；方解石-萤

花岗岩和白云母花岗岩的顶部。

石阶段主要产出中细粒方解石和萤石，通常呈他形

还需指出的是，镁矽卡岩和钙矽卡岩受围岩地

粒状集合体在裂隙中产出；SQM 脉阶段产出了高品

层岩性控制，呈现出了不同的矿物组合（图 4）。镁矽

位 W-Cu 矿体，常见的矿物组合为白钨矿-石英-白云

卡岩型矿体中常见的矿物为石榴子石、辉石、透闪

母-黄铜矿-闪锌矿-萤石-磷灰石-方解石，偶见电气石

石、蛇纹石、滑石、富 Mg 绿泥石、白钨矿和黄铜矿等

和黄玉。SQM 脉中的白钨矿与白云母密切共生，其

（图 4）。其中，石榴子石主要为钙铝榴石固溶体系

粒度一般和脉体中的石英-白云母粒度呈正相关，细

列 Grt Ⅰ（图 5a），辉石主要为透辉石端员 Px Ⅰ（图

者呈浸染状展布（图 3e、h），粗者粒径可达 1 cm，故脉

5b；He et al.，2022）。钙矽卡岩型矿体中常见的矿

体又形似伟晶岩（图 3b）。与不规则脉状或细脉浸染

物有石榴子石、辉石、硅灰石、阳起石、透闪石、富

状石英-硫化物脉相比，SQM 脉通常发育白云母，产

Fe 绿泥石、白钨矿和黄铜矿等（图 4）。其中，石榴

出大量白钨矿，且脉壁较平直；角砾岩化阶段的常见

子石主要为钙铁榴石-钙铝榴石固溶体系列，依据

矿物组合为绿泥石-磁黄铁矿-黄铁矿-石英，偶尔可
见闪锌矿和方铅矿，它们的泥状集合体胶结了角砾。
角砾构造多见于朱溪断裂附近，角砾成分多为破碎
的 SQM 脉。因此，对于 W-Cu 矿体而言，这种角砾构
造实际上是破矿构造。

早晚穿切关系可划分为 3 个世代，即 Grt Ⅱ~Ⅳ（图

5a），辉石则主要为钙铁辉石端员 Px Ⅱ（图 5b；He
et al.，2022）。

钻 孔 揭 示 的 隐 伏 岩 浆 岩 主 要 有 深 部（深 度 约
1400~2200 m）呈岩株状产出的黑云母花岗岩，中深

此外，前人还有报道少量云英岩型（或蚀变花岗

部（深度约 400~1800 m）呈岩舌状产出的白云母花岗

岩 型）、钙 长 岩 和 钠 长 岩 型 的 矿 化（Song et al.，

岩，中深部（见于 800~2200 m）呈脉状产出的花岗斑

2018b；2021；Pan et al.，2019），均与岩浆有直接的成

岩（图 2b）。大量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表明这些岩浆

因联系。钙长岩型矿化与富 Al、Si、P、和 F 的过铝质

岩的侵位时间为 153~147 Ma（李岩等，2014；贺晓龙

岩浆密切相关，而钠长岩型的矿化与极度分异的贫

等 ，2018；李 宁 ，2017；Pan et al.，2018；Song et al.，

硅酸盐富水花岗质岩浆有关（Song et al.，2021）；云

2018a；Zhang et al.，2020a；2021）。 钻 孔 ZK4212 和

英岩型则是岩浆冷却时期造岩矿物退化蚀变的产

ZK4213 还揭示出在深部（深度大于 1300 m）的白云

图5 朱溪W-Cu矿床石榴子石（a）和辉石组分（b）端员图解（数据引自赵苗等，
2015；
贺晓龙等，
2018；
于全等，
2018；
He et al.，
2022）
Fig.5

Ternary diagrams of garnet (a) and pyroxene compositions (b)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from Zhao et al., 2015; He et al.,
2018; 2022; Yu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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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钻探工程要求的标准，因此钻孔与垂向的夹角

浆岩（图 2b），视厚度约 1~20 m 不等，如辉绿岩（约

一般在 5°以内。岩芯近于直立，热液脉体与岩芯柱

279 Ma，待发表数据）、闪长玢岩（（162.7±1.4）Ma；

的夹角（α）与脉倾角（β）可视为互余（图 6）。矽卡岩

饶建锋等，2020）、绢云母化的黑云母花岗岩（（159±

型的 W-Cu 矿体一般赋存在陡倾的波状脉中，脉体边

1）Ma；霍海龙，2016）和花岗斑岩等。

缘的硅灰石和石榴子石等矿物一般呈大角度或近垂
直于脉壁生长，而脉中的白钨矿则具有一定的定向

3

蚀变和矿化有关的构造及构造解析

性（图 6）。这种脉体一般穿切了早期不含矿的近水
平热液脉（图 6），例如贫矿矽卡岩脉。SQM 脉型矿

本文基于野外对 10、30、42、56、62 号等勘探线

体则一般表现为近直立而平直，且这种脉体一般穿

钻孔的岩芯编录工作（图 2b），总结了与矿体和蚀变

切了前两种脉体（图 6）。依据地质体的先后穿切关

岩石有关的构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野外编录的

系，划分了 5 种主要的热液脉体或控矿构造类型：

岩芯均来自计算朱溪 W-Cu 矿床品位和储量的钻孔，

① 早期的近水平贫矿热液脉（H 脉，图 6、图 7）；② 稍
晚的陡倾波状张剪性含矿脉（R 脉，图 6、图 8）；③ 同
期 的 流 体 逃 逸 构 造（图 9）；④ 晚 期 的 近 直 立 平 直

SQM 脉（F 脉，图 6、图 10）；⑤ 更晚期的角砾构造（图
11）。它们的特点分述如下。

3.1

近水平贫矿热液脉（H 脉）
近水平的贫矿热液脉（H 脉）一般发育钙矽卡

岩，常见的矿物组合为石榴子石-钙铁辉石-透闪石
（图 7a~h）。这种脉体中一般不发育或欠发育硅灰石
（图 7a~f 中均不发育硅灰石），无 W-Cu 矿化或较弱
（图 7a~h 中均无矿化）。但石榴子石-辉石也可能不
发育，形成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细脉（图 3a、e、图 7a）。

