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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是吉林省的重要矿产，已发现 249 处矿产地。根据《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技术要求，吉林省的

铁矿床被划分为岩浆型、接触交代型、岩浆热液型、受变质型、化学沉积型和风化型 6 个成因类型。文章系统总结
了铁矿的成矿地质条件，并对不同地质时代产出的铁矿床类型、特征及其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初步研究；系统分析
了主要含矿建造、成矿构造条件、岩浆作用及变质作用对铁矿成矿的制约，并以地质事件为主线，阐述了地壳演化
与成铁作用的内在联系，系统论述了吉林省各种类型铁矿床的时空分布特征。本研究对了解吉林省铁矿成矿规律
和找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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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mineralization and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iron
deposits in Jilin Province
JIANG FuPing, LI DeHong, ZHAO HuaWei, FENG DeChen and LIU DongWei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130102, Jilin, China)

Abstract
Iron ore is an important mineral in Jilin Province, 249 ore deposits and occurrences have been found. Ac‐
cording to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compiling the book《Geology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the iron
deposits in Jilin Province are classified into six genetic types: magmatic type, contact metasomatic type, magmatic hydrothermal type, metamorphic type, chemical sedimentary type and weathering typ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ore-forming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iron deposits, and make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ron deposits in different geological ages. Archean strata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ron ore-hosting geological bodies in Jilin Province, including Banshigou Group, Longgang
Group, Jiapigou Group and Nangang Group. They are a set of metamorphosed submarine volcanic sedimentary
ferrosilicon formation. The Proterozoic iron bearing geological bodi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iaoji rift and
Jihei orogenic belt, and the genetic types are mainly magmatic type hosted within basic intrusive complex and
metamorphic type hosted within metamorphosed basic volcanic sedimentary rocks and clastic or carbonate sedi‐
mentary rocks. The main control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iron ores are iron rich strata, tectonic and structure, as
well as magmatism and metamorphism. Taking geological events as the main lin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ter‐
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rustal evolution and iron form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types of iron deposits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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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是吉林省的重要矿产，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造环境，含铁地质体也各具特色，产出的矿床类型也

13.8249 亿吨（据吉林省国土资源厅，2018），是中国

有所不同。吉林省主要含铁地质体详见表 3。

铁矿的重要产地。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先后有于

2.1.1

德国等（1985）、徐公瑜等（1987）、陈尔臻等（2001）、

太古宙含铁地质体
太古宙含铁地质体主要为中-新太古界含铁沉

松权衡等（2013）对包括铁矿在内的吉林省主要矿产

积变质建造，原岩为一套海底基性火山-沉积岩系，

的成矿地质条件、成矿规律及资源潜力进行了系统

主要分布于龙岗陆核周边的板石沟地块、白山镇地

的研究和评价预测，这些研究成果对吉林省矿产地

块、夹皮沟地块及和龙地块（图 1）。这套岩系包括板

质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

石沟岩群、龙岗岩群、夹皮沟岩群、南岗岩群，大致分

同，以往各阶段关于矿床类型的划分方案有所不同，

为南、北 2 个含矿带（徐公瑜等，1987）。

类型也比较复杂。随着成矿系统（翟裕生等，1999）、

南矿带分布于白山市板石沟—通化县一带，含

成矿系列（陈毓川等，2007；2015）、成矿地质体（叶天

铁建造为板石沟岩群（周晓东等，2018），产出有白山

竺等，2014）等成矿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为成

市板石沟和通化县四方山 2 个大型铁矿床。

矿地质条件与成矿规律研究开拓了思路、指明了方
向，也为矿产勘查实践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

北矿带的分布西起东丰，向东经柳河、辉南、磐
石、桦甸、安图、和龙等地至图们江边，构成一个长约

本文是在“中国矿产地质志·吉林卷”研编项目

350 km、宽 5~30 km、向北突出的弧形铁矿带。受敦

之黑色金属矿产部分的研编成果基础上进行归纳总

密断裂和鸭绿江断裂左旋错动改造，由西至东分隔

结而成的，文章通过对成矿环境、含矿地质体、控矿

成 3 段：西段包括柳河-辉南、东丰县西南 2 个铁矿

构造、成矿岩体以及矿床特征的综合研究，系统梳理

带，前者呈北东走向，长 l40 km，宽 2~5 km，铁矿集中

了吉林省铁矿的成矿地质条件，并对矿床的时空分

分布在辉南地区；后者呈北西走向，长约 15 km，产有

布规律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有助于为吉林省铁矿

东丰和平铁矿床，含铁建造为龙岗岩群。中段从桦

的勘查规划及具体找矿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甸以东地区到安图两江，呈北西走向，长 140 km，宽
5~10 km，铁矿集中发育于桦甸老牛沟-夹皮沟一带，