其中，石榴子石通常为钙矽卡岩中的 Grt Ⅱ，颜色为

橘黄至浅棕色（图 7a~f），呈他形至半自形，粒径约

100~300 μm，全消光（图 7g）。脉体中的石榴子石、
辉石和透闪石多具有一定的定向性，表现为矿物集
合体呈细脉状延伸，与脉体延伸方向近于平行（图
7g~h），形似条带状展布（图 7a’、g~h），反映出矿物在
韧性域或脆/韧性转换带结晶的特点（Robert et al.，
1986；Fournier，1992；Nguyen et al.，1998）。 与 大 理
岩化的碳酸盐围岩的接触部位一般见有白色重结晶
的方解石，作为弯曲弧状的脉壁（图 7b、d、f）。统计
的脉倾角范围约为 5°~28°，大多集中在 10°~12°，近
于水平（图 7a~f；表 1）。这种在韧性或脆韧性转换域
形 成 的 矽 卡 岩 也 见 于 其 他 金 属 矿 床 中 ，如 瑞 典 的
Smältarmossen 矽 卡 岩 型 Fe 矿 床（Jansson et al.，
2013），德国的 Hämmerlein 矽卡岩型 Sn 多金属矿床
（Lefebvre et al.，2019），和 马 其 顿 的 Sasa 矽 卡 岩 型
Pb-Zn-Ag 矿床等（Palinkaš et al.，2018）。
图6

蚀变带和矿体中常见的构造类型的穿插关系示意图

前人对朱溪 W-Cu 矿床的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

Fig.6

Cross-cut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structure

（Pan et al.，2019；He et al.，2022）：形成于早矽卡岩阶

types in alteration zone and orebodies

段的石榴子石和辉石等无水硅酸盐矿物中的流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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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溪 W-Cu 矿床近水平的贫矿热液脉（H 脉）典型特征

a~f. 大理岩化灰岩中的近水平的贫矿矽卡岩脉；
g~h. 贫矿矽卡岩中的矿物具有定向性；
i~j. 脆性网脉构造的形成机制；
k. 朱溪浅部铜矿中的应力场
（a~f 为手标本照片；g 和 h 分别为正交偏光和单偏光显微照片；i 和 j 据 Sibson，2017；2019；k 据陈国华等，2015）

Fig.7

Photographs and microphotographs showing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horizontal barren hydrothermal veins (H veins)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a~f. Sub-horizontal barren skarn veins in the mamorization limestone; g~h. A barren skarn vein with minerals in parallel alignment; i~j.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esh structure; k. The stress field of the shallow Cu orebodies in Zhuxi cross-section
(a~f are photographs of hand specimens; g and h are microphotographs in cross-polarized and plane-polarized light, respectively;
i and j are from Sibson, 2017; 2019; k is from Chen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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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交，交角约 10°。

550℃，形成压力可达 168 MPa，对应静岩压力下的

R 脉脉壁舒缓波状起伏，脉中的石榴子石、辉石

深度 6.2 km；而矽卡岩中的退化蚀变阶段和更晚期

和硅灰石等矿物通常垂直或大角度相交于脉壁生长

的 SQM 脉阶段中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则大部分低于

（图 8a~c、g~h），常见多次“张开-填隙-结晶”
（图 8a、

300℃。前人研究还表明，岩石脆性行为的极限温度

c、d），在破裂的脉体核部表面中偶尔能见到擦痕，呈

约为 400℃（有流体参与时，该极限温度值更低），高

典型的张剪脉特征（Nguyen et al.，1998；Kenworthy

于 这 个 温 度 则 表 现 出 韧 性 的 特 点（Fournier，1992；

et al.，2007；Fossen，2016）。脉体中的白钨矿受矽卡

Nguyen et al.，1998），因此，以早矽卡岩阶段矿物为

岩脉产状的控制，其浸染状集合体的形态线偶尔还

主的 H 脉可能反映了岩石的韧性行为。另一方面，

呈现出剪切的特点（图 8a~b），与现存的朱溪断裂形

前人研究还表明在挤压背景中，在深部约 10~15 km

态上相似（图 2b）。因此，R 脉形成的应力场可能相

的脆/韧性域会形成近水平的脆性网脉构造（mesh

当 于 里 德 尔 剪 系 中 的 R 破 裂（图 8l；Roberts，1987；

structure），形成的温度为 350~400℃，最大主应力 σ1

Fossen，2016），最大主应力 σ1 方向垂直，σ3 为水平向

方向为水平（图 7i、j；Sibson，2017；2019），形似朱溪

外（表 1）。R 破裂与平行主剪切方向平面（M 面）的

近水平的贫矿矽卡岩脉（图 7f）。朱溪 W-Cu 矿床中

交线可能呈现出弧形，形成月牙形的矽卡岩 W 矿脉

近水平的贫矿热液脉主要由钙矽卡岩矿物组成，温

（图 8j），这类构造则是与 R 破裂有关的颤痕，表现为

度达到了脆性行为的极限温度，但深度远小于 Sib‐

弯曲的线性构造（图 8l；Fossen，2016）。还值得注意

son 提出的网脉构造形成深度，因此，朱溪的这类脉

的是，R 脉中偶见波状消光的白钨矿和石英，矿物间

体可能受到岩体侵位带来的高热量影响，在相对较

的裂隙被绿泥石和微晶石英充填（图 8m、n）；R 脉再

浅 的 韧 性 域 或 脆/韧 性 转 换 域 结 晶（Jansson et al.，

张开后充填的晶体延伸方向与脉张开的方向平行，

2013；Lefebvre et al.，2019），其形成时的应力场是逆
冲推覆构造同期的挤压背景。陈国华等（2012）对朱

如图 8d 右下角的 Grt Ⅲ。脉壁舒缓波状起伏表现出
韧性变形的特点（Fournier，1992）,也可以得到朱溪矽

溪浅部铜矿坑道中的节理测量统计表明，朱溪矿区

卡岩流体包裹体测温研究的支持（>550℃；He et al.，

发育近 SN 向和近 EW 向的 2 组节理，对应 SE-NW 向

2022），因此，R 脉也应形成于韧性域或脆/韧性转换

的最大挤压应力方向，据此得到水平面的应力分析

域。但是这些偏韧性的变形可能还与岩浆-流体的

如图 7k，最大主挤压应力 σ1 方向为水平。霍海龙等

参与密切相关，因为流体包裹体推算的矽卡岩型矿

（2018a）对研究区推覆构造变形的研究也同样表明，

体形成深度约为 6.2 km，低于传统认为的脆/韧性转

研究区内中生代推覆构造主要为 NW 向 SE 的推覆，

换域深度（10~15 km；Sibson，2019）。在早矽卡岩阶

且推覆构造可能稍早于区内的岩浆-成矿事件。前

段之后（图 4），矽卡岩型 W 矿化发生的退化蚀变阶

人的工作与本次研究的结果一致。

段 的 温 度 约 为 250℃ ，低 于 韧 性 域 的 极 限 温 度

3.2

陡倾波状张剪性含矿脉（R 脉）

（Fournier，1992），压力则降至 68 MPa，流体发生沸

陡倾波状张剪性含矿脉（R 脉）一般由钙矽卡岩

腾并成矿（He et al.，2022）。综上所述，张剪性 R 脉

（图 8a~g）或镁矽卡岩组成（图 8h~k），它们共同组成

的形成记录了岩浆-热液系统降温降压的过程，成矿

了朱溪厚大的矽卡岩型 W 矿体。2 种矽卡岩的矿物

系统从韧性域（或脆/韧性转换域）向脆性域转变，区

组合在矿床地质部分已经介绍，此处不再赘述。钻

域构造应力状态由挤压向伸展转换。

孔中常见矽卡岩 R 脉穿切了 H 脉（图 3a、e；图 6），或

3.3

含矿的流体逃逸构造

充填了再张开的近水平 H 脉（图 3e），因此 R 脉形成

有“张开-填隙-结晶”特点的张剪性 R 脉与水压

晚于 H 脉。此外，有无矿化也是区别 R 脉和 H 脉的

致裂关系密切，反映了超压成矿流体在挤压向伸展

重要依据（图 7f~h；图 8b、f、i~k）。统计得到的脉倾

转 换 期 减 压 释 放 并 发 生 成 矿 ，是 重 要 的 容 矿 构 造

角大多集中在 72°~74°，
（图 8a~c、e~f、i~k；表 1）。由

（Phillips，1972；Nguyen et al.，1998；Kenworthy et al.，

于灰岩强烈的大理岩化作用，在野外难以判别碳酸

2007）。在含矿矽卡岩的周围还常见一类晕圈状的

盐岩和脉体的实际产状，但依据其较大的倾角，以及

流体逃逸构造，记录了超高压的岩浆-热液成矿流体

钻探工程控制的矿体产状（图 2b），推测其与次一级

在压力骤降时发生沸腾，向上向外扩展并卸载成矿

的主剪切面即朱溪断裂（倾角 63±18°；图 2b）呈小角

物 质（图 9a、d；Meinert et al.，2003；Pirajno，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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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溪 W-Cu 矿床陡倾波状张剪性含矿脉（R 脉）典型特征

a、b. 大理岩中的 W 矿化石榴子石、辉石、硅灰石矽卡岩脉；c~g. W 矿化的钙矽卡岩，矿物通常垂直脉壁或裂隙面生长；i~k. W 矿化的镁矽卡岩；
l. 里德尔剪切系中 R 破裂的形成机制；m~n. R 脉中变形的白钨矿和石英
（a~e 和 i~k 为手标本照片，其中 b、e、j、k 为钨灯照射下拍摄；f、h、m、n 为正交偏光显微照片；g、h 为单偏光显微照片；l 据 Fosse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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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s and microphotographs showing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eep-dipping undulating tension-shear ore veins
(R veins)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a~b. W mineralized garnet-pyroxene-wollastonite skarn veins in marble; c~g. The calcic skarn with W mineralization, and the minerals generally
grow perpendicular to the vein wall or fissure plane; j~k. The magnesian skarn with W mineralization; l.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criteria
in Riedel shears; m-n. Deformed scheelite and quartz in the R vein
(a~e and i~k are photographs of hand specimens, and b, e, j and k are photographed under ultraviolet light; f, h, m and n are microphotographs
in cross-polarized light; g and h are in plane-polarized light; l is from Fossen, 2016)

图9

朱溪 W-Cu 矿床流体逃逸构造典型特征

a. 贫矿石英中的白钨矿-石英-白云母晕；b. 含硫化物晕圈的石榴子石辉石矽卡岩被白钨矿-石英-白云母（SQM）脉穿切；c~d. 绢云母化花岗岩
中的绿泥石-黄铁矿-黄铜矿晕；e. 流体逃逸构造的形成机制（Fossen，2016）
（a~c 为手标本照片，其中 a 为钨灯照射下拍摄；d 为正交偏光显微照片）

Fig. 9

Photographs and microphotographs showing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uid-escape structure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a. Scheelite-quartz-muscovite halos in the barren quartz; b. The garnet-pyroxene skarn with sulfide minerals halos cut by a scheelite-quartz-musco‐
vite (SQM) vein; c~d. Chlorite-pyrite-chalcopyrite halos in the sericite-altered granite; 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fluid-escape
structure(from Fossen, 2016)
(a~c are photographs of hand specimens, and a is photographed under ultraviolet light; d is a microphotograph in cross-polarized light)

Weatherley et al.，2013）。例如，在不含矿的粗粒石

效应（He et al.，2022）。

英 脉 中 呈 晕 圈 状 的 细 粒 白 钨 矿 黄 铜 矿 热 液 脉（图

3.4

近直立平直 SQM 脉（F 脉）

9a）；在石榴子石辉石矽卡岩中的晕圈状微-细粒硫

近直立平直 SQM 脉（F 脉）主要由白钨矿-石英-

化物晕圈（图 9b）；在绢云母化的花岗质岩石中的晕

白云母（SQM）脉体组成（图 10a~h），偶见一些较纯

圈状微-细粒绿泥石-黄铁矿-黄铜矿晕（图 9c、d）。应

的自形粗粒方解石脉（图 10i）。这类脉体通常切割

力莫尔图解解释了其形成机制，即随着流体压力的

H 和 R 脉（图 3d~e、图 6、图 7）、花岗斑岩（图 10f）、白

不断增大，有效正应力逐渐减小，应力莫尔圆向左移

云母花岗岩和黑云母花岗岩，故其形成时间晚于矽

动（图 9e；表 1）。这也可以得到流体包裹体和 H-O

卡岩和这些已知的成矿岩体。另外，这类脉体还见

同位素研究结果的支持，W 矿化发生的退化蚀变阶

于碳酸盐岩地层（图 10a~e、h~i）和双桥山群浅变质

段和 SQM 脉阶段的典型特征即是流体沸腾和脱气

岩。F 脉的典型特征是脉壁平直，无变形，无擦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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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脉边缘的白云母近于垂直脉壁生长且与浸染状