1

矿产地概况

含铁建造为夹皮沟岩群，代表性矿床为桦甸老牛沟
铁矿床。东段矿带位于延边南岗地区，从安图两江

截至 2018 年底，吉林省累计发现了 249 处铁矿

经 和 龙 直 达 图 们 江 边 ，呈 北 西 走 向 ，长 180 km，宽

产地，其中大型矿床 5 处，中型矿床 13 处，小型矿床

20~30 km，铁矿集中分布和龙、安图一带，含铁建造

133 处，矿点 98 处。根据《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技

为南岗岩群。中-新太古界含铁建造主要产有鞍山

术要求，本文将吉林省已发现的铁矿床划分为 6 个

式受变质型铁矿床，是吉林省最重要含铁地质体。

成因类型（表 1），其中，主要类型为受变质型，共有

2.1.2

149 处矿产地，查明资源储量 114 698 万吨；其次为岩
浆型，发现 1 处矿产地，查明资源储量 18 748 万吨；

元古宙含铁地质体
古元古代含铁地质体主要分布在集安-长白一

带（图 1），属于龙岗陆块东南缘的辽吉裂谷，与太古

接触交代型共有 61 处矿产地，资源储量 1681 万吨；

宙龙岗复合陆块共同构成华北陆块的组成部分。含

化学沉积型矿产地 17 处，资源储量 3120 万吨，岩浆

铁地质体类型包括基性火山岩型、碎屑岩-碳酸盐岩

热液型和风化型均为矿点。主要矿床的一般地质特

型（沈保丰等，2020）和基性岩浆岩型。前者包括集

征见表 2。

安岩群和老岭岩群，矿床类型为受变质型铁矿床，已
发现矿产地 19 处，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0.8095 亿吨；

2

成矿地质条件

后者为古元古代层状侵入的基性杂岩体，矿床类型
为岩浆型铁矿床，发现大型矿床 1 个，查明资源储量

2.1

含铁地质体
不同地质时代的构造运动控制着不同的成矿构

1.8748 亿吨（刘戈等，2011）。
新元古代成矿地质体在吉南和吉北地区存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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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矿床类型
岩浆型
接触交代型
岩浆热液型

成矿环境

古元古代

断裂带
构造岩浆活动带
构造岩浆活动带、

中生代

陆块活化带
裂谷、坳陷盆地、

新太古代—
古生代

凹陷盆地
化学沉积型
风化型

湖沼相和陆表
海沉积盆地

新元古代

地表风化剥蚀区

新生代

成矿作用

1

矿产地名称
桦甸市老牛沟铁矿床

2021 年

含矿地质体

岩浆结晶、分异

基性岩浆侵入杂岩体

作用

碳酸盐岩地层内及矽卡
岩带

侵入岩浆热液

侵入体及围岩的断裂

交代作用

构造带

区域变质作用

矿体特征

矿石类型

似层状、条带状，成群成
带出现

矽卡岩型磁铁矿石

脉状、透镜体状

磁铁矿石、赤铁矿石

层状、板状、透镜状、带

碳酸盐岩建造

状形态，常成群分布

碎屑岩-碳酸盐岩

作用

建造

风化淋滤作用

原岩风化带

钒钛磁铁矿石

脉状、透镜状、不规则状

中基性火山岩-碎屑岩-

化学沉积分异

表2
Table 2
序号

质

吉林省铁矿矿床类型特征一览表

中生代、古生代 接触交代作用

深海盆地、陆缘
受变质型

地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iron ore deposit types in Jilin Province
成矿时代