应力 σ1 方向垂直（图 10j）。可形成于脆/韧性转换域

白钨矿密切共生（图 3b、10a~g），而脉核部的石英、方

（Nguyen et al.，1998；Kenworthy et al.，2007），或形成

解石和萤石等矿物晶体之间紧密连接（图 10a~g），反
映了矿物在张性的空间中结晶生长（Kenworthy et

于脆性域（宋超等，2016）；② 剪切带中的张剪脉，脉
延伸方向和脉核部的石英生长方向均与剪切方向平

al.，2007）。

行，但是靠近脉壁的晶体表现为垂直脉壁生长（Oli‐

的伸展脉，相当于里德尔剪切系中的 T 破裂，最大主

力减小，流体压力（Pf）增加达到静岩压力值（Plitho）引

矿物垂直脉壁生长的机制有多种：① 剪切带中

图 10

vo et al.，2002）；③ 剪切带活动的末阶段最大剪切应

朱溪 W-Cu 矿床近直立平直 SQM 脉（F 脉）典型特征

a~e. 大理岩化灰岩中的平直 SQM 脉；f~g. 花岗斑岩中的 SQM 脉；h. 细脉浸染状 W 矿化的 SQM 脉；i. 大理岩化灰岩中的平直方解石脉；
j~k. 近直立平直的 SQM 脉的形成机制
（a、d、e、f 、h 和 i 为手标本照片，其中 h’为钨灯照射下拍摄；b 和 g 为单偏光显微照片；c 为正交偏光显微照片；k 据 Fossen, 2016）

Fig.10

Photographs and microphotographs showing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vertical straight SQM veins (F veins)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a~e. The straight SQM veins in the mamorization limestone; f~g. SQM veins in granitic porphyry; h. A SQM vein with disseminated W mineraliza‐
tion; i. A straight calcite vein in the mamorization limestone; j~k.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ub-vertical straight SQM veins
(a, d, e, f, h and i are photographs of hand specimens, and h’is photographed under ultraviolet light; b and g are microphotographs
in plane-polarized light; c is a microphotograph in cross-polarized light; k is from Fosse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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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的 水 压 致 裂（Phillips，1972；Robert et al.，1995；

Nguyen et al.，1998；Chi et al.，2011）；④ 伸展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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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致裂的直接证据。

3.5

角砾构造

的张性脉，如南岭 W-Sn 成矿带中的典型石英脉型黑

在上述 4 类主要脉体或构造形成之后，朱溪断

钨矿床（刘战庆等，2016）。本次研究统计的脉倾角

裂附近的矿体中还偶尔出现角砾构造。角砾磨圆

一般大于 75°，集中在 78°~88°（图 10a~i；表 1），推测

差，棱角分明，粒度大小不一，形成于张性条件。角

其与朱溪断裂的夹角约为 20°，类似于里德尔剪切系

砾组分通常由破碎的 SQM 脉中的石英、萤石和方解

中的 T 破裂有关的伸展脉（图 10j）。但这类脉体还

石等矿物组成（图 11a、d），中细粒的白钨矿也常常被

常出现倾角变平缓的分支（图 10e），因此笔者认为这

胶结（图 11a、c），因此这种角砾构造的形成时间晚于

种张性脉体的形成与水压致裂的关系更为密切。脉

F 脉。角砾构造的胶结物一般为含矿的硫化物细网

体形成时的流体压力达到了静岩压力值，在莫尔图

脉，常由黄铁矿、磁黄铁矿和绿泥石组成（图 11b、d）。

解中应力莫尔圆向左漂移（图 10k）。流体包裹体的

多见石英脉发生脆性破裂，碎裂成多节（图 11d 下

研究表明（He et al.，2022），矿物中的包裹体均一温

方）。因此，角砾构造形成于脆性域中的张性环境，

度一般低于 300℃，形成的压力约 34 MPa，对应静水

背景为伸展拆离剪切（Fossen，2016），受控于朱溪断

压力下的深度为 3.4 km，故其形成部位可能位于脆/

裂（图 2b）。

韧 性 转 换 域 的 顶 部（Fournier，1992；Nguyen et al.，

综上所述，早期的近水平贫矿热液脉（H 脉）形

1998）；这类脉体中常见富气相和富液相流体包裹体

成于韧性或脆/韧性转换域，背景为推覆构造末期的

共生的沸腾现象，且局部存在达 159 MPa 的超压，是

挤压；而陡倾波状张剪性含矿脉（R 脉）形成于挤压

图 11

朱溪 W-Cu 矿床角砾构造典型特征

a. 含 SQM 角砾的角砾岩；b. 磁黄铁矿-闪锌矿-石英-绿泥石胶结方解石-白云母-萤石角砾；c、d. 含 SQM 角砾的角砾岩，胶结物为黄铁矿磁黄铁矿-石英
（a 和 c 为手标本照片，其中 a 和 c’为钨灯照射下拍摄；b 为反射光显微照片；d 为单偏光显微照片）

Fig.11

Photographs and microphotographs showing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eccia structure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a. The breccia with SQM rubbles; b. Calcite-muscovite-fluorite rubbles cemented by pyrrhotite-sphalerite-quartz-chlorite assemblage;
c, d. The breccia with SQM rubbles cemented by pyrite-pyrrhotite-quartz assemblage
(a and c are photographs of hand specimens, and a and c’are photographed under ultraviolet light; b is a microphotograph in reflected light;
d is a microphotograph in plane-polarized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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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伸展的构造转换期间，同期的流体逃逸构造形成

岩型 W-Cu 矿体成矿时代约为 150~145 Ma；而与成

于 局 部 流 体 超 压 引 起 的 水 压 致 裂 ；近 直 立 平 直

矿有关的主要 3 类岩体，即白云母花岗岩、花岗斑岩

SQM 脉（F 脉）为 张 性 脉 ，形 成 时 的 背 景 为 伸 展 拆

和黑云母花岗岩的形成年龄分别约为 153~149 Ma、

离，但是主要受控于流体超压引起的水压致裂（表

153~148 Ma 和 153~147 Ma。因此，矽卡岩型 W-Cu

1）；角砾构造则是晚期伸展拆离背景的另一种表现

矿体（R 脉为主）的形成时间（150~145 Ma）稍晚于与

形式。

矽卡岩型 W-Cu 矿化有关的岩浆岩侵位时间（153~
147 Ma）。153~145 Ma 的岩浆-成矿事件是在挤压向

4

讨

论

伸展转换时期发生，挤压向伸展转换的起始时间应
该至少早于该时间段。区域上而言，朱溪 W-Cu 矿床

4.1

同位素年代学约束挤压向伸展转换的时间

所在的塔前-赋春成矿带在白垩纪进入伸展变形阶

对蚀变带和矿体有关的构造的解析表明，朱溪

段，形成了一系列 NE-NNE 向张性或张剪性断裂，或

W-Cu 矿床在成矿期前后经历了逆冲推覆的挤压-挤

使早期断裂发生伸展改造（张达等，2021）。与本项

压向伸展转换-伸展拆离的构造演化。转换的时间

目组未发表的数据对应，即 SQM 脉型矿体的形成时

可以结合地质特征和同位素年代学的证据来约束。

间约为 145 Ma。因此，挤压向伸展转换的结束时间

前人对朱溪 W-Cu 矿床岩浆岩中的锆石、榍石和磷灰

约为 145 Ma。

石等矿物，以及矽卡岩型 W-Cu 矿体中的白钨矿、辉

钻孔 ZK4212 和 ZK4213 揭露了白云母花岗岩岩

钼矿、白云母和榍石等矿物进行了大量的同位素年

枝中存在时代更老的的辉绿岩、闪长玢岩和绢云母

代学研究（表 2）。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表 2）：矽卡

化的黑云母花岗岩（图 2b），它们的锆石 U-Pb 加权平

表1
Table 1

朱溪 W-Cu 矿床中 5 类控矿构造类型及其特征和控矿机制

Summary of the five ore-controlling structure typ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ore-controlling mechanism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类型

近水平的
贫矿热液
脉（H 脉）

性质和背景

倾角或产状

韧性或脆/韧 通常 5°~28°，
性；挤压

多为 10°~12°

矿物类型及结构特征

控矿构造及机制

主要矿物为石榴子石（Grt Ⅱ）、钙铁辉石和透闪

石。矿物集合体具有一定的定向性，方向与脉体
延伸方向近于平行。常见塑性变形。

钙质矽卡岩中常见的矿物为石榴子石（Grt Ⅲ~Ⅳ
陡倾波状
张剪性含
矿脉（R
脉）

为主）、钙铁辉石、硅灰石、阳起石、透闪石、富 Fe

脆/韧性张剪

通常 41°~

绿泥石、白钨矿和黄铜矿等；镁质矽卡岩常见的矿

脉；挤压向

76°，多为

伸展转换

72°~73°

物为石榴子石（Grt Ⅰ）、透辉石、透闪石、蛇纹石、

滑石、富 Mg 绿泥石、白钨矿和黄铜矿等。硅灰石

在钙矽卡岩边缘发育，垂直或大角度相交于脉壁。
常见多次张开—填隙—结晶。偶见塑性变形。

流体逃逸
构造

近直立平
直 SQM
脉（F 脉）
角砾构造

水压致裂；
挤压向伸展

晕圈状

转换
水压致裂主
导的张性
脉；伸展拆
离
伸展拆离

主要矿物为细粒白钨矿、黄铜矿、黄铁矿、石英和
绿泥石等。

通常 75°~

主要矿物为白钨矿、石英、白云母、黄铜矿石、萤石

90°，多为

和方解石等。矿物近于垂直脉壁生长，脉壁平直，

78°~88°

脉体和其中的矿物均无变形，脉壁无擦痕。

角砾状

主要矿物为黄铁矿、磁黄铁矿和绿泥石等。

对于 W-Cu 矿体而言，属于破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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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le 2
背景

挤压

测试对象

测试方法

花岗岩（同构造）
花岗闪长岩
闪长玢岩

白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岩（或称二云
母花岗岩、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

展转换

朱溪 W-Cu 矿床成岩和成矿背景时间信息表

Information of magmatic and ore-forming ages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花岗斑岩

挤压向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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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粒花岗岩
W-Cu 矿化辉石矽卡岩

W-Cu 矿化矽卡岩或石英白钨矿-辉钼矿脉

采样钻孔号-采样深度/m， 测试值（加权平均年龄）

数据来源

或地表位置

/Ma

锆石 LA-ICP-MS U-Pb

枣林（地表）

161.6±3.0

霍海龙等，2018a

锆石 LA-ICP-MS U-Pb

ZK4212-1506

159±1

霍海龙，2016

锆石 LA-ICP-MS U-Pb

ZK4212-1546~1551.6

162.7±1.4

饶建锋等，2020

锆石 LA-ICP-MS U-Pb

ZK4207-902.1

150.6±1.9

锆石 LA-ICP-MS U-Pb

ZK2808-1090. 1

149.5±1.9

锆石 LA-ICP-MS U-Pb

ZK4209-1229*

148±3

陈国华等，2015

锆石 LA-ICP-MS U-Pb

ZK3003-936.1

148.3±1.4

Song et al.，2018a

锆石 LA-ICP-MS U-Pb

ZK4209-1295

153.4±1.0

锆石 LA-ICP-MS U-Pb

ZK5406-1942

150.4±1.0

锆石 LA-ICP-MS U-Pb

ZK4212-1370*

153.3 ±0.7

Zhang et al.，2020a

磷灰石 LA-ICP-MS U-Pb

ZK4212-1750*

151.2 ± 0.9

Zhang et al.，2021

锆石 LA-ICP-MS U-Pb

ZK4211-1000

149.0±1.0

Song et al.，2018a

李岩等，2014

Pan et al.，2018

锆石 LA-ICP-MS U-Pb

Zk4209-609

152.9±1.7

Pan et al.，2018

锆石 LA-ICP-MS U-Pb

ZK4212-1600*

153.3 ±0.9

Zhang et al.，2020a

磷灰石 LA-ICP-MS U-Pb

ZK4212-1600*

149.6 ± 2.1

Zhang et al.，2021

锆石 LA-ICP-MS U-Pb

ZK3003-1470

148.6±1.3

李宁，2017

锆石 LA-ICP-MS U-Pb

ZK4212-1929

147.7±2.2

贺晓龙等，2018

锆石 LA-ICP-MS U-Pb

ZK5409-2080.8

149.38±0.86

Song et al.，2018a

锆石 LA-ICP-MS U-Pb

Zk5406-1999

153.5±1.0

Pan et al.，2018

锆石 LA-ICP-MS U-Pb

ZK4212-1750*

152.5 ±0.7

Zhang et al.，2020a

磷灰石 LA-ICP-MS U-Pb

ZK4212-1750*

151.2 ± 0.9

Zhang et al.，2021

锆石 LA-ICP-MS U-Pb

ZK4209-?