陆缘裂谷边缘

床

磁铁矿石、菱铁矿石

层状或凸镜状

赤铁矿石菱铁矿石

脉状、扁豆状

褐铁矿石

吉林省主要铁矿床地质特征简表

Brief geological features of main iron deposits in Jilin Province
位置

位于桦甸市 100°方向直距 50 km 处

矿床类型
受变质型

成矿时代
新太古代

规模
大型

含矿地质体
夹皮沟岩群三道沟岩组条带状含铁
建造
塔东岩群拉拉沟岩组条带状含铁

2

敦化市塔东铁矿床

位于敦化市 23°方向直距 65 km 处

受变质型

新元古代

大型

3

白山市板石沟铁矿床

位于白山市 360°方向直距 5 km 处

受变质型

新太古代

大型

板石沟岩群条带状含铁建造

4

通化县四方山铁矿床

距通化县城 45°方向直距 38 km

受变质型

新太古代

大型

板石沟岩群条带状含铁建造

5

白山市五道羊岔铁矿床

距白山市江源区 308°方向直距 6 km

岩浆型

古元古代

大型

建造

斜长角闪石岩-角闪石岩杂岩体
老岭岩群大栗子岩组碳酸盐岩含铁

6

临江市大栗子铁矿床

距临江市 220°方向直距 17 km

受变质型

古元古代

中型

7

和龙市官地铁矿床

距和龙市 290°方向直距 16.3 km

受变质型

新太古代

中型 南岗岩群官地岩组条带状含铁建造

8

和龙市鸡南铁矿床

距和龙市 340°方向 18 km

受变质型

新太古代

中型 南岗岩群官地岩组条带状含铁建造

9

桦甸市双山头铁矿床

距桦甸市东南 115°方向 30 km

受变质型

新太古代

中型

10

柳河县大兴铁矿床

距柳河县 225°方向直距 42 km

受变质型

新太古代

中型

11

集安市砬子沟铁矿床

距集安市 328°方向直距 55 km

受变质型

古元古代

中型

12

磐石市吉昌铁矿床

位于磐石市吉昌镇南 8 km 处

接触交代型

中侏罗世

小型

13 白山市浑江区青沟铁矿床

位于白山市八道江镇西北 8 km 处

化学沉积型

14

通化市四道沟铁矿点

位于通化市铁厂镇四道沟村东 1 km 处

风化型

15

桦甸市蜂蜜顶子铁矿点

距桦甸市 330°方向 28 km

岩浆热液型

新元古代

中型

三叠纪—第三纪 矿点
早侏罗世

矿点

建造

龙岗岩群杨家店岩组条带状含铁
建造
龙岗岩群杨家店岩组条带状含铁
建造
集安岩群蚂蚁河岩组条带状含铁
建造
中侏罗世花岗岩与碳酸盐地层
接触交代形成的矽卡岩带
青白口系钓鱼台组滨海陆源碎屑
沉积含铁建造
震旦系八道江组断裂带风化壳
花岗闪长岩

显差异。吉南陆块区古元古界除最底部为少量陆相

的单陆屑建造-页岩建造组合，上部为一套开阔台地

河流沉积外，均为陆表海环境沉积，属典型克拉通盆

相的台地碳酸盐岩建造-藻礁碳酸盐岩建造-礁后页

地型的稳定环境沉积，连续沉积了青白口系、南华

岩建造组合（周晓东等，2018）。伴随新元古界沉积

系、震旦系等沉积建造，其底部为一套河流相的红色

建造的形成，在适宜的物理化学条件下形成多层含

复陆屑建造，下部为一套滨滩相-砂坝相-坝后泻湖相

铁建造。吉北造山带的含铁建造在南北两大板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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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主要含铁地质体统计表

Statistical table of main iron-bearing geological bodies in Jilin Province

时代

含铁建造

年代/Ma

矿床类型

新生代

古近系—第四系

5

—

—

风化型

中生代

三叠系—白垩系、花岗岩体

71

0.1305

—

接触交代型、岩浆热液型

泥盆系—二叠系

3

0.0035

—

接触交代型

寒武系—志留系

接触交代型、受变质型

古生代

4

0.0344

—

青龙村岩群

新东村岩组

2

0.1575

—

塔东岩群

拉拉沟岩组

新元古代

1

1.3214

—

机房沟岩组

1

0.0486

—

西保安岩组

3

0.007

—

10

0.3013

—

白房子组

7

0.0108

—

基性岩体

细河群

古元古代

钓鱼台组

老岭岩群
集安岩群
南岗岩群

中-新太古代

矿产地（处） 资源储量/亿吨

夹皮沟岩群

1

1.8748

—

大栗子岩组

9

0.6243

—

林家沟岩组

2

0.0112

—

荒岔沟岩组

1

—

2150（Pb 模式年龄）

蚂蚁河岩组

7

0.174

2201（锆石 U-Pb 变质流纹岩）

鸡南岩组

5

0.7413

—

官地岩组

9

0.8165

—

三道沟岩组

4

2.3427

—

2

0.0444

—

22

3.7715

—

老牛沟岩组

板石沟岩群
龙岗岩群

杨家店岩组

52

1.163

（角闪岩）

四道砬子河岩组

28

0.2464

—

249

13.8249

合计

受变质型

化学沉积型
岩浆型

受变质型

受变质型

注：
“—”表示没有数据。

具有不同特点，龙岗复合陆块北部造山带主要含矿

接触交代型铁矿床 1 个，为伊通县放牛沟硫多金属

层位有西保安岩组、青龙村岩群等，属于裂谷环境的

矿床（共生磁铁矿体）；矿点有伊通县铁矿点、任家沟

陆缘碎屑岩夹中基性火山岩及碳酸盐岩建造，已发

等铁矿点；受变质型仅龙井市江域铁矿点 1 个。

现矿产地 5 处，包括中型矿床 1 个，小型矿床 4 个，矿

（2）泥盆系—二叠系含铁地质体

床类型为受变质型铁矿床，代表性矿床为安图县四

主要分布于吉黑造山带江域早古生代增生楔

岔子铁矿床及东丰县西保安铁矿床；佳木斯-兴凯陆

内，含矿地质体主要为二叠系庙岭组及新元古界新

块南缘造山带主要含矿建造为机房沟岩组及塔东岩

东村岩组等。接触交代型铁矿床产于中酸性侵入岩

群，属于裂谷环境的陆缘碎屑岩夹中基性火山岩建

与大理岩、板岩、页岩、砂岩及中酸性火山岩的接触

造，产有敦化市塔东大型铁矿床，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带内，仅见龙井市伊泉及元东 2 个铁矿点。

1.3214 亿吨，矿床类型为受变质型铁矿床（张希友

2.1.4

等，2007）。
2.1.3

古生代含铁地质体

（1）寒武系—志留系含铁地质体

中生代含铁地质体
产于中生代地质体中的铁矿床主要分布于吉黑

造 山 带 内 ，矿 床 类 型 主 要 有 接 触 交 代 型 和 岩 浆 热
液型。

主要分布于集安-白山的浑江盆地和伊通-东丰-

接触交代型铁矿床与中生代花岗岩-花岗闪长

柳河-辉南一带的样子哨盆地，为寒武纪—奥陶纪陆

岩有关，已发现矿产地 23 处，查明资源储量 1337 万

表海沉积产物。赋存有接触交代型铁矿床及受变质

吨；岩浆热液型铁矿床主要赋床存于中生代中酸性

型铁矿床，与成矿有关的岩浆岩主要为加里东期中

侵入岩体中，以桦甸市蜂蜜顶子铁矿床为代表，查明

酸性侵入岩体。有资料记载的矿产地有 4 处，其中，

资源储量 1.7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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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古宙-元古宙含铁建造分布图
1—元古宙含铁地质体；2—太古宙含铁地质体；3—受变质型铁矿床；4—化学沉积型铁矿床；5—岩浆型铁矿床；6—接触交代型铁矿床；
7—岩浆热液型铁矿床；8—风化型铁矿床；9—Ⅱ级构造单元界线；10—Ⅲ级构造单元界线；11—Ⅳ级构造单元界线；
12—主要铁矿产地编号（矿产地名称见表 2）

Fig. 1 Distribution of iron bearing formations of Archean & Proterozoic ages
1—Proterozoic iron-bearing geological bodies; 2—Archaean iron-bearing geological bodies; 3—Metamorphic iron deposits; 4—Chemical sedimenta‐
ry iron deposit; 5—Magmatic iron deposits; 6—Contact metasomatic iron deposits; 7—Magmatic hydrothermal iron deposits; 8—Weathered iron
deposits; 9—Ⅱ-order boundary of tectonic unit; 10—Ⅲ-order boundary of tectonic unit; 11—Ⅳ-order boundary of tectonic unit;
12—The main serial number of the iron ore deposits (see Table 2 for mineral deposit name)