146.90±0.97

王先广等，2015

磷灰石 LA-ICP-MS U-Pb

ZK5406-1630

148±16

于全，2017

榍石 LA-ICP-MS U-Pb

ZK4210-1523

153±2

于全等，2018

辉钼矿 Re-Os

ZK4209-786.1；

辉钼矿 Re-Os

ZK3208-1191；

辉钼矿 Re-Os

ZK3208-959；

辉钼矿 Re-Os

K3208-1192；

辉钼矿 Re-Os

ZK4209-786.2

等时线年龄 145.1±1.5，
加权平均年龄 146.7±0.9

白云母 Ar-Ar

ZK4209-885

等时线年龄 150.6±1.5

白云母 Ar-Ar

ZK4209-1161

等时线年龄 150.1±1.5

Pan et al.，2017

ZK4210-927；ZK4210W-Cu 矿化石榴子石辉石
矽卡岩

白钨矿 Sm-Nd

1364；ZK4210-1579；

等时线年龄

ZK4211-1745；

144±5

刘善宝等，2017

ZK5406-1756
W-Cu 矿化辉石矽卡岩
岩体与灰岩接触带附近的
浸染状 Cu 矿石

ZK3002-1636.8

148.1±7.4

ZK4211-991.8

148.9±1.5

ZK4211-1028.2

149.9±1.3

磷灰石 LA-ICP-MS U-Pb

ZK4210-1432.1

150.2±2.4

白云母 Ar-Ar

ZK5406-2099

榍石 LA-ICP-MS U-Pb

云英岩型浸染状 W 矿石
似层状 W-Cu 矿化矽卡岩，
磷灰石与黄铜矿密切共生
蚀变花岗岩型 Cu 矿石

注：*为原文中未标注的深度，根据勘探线剖面图标注的采样位置估算而来。

Song et al.，2018b

刘敏等，2021

等时线年龄 147.39±0.94 Ouyang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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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脉）的形成则是在伸展拆离背景下，该背景的上限
时间约为 145 Ma。角砾构造也是在伸展拆离背景

海龙，2016），可能是在白云母花岗岩侵位时被捕获。

下形成，其形成时间更晚（图 12）。

实际上，白云母花岗岩中还见多个大理岩化灰岩捕

4.2

断层阀行为控制成矿作用发生

掳体（ZK4210，图 2b），同样是在白云母花岗岩侵位

W 是一种高度不相容的亲石元素（Newsom et

时被捕获，并与岩浆-热液交代并发生了矽卡岩型

al.，1996）。朱溪 W-Cu 矿床中过铝质的高钾钙碱性

W 矿化（图 2b）。朱溪 W-Cu 矿床的中深部白云母

系 列 的 成 矿 岩 浆 岩（李 岩 等 ，2014；李 宁 ，2017；

花岗岩在形态上具有受左行剪切作用的特点（继承

Song et al.，2018a；Zhang et al.，2020a）、高 W 和 Cu

了先前逆冲推覆构造发育时的右行剪切），在石炭

丰度值的变质基底和围岩（陈国华等，2015；李宁，

系 和 二 叠 系 之 间 的 层 间 滑 脱 带（早 期 为 层 间 逆 冲

2017；Song et al.，2018a；Zhang et al.，2020a）、以 及

带）产出，反映出了伸展构造的特点。前人对研究

从 岩 浆 中 出 熔 的 较 还 原 的 成 矿 流 体（Zhang et al.，

区构造变形的研究表明，中生代推覆构造主要为由

2020a；2021），且 具 有 高 温 、高 压 、高 盐 度 的 特 点

北 西 向 南 东 向 推 覆（图 2a），且 推 覆 构 造 卷 入 的 最

（He et al.，2022），均 有 利 于 金 属 元 素 在 成 矿 前

年 轻 地 层 为 下 侏 罗 统 水 北 组（张 达 等 ，2021）。 塔

富集。

前-赋春成矿带的枣林地区发现的同推覆构造花岗

断层阀（即断层阀-地震泵吸-周期性破裂愈合）

岩 ，其 锆 石 U-Pb 加 权 平 均 年 龄 为（161.6 ± 3.0）Ma

模式综合了剪切带的构造运动学和成矿作用特征，

（霍海龙等，2018a），限定了成矿前的这次推覆构造

揭示了成矿流体运移、聚集和成矿的过程（Sibson et

活动的时间为燕山早期，发生在挤压向伸展的构造

al.，1988）。该模式建立在 Sibson（1977）提出的“断

转换之前。

层双层结构”模型基础上，被众多矿床学研究者认

综上所述，研究区（161.6±3.0）Ma（下限可能稍

可，尤其被广泛应用于韧性剪切带型（造山型）Au 矿

晚，但早于 153 Ma）为挤压背景，形成了近水平贫矿

的研究中（Cox，1995；Nguyen et al.，1998；Blundell et

热液脉（H 脉）；挤压向伸展转换的时期为 153~145

al.，2005；王义天等，2004；宋超等，2016）。该模式的

Ma（上限可能稍早，但晚于 161 Ma），产出了厚大的
矽卡岩型 W-Cu 矿体，表现为陡倾波状张剪性含矿脉
（R 脉）并伴生流体逃逸构造；而近直立平直 SQM 脉

图 12
Fig.12

关键论点在于：① 大型剪切带在地壳深部表现为韧
性变形，构造运动的方式是连续且非地震性的；② 在

地壳浅部则表现为脆性变形，运动方式为非连续的

朱溪 W-Cu 矿床构造-岩浆-成矿事件演化概要图

Tectonic-magmatic-mineralization events and their schematic evolution diagram in the Zhuxi W-Cu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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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交代了多种类型或世代的石榴子石（Grt Ⅰ~Ⅳ）和