2.2

构造条件

不同类型的小型及微型构造为矿床、矿体的就位提

特定的区域构造环境控制不同类型及特征铁矿

供通道和容矿空间。

床的产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构造对成矿作用的
影响各有差异。区域性构造控制成岩成矿环境，如
各种类型的沉积盆地、穹窿构造、深大断裂、大型变
质变形构造等，控制成矿带、矿集区的形成与分布；

2.2.1

沉积盆地
不同构造演化阶段形成不同类型的构造盆地及

含铁建造。
新太古宙阶段在吉南地区形成陆缘裂陷沉积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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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如板石沟、夹皮沟、和龙等陆缘裂陷盆地（裂陷

北古生代—中生代的造山带内，成因类型主要为接

槽）等，受海底基性火山作用控制形成条带状硅铁建

触交代型铁矿床，其次是岩浆热液型铁矿床。

造 ，并 在 区 域 变 质 作 用 过 程 中 形 成 受 变 质 型 带 状

2.3.2

铁矿。

火山作用
与火山作用有关的铁矿床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

元古宙演化阶段，在吉南地区早期发育陆内裂

前新元古代，在龙岗复合陆块演化的不同阶段，基性

谷盆地、陆缘坳陷盆地，形成与碳酸盐岩共生的含铁

海底火山岩浆活动为受变质型铁矿床的形成提供了

建造；晚期为被动大陆边缘环境，出现陆棚碎屑岩盆

成矿物质来源。

地、陆表海和拉分盆地，形成石英砂砾岩建造、铁质

中生代以来的陆相火山岩浆活动可形成火山岩

岩建造、粉砂岩-泥岩建造、礁碳酸盐岩建造等（周晓

型铁矿床，但规模小，不具工业意义。

东等，2018），产出受变质型铁矿床和化学沉积型铁

2.4

变质作用

矿床；吉北地区在新元古代属于陆缘坳陷盆地，形成

吉南陆块区与铁矿关系密切的变质作用主要为

与基性火山岩-碎屑岩有关的含铁建造，发育受变质

发生在新太古代晚期和古元古代晚期的区域变质作

型铁矿床。

用，变质程度一般为绿片岩相-高角闪岩相，局部出

古生代—中生代时期，沉积盆地主要为陆表海

现混合岩化作用。

盆地、陆相湖盆、山间断陷盆地，含铁建造不发育。
2.2.2

穹窿构造
吉林省与铁矿分布较为密切的穹窿构造主要发

育在龙岗复合陆块区，是由多个次级穹窿构造组成

吉北区区域变质作用主要发生在新元古代末
期，变质程度一般为绿片岩相-低角闪岩相。区域变
质作用是铁矿最重要的成矿作用，形成受变质型铁
矿床，累计查明的资源储量占比达到 82.96%。