控制了浅部的地震性滑动和地震成核作用。该模

辉石，而未见晚世代石榴子石交代白钨矿。当岩浆

式可划分为 5 个阶段：破裂前，断层阀（地震破裂），

持续侵位的时候，流体不断出熔，体系温度一直较

流 体 充 填（地 震 泵 吸），自 愈 合 和 再 循 环（Sibson，

高，
“ 断层阀-流体充填”循环返复会造成压力的频繁

1977；Sibson et al.，1988）。基于矿床地质特征和构

波动，高温的无水硅酸盐矿物在此时形成，但温度较

造解析，结合前人对矿物学和流体包裹体研究，本

低的含水硅酸盐矿物，白钨矿和黄铜矿等矿物则未

文 将 朱 溪 W-Cu 矿 床 具 有 受 断 层 阀 行 为 控 制 的 诸
多表现和特点分述如下：

形成，使得晚世代的石榴子石（如 Grt Ⅳ）脉在再张

开的石榴子石（早世代，如 Gtrt Ⅱ~Ⅲ）辉石矽卡岩中

（1）破裂前阶段：在逆冲推覆背景的末期，逆冲

形 成 ，即 R 脉 的 形 成（例 如 图 8a；另 见 贺 晓 龙 等 ，

推覆的次一级构造即朱溪断裂处于愈合状态。岩体

2018，图 4a）。依据朱溪流体包裹体的研究可推测，

的侵位使出熔的流体持续聚集，流体压力逐渐增高

当 成 矿 体 系 的 温 度 降 至 330℃ 时（Pan et al.，2018；

形成超压流体（Cox，1995），当 Pf=σn+Rt 时（Pf，σn 和 Rt

He et al.，2022），新一轮的“断层阀-流体充填”使得体

分别为流体压力，荷载压力或正应力，岩石抗张强

系压力降低，伴随流体沸腾作用，白钨矿沉淀。因

度；Sibson，1977），岩石将破裂并产生水平裂隙。这

此，体系温度变化的主要控制机制是岩浆的侵位是

种水平裂隙在较浅的韧性或脆/韧性转换带形成，类

否持续。此外，大气水的加入也会使体系的温度和

似于 Sibson（2017；2019）指出的近水平的脆性网脉

盐度降低，并带来围岩地层中的还原性物质（He et

构造形成时的应力场，为 H 脉的形成提供了所需的

al.，2022），这个过程促使白钨矿的溶解度降低，白钨

空间（图 7）；

矿溶解度达到过饱和状态（Wang et al.，2019），从岩

（2）断层阀（地震破裂）阶段：当 Pf>σn +Rt 时，流

浆-热液系统中析出；

体压力克服了荷载压力和岩石抗张强度并产生陡倾

（4）自愈合阶段：流体充填和矿物的形成使破

或陡直的剪切破裂，该破裂在深部脆/韧性转换带发

裂逐渐愈合，岩石渗透率逐渐降低，流体的继续聚集

生地震成核作用，在浅部表现为地震破裂并产生大

使流体压力逐渐增高。例如，R 脉中常见多次张开-

量渗透性裂隙，释放剪应力（Sibson et al.，1988），为

愈合的现象（图 8a、c、d）。每当脉体中的矿物结晶充

流体 在 韧 性 或 脆/韧 性 转 换 带 与 围 岩 反 应 提 供 空

填后，破裂愈合，而流体的持续出熔又会使流体压力

间。剪切破裂提供了张剪性 R 脉和水压致裂主导

再次增高；

的 F 脉形成所需的空间。早期 H 脉的流体与早期

（5）再循环阶段：上述过程重新开始，进入下一

侵位的岩浆出熔有关（如 153 Ma），并形成贫矿矽

个循回。但是值得指出的是，
“破裂前—断层阀—流

卡 岩（图 7）。 而 R 脉 的 形 成 所 需 的 流 体 则 与 挤 压

体充填—自愈合”的循回并不是每次都会发育完整，

向伸展转换期间（153~147 Ma）不断侵位的岩浆有

例如 H 脉中可能较少发育或不发育低温的退化蚀变

关。岩浆的脉动式涌动与不断形成的渗透性裂隙

矿物、白钨矿和黄铜矿等。有时候这个循回会发生

耦合，形成了多个世代（种类）的石榴子石（Grt Ⅱ~
Ⅳ；图 4、图 5、图 8a、d）；

（3）流体充填（地震泵吸）阶段：应力释放使压

力骤降，W 的溶解度降低（Wang et al.，2019）。流体

在同一个破裂处，沿愈合的破裂面发生再破裂，呈现
多次张开—填隙—结晶（图 8a、c、d）；也可能是形成
新的破裂，不沿原来的破裂面发生，从而形成脉体之
间的穿插关系（图 3b；图 7d）。

在裂隙中充填（并可能发生沸腾），成矿物质从流体

上述过程主要涉及到了脆/韧性转换域形成的 H

中卸载沉淀（Sibson et al.，1988；Cox，1995）。Weath‐

脉和 R 脉。但是在朱溪 W-Cu 矿床中，水压致裂也是

erley 等（2013）基于韧性剪切带的研究进一步提出，

一类重要的成岩成矿机制。断层阀模式认为，剪应

由于围岩的热质量（热式质量流量）以及围岩与流体

力的释放、剪切带的滑动、剪切脉的形成、地震的发

接触的表面积较大，流体和围岩的成矿体系此时处

生以及张性脉的形成，均会伴随水压致裂（Phillips，

于等温环境。当压力骤降至最小流体压力（Pfm）时

1972；Roberts，1987；Robert et al.，1995；Nguyen et

发生闪蒸作用，可理解为瞬时的沸腾（Weatherley et

al.，1998；Sibson et al.，1988；Kenworthy et al.，2007；

al.，2013），形成流体逃逸构造（图 9h~k）。这就很好

Chi et al.，2011）。成矿作用常常发生在应力集中区，

理解了为何在退化蚀变矽卡岩阶段所形成的白钨矿

例如正断层、逆冲（推覆）断层和走滑断层（Fo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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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应力的集中会抑制流体的活动，致使流体压

的产物，或黄汲清（1959）提出的准地台中多轮回的

最小主应力，T 为岩石的抗张强度），莫尔圆与莫尔包

中碰撞造山带的后碰撞环境（Mitchell et al.，1981；

力（Pf）不断增大。当 Pf ≥σ3 + T 时（σ3 为垂直方向的

络线相切，地质体发生水压致裂并产生脆性破裂（图
13a）。破裂产生后空间得以释放，流体压力瞬间降
低（图 13b），金属物质的溶解度降低，导致矿物沉
淀析出并充填裂隙。裂隙的愈合又会再次抑制流

褶皱-断裂-岩浆活动相关的产物；② 板块构造理论

Meinert et al.，2005）；③ 活动大陆边缘的弧后伸展

带 或 俯 冲 板 片 回 撤 引 起 的 伸 展 环 境（Lehmann，

2004；Blundell et al.，2005；Meinert et al.，2005）；④
俯 冲 后 或 陆 内 裂 谷 环 境（Meinert et al.，2005）。 实