的复合片麻岩穹窿构造，包括发育在柳河、白山镇、
板石沟、夹皮沟、和龙等地块内的小型穹隆构造，受

3

主要典型矿床基本特征

地块拼贴作用改造，除柳河-白山镇地块的穹隆构造
比较完整外，其它地块中的穹隆构造均不完整。
在穹窿构造内发育近等轴状分布的变质深成侵

吉林省具有工业意义的铁矿床类型主要是受变
质型铁矿床，其次是岩浆型和接触交代型铁矿床，主

入体（花岗质片麻岩），周边是断续分布的条带状表

要典型矿床的基本特征简要介绍如下。

壳岩系（杨振升等，2008），受变型作用改造形成复杂

3.1

的褶皱构造形态，铁矿床均产于表壳岩系中，矿体形

桦甸市老牛沟铁矿床
老牛沟铁矿床位于桦甸市 100°方向、直距 50 km

态及空间展布受褶皱构造控制。

处，总体呈北西向展布，西起苇厦子，东至四道沟，全

2.2.3

长 18.5 km、宽 3.6~6.2 km，面积约 97 km2，包括 12 个

断裂构造
深大断裂控制着成岩成矿环境，对成矿岩体、成

矿建造的分布及成矿物质来源具有控制作用，如古

矿段共计 314 条矿体，矿床规模大型，矿床类型为受
变质型铁矿床。

陆边缘断裂控制着铁建造的沉积盆地，对受变质型

矿床处于龙岗复合陆块之夹皮沟地块内，矿体

铁矿床、化学沉积型铁矿床具有重要影响，并为岩浆

主要赋存于夹皮沟岩群三道沟岩组中，主要岩性组

型铁矿床的成矿岩体侵位提供了通道和空间。

合为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黑云片岩夹多层

次级规模的各种类型壳断裂对岩浆热液型铁矿

磁铁石英岩。矿带总体走向 290°~320°，倾向北东，

床、接触交代型铁矿床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矿体

赋存标高为 600 m~-300 m。矿体形态一般呈似层

的形态、产状、规模多受断裂构造控制。

状、透镜状和扁豆状，其次有褶皱状、分叉状等形态，

2.3

常成群出现；
矿体的长度为 20~1670 m，以 100~400 m

2.3.1

岩浆作用
岩浆侵入作用

者居多；
矿体厚度为 1.01~87.03 m，一般为 2~10 m；矿

与基性-超基性岩浆侵入有关的铁矿床主要产

体延深一般为 10~300 m。矿体走向 280°~330°，倾向

生于龙岗陆块南部边缘，成矿岩体沿陆缘断裂构造

北东，倾角一般 50°~80°，个别矿体近于直立。矿石

分布，在斜长角闪石杂岩体中形成岩浆型铁矿床，如

主要为粒状变晶结构，块状、片麻状、条带状构造。

五道羊岔铁矿床。

矿石类型主要为磁铁石英型矿石，占总量的 66%，品

与中酸性岩浆侵入有关的铁矿床主要分布于吉

位 w（TFe）一般为 20%~38%；其次是磁铁闪石型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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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占总量的 30%，品位 w（TFe）一般为 18%~36%；另