体活动，从而使流体压力再次增大，并重复上述过

际上，对于同一个地区的动力学机制也可能存在较

程（图 13b）。

大 争 议 。 例 如 对 于 南 岭 W-Sn 成 矿 带 ，华 仁 民 等

综上所述，朱溪断裂是上覆晚古生代碳酸盐围

（2005）认为其形成于印支造山运动后的大规模伸

岩和下伏双桥山群变质基底之间的构造接触界面，

展减薄，华南地区燕山中期（150~139 Ma）的大规模

也是区域构造薄弱带（霍海龙等，2018a），也是反映

金属成矿作用均形成于碰撞后的动力学背景；毛景

塔前-赋春成矿带乃至江南斑岩-矽卡岩 W 矿带中生

文等（2020）则认为其形成于古太平洋板块俯冲的

代推覆构造（滑脱构造）与成矿的关系的重要窗口。

弧后伸展环境，其展布与东南沿海发育的中晚侏罗

朱溪断裂内及其附近的“构造-岩浆-流体”活动相对

世斑岩-矽卡岩铜多金属成矿带平行。W 矿床形成

集中，它不仅可以作为导矿构造为流体的迁移提供

背景虽然在动力学背景上有区别，但实质上均是与

空间和通道，也能作为容矿构造成岩成矿，还能作为

岩石圈挤压向伸展转换时的地壳物质重熔有关

配矿构造驱动次级裂隙发育，加强水岩反应，导致

（Meinert et al.，2003；2005；Pirajno，2009）。华南板

W-Cu 矿化。成矿作用的发生，即 W-Cu 的卸载，主要

块的岩石圈从挤压向伸展转换主要表现为中晚侏

与朱溪“岩浆-热液”系统的温度、压力和盐度的降低

罗世强烈推覆构造变形，导致广泛发育层间滑脱，

有关，其控制因素正是挤压向伸展应力转换时的断

为矽卡岩型-斑岩型矿床的形成提供空间；而燕山

层阀行为。

晚期受脆性伸展变形的影响则形成独立的热液脉

4.3

型 矿 床 ，或 叠 加 于 早 期 矿 化 之 上 的 脉 状 矿（化）体

挤压向伸展转换的动力学背景
前人提出的 W 矿床形成背景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 槽台学说中苏联学者提出的地槽褶皱回返期间

图 13

（张达等，2021）。
前人对朱溪 W-Cu 矿床及所在的江南斑岩-矽卡

水压致裂莫尔图解（a，据 Fossen，2016）及断层阀模式中流体压力的波动（b，据 Sibson et al.，1988）

当初始应力状态为莫尔圆位于莫尔包络线下方时，流体压力增加使莫尔圆左移与莫尔包络线相交，形成走滑断层（箭头 A）；当初始差应力较
小时，流体压力增加使莫尔圆左移至伸展体制中并与莫尔包络线相交，产生水压致裂的张性裂隙（箭头 B）
σ—正应力；σ1—最大主应力；σ3—最小主应力；τ—剪应力；Pf—流体压力

Fig.13

Coulomb Mohr’s criterion during fluid fracturing (a, after Fossen, 2016) and fluctuation of fluid pressure in fault-valve
model (b, after Sibson et al., 1988)

If the original state of stress was so that the Mohr’
s circle was well below the Coulomb failure line, increasing the fluid pressure may shift the Mohr’
s
circle so much to the left on the diagram that one point on the Mohr’s circle touches the Coulomb line, resulting in fault slip (shift A);
and if the original stress difference is small, the Mohr’s circle may be shifted all the way into the tensile regime and generate
a pure extension fracture, i.g., fluid fracturing
σ1—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σ3—The minimum principal stress; τ—The shear stress; Pf—The fluid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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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型 W 矿带（图 1）形成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存在不同

Ma 之后为伸展拆离背景，以近直立平直 SQM 脉（F

认识。陈毓川等（2014）认为，赣北地区由北向南的

脉）为主要表现形式，其形成主要受控于水压致裂；

推覆构造促进了朱溪 W-Cu 矿床的形成，其动力学背

角砾构造也是在伸展拆离背景下形成，其形成时间

景是中生代古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Pan 等

比 F 脉更晚。

（2018；2019）进一步提出朱溪地区花岗质岩浆作用

（2）朱溪 W-Cu 矿床成矿期的断层阀行为发生

及其伴生的 W-Cu 成矿作用发生在 154~145 Ma 的岩

在挤压向伸展应力转换的背景中，可主要划分为破

石圈挤压环境中，可能是由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引

裂前，断层阀（地震破裂），流体充填（地震泵吸），自

起的；Zhang 等（2020b）通过对朱溪晚侏罗世煌斑岩

愈合和再循环等 5 个阶段。断层阀行为控制了岩浆-

（图 2）的研究提出朱溪 W-Cu 矿床的形成背景是古

热液系统温度、压力和盐度的降低，并导致 W-Cu 的

太平洋板块板块回撤导致的弧内裂谷或弧后环境；

卸载。

Fu 等（2021）则认为，古太平洋板块俯冲到欧亚板块

（3）朱 溪 断 裂 是 不 同 地 层 单 元 的 构 造 接 触 界

之下使基底岩石重熔形成了朱溪的成矿岩浆并造成

面，作为区域构造薄弱带，是反映塔前-赋春成矿带

W-Cu 矿化。毛景文等（2020）提出了一种新的成矿

乃至江南斑岩-矽卡岩 W 矿带中生代推覆构造（滑脱

背景：即古太平洋俯冲板片沿扬子和华夏板块间的

构造）与成矿的关系的重要窗口。朱溪断裂内及其

钦杭结合带撕裂（156~135 Ma），软流圈物质经板片

附近的“构造-岩浆-流体”活动相对集中，它不仅可以

窗或撕裂带上涌，引发上地壳物质重熔，并形成了壳

作为导矿构造为流体的迁移提供空间和通道，也能

源的过铝质-偏铝质花岗岩类和与之相关的 W（多金

作为容矿构造成岩成矿，还能作为配矿构造驱动次

属）矿床；俯冲板片重熔则形成长江中下游斑岩-矽

级裂隙发育，加强水岩反应。

卡岩 Cu 矿带。江南斑岩-矽卡岩型 W 矿带中（图 1；
毛景文等，2020），W 矿床的形成时间整体上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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