处，共有 10 个矿组 98 条矿体，工业矿体为 7 个矿组

有少量磁铁绿泥石型矿石。矿床平均品位 31.25%。

47 条矿体。矿床规模为大型，矿床类型为岩浆型铁

3.2

矿床。

临江市大栗子铁矿床

矿床处于龙岗复合陆块之板石沟地块北东部，

矿床位于临江市 220°方向、直距 17 km 处，北距
大栗子镇 2 km，包括 11 个矿段共 83 条矿体，矿床规
模中型，矿床类型受变质型铁矿床。

区内发育新太古界表壳岩和太古宙变质深成侵入岩
（TTG 岩系），构成太古宙片麻状穹窿构造，其上叠加

矿床处于辽吉裂谷、海城-临江裂陷槽内。矿体

了古元古代近东西向陆缘裂谷断裂系统，沿断裂系

产于古元古界老岭岩群大栗子岩组中，主要岩性组

统局部有基性岩浆侵入，形成基性杂岩体，矿体即产

合为灰黑色千枚岩及粉砂岩夹大理岩，自下而上划

于基性杂岩体内。矿体呈似层状，近平行分布，总体

分为 H1~H7 七个岩性组合层，其中 H2~H6 为含矿

走向北东，向南西方向侧伏，侧伏角 15°~45°；横剖面

层，总厚度约 3140 m，由互层状的千枚岩、大理岩组

上矿体呈宽缓背斜形态，南东翼倾向 128°，倾角 8°~

成。矿体的形态及展布严格受大栗子向斜构造及叠

40°，北西翼倾向 308°，
倾角 25°~50°，
在转折端附近矿

加其上的断裂构造控制，走向 30°~70°，倾向南，倾角

体厚度变大。矿体赋存标高 1045 m~-270 m，长 45~

35°~70°。矿体长 n×10 m~300 m，延深 200~700 m，

1960 m，倾斜延深 33~1020 m，厚度 1.46~50.1 m。矿

厚度 1~24 m。矿石类型包括磁铁矿型、赤铁矿型和

石类型属于钒 钛 磁 铁 矿 石 ，金 属 矿 物 以 磁 铁 矿 为

菱铁矿型三种，千枚岩中产赤铁矿、磁铁矿，大理岩

主，另有少量磁黄铁矿、钛铁矿、黄铁矿、黄铜矿；非

和白云岩中产菱铁矿、磁铁矿，赤铁矿分布在地表浅

金属矿物主要为斜长石和角闪石，其次为石榴石、

部氧化带，磁铁矿分布在浅部或中部，菱铁矿一般分

绿泥石和黑云母。矿石品位 w（mFe）5.04%~41.3%，

布在赤铁矿或磁铁矿向下延深部位。矿石结构主要

矿床平均品位 w（mFe）14.61%；伴生组分平均含量：

有细粒变晶结构、
交代残余结构、
碎裂结构；
构造主要

w（V2O5）为 0.22%，w（TiO2）为 2.7%，w（Co）为 0.01%。

为块状、
角砾状、
花斑状构造等。磁铁、
赤铁富矿石品
位 w（TFe）＞40%，菱铁矿石品位 w（TFe）＞30%，赤铁

4

地壳演化与成铁作用

矿石的 w(Mn )为 0.8%~1.2%，菱铁矿石的 w(Mn )为
1.0%~2.9%。矿床平均品位 w（TFe）为 40.4%。

3.3

吉林省地壳演化大致经历前新元古代统一的华

敦化市塔东铁矿床

北陆块形成阶段、新元古代—早三叠世古亚洲构造

矿床位于敦化市 23°方向 65 km 处，共有 2 个矿

域演化阶段、中三叠世以来滨太平洋构造域演化等 3

组 42 条矿体，矿床规模为大型，矿床类型为受变质

个阶段。不同地壳演化阶段控制了不同铁矿成矿环

型铁矿床。

境，其成矿作用也各有特点，形成不同类型、不同规

矿床处于松嫩-佳木斯-兴凯联合地块南部陆缘

模的铁矿床（图 2）。

之塔东-黄松甸新元古代残留构造岩片内，矿体赋存

4.1

于新元古界塔东岩群拉拉沟岩组上部岩性段中，主

4.1.1

要岩石组合为斜长角闪岩、磁铁斜长角闪岩、黑云

华北陆块形成演化与成铁作用
太古宙龙岗陆核的形成演化与铁矿
太古宙陆壳演化与成矿作用（2800~2500 Ma）：

斜长片麻岩、透辉岩、透辉斜长片麻岩，具有角闪岩

以龙岗复合陆块区为代表，根据表壳岩系和 TTG 岩

相变质作用。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体状，近南

系的时空分布特征，从中（？
）~新太古代表壳岩形成

北向展布，倾向东，倾角 50°~88°；矿体长 75~1000 m，

开始，至太古宙末超大陆形成，其形成与演化过程大

延深 10~1020 m，厚度 1.85~32.47 m。矿石类型为闪

致如下：大约在 2800 Ma，本区微陆块的聚合拼贴作

石型磁铁矿石，
具有半自形-他形变晶结构、
交代结构，

用，形成初始龙岗陆核，岩石普遍遭受强烈的区域变

条带状、层纹（细脉）状、浸染状构造等。矿石品位

质作用和混合岩化作用。随后龙岗陆核又发生了伸

w（TFe）20.43%~37.15%，平均 25.35%；其他伴生组分

展作用，分裂出板石沟、白山镇、夹皮沟及和龙等 4

含量：w（P2O5）为 1.58%，w（S）为 3.19%，w（V2O5）为

个微地块，并形成相应的新太古沉积盆地，沉积了板

0.19%，w（Co）为 0.008%。

石沟岩群、龙岗岩群、夹皮沟岩群及南岗岩群等海底

3.4

白山市五道羊岔铁矿床

基性火山岩含铁建造。2500 Ma 左右，诸块体拼合

矿床位于白山市江源城区 308°方向、直距 6 km

形成龙岗-和龙复合陆块，并导致陆壳增厚，拼合带

第 40 卷 第 6 期

姜福平等：吉林省铁矿成矿地质条件及时空分布规律

图2
Fig.2

1345

吉林省铁矿成矿谱系图

Mineralization pedigree diagram of iron ore in Jilin Province

出现了钾质花岗岩和紫苏花岗岩侵位，岩石普遍遭

期的陆表海沉积，接受化学沉积，形成浑江式和临江

受绿片岩相-角闪岩相的区域变质作用和混合岩化

式化学沉积型铁矿床。

作用，并形成大量的铁矿产（陈尔臻等，2001）。

4.3

滨太平洋构造域的形成演化与成铁作用

在太古宙陆壳演化阶段，沿不同时期陆块边缘

这一阶段形成的铁矿主要为产于中酸性侵入岩

形成裂陷盆地，沉积了富含硅铁质的基性火山-沉积

与碳酸盐岩接触带内的接触交代型矿床，其次有岩

建造，经区域变质作用形成受变质型铁矿床（鞍山式

浆热液型铁矿床形成。

铁矿床），是吉林省最重要的成铁时期，形成了一系

新生代，
在地表氧化环境中，
形成风化型铁矿床。

列大、中、小型铁矿床。
4.1.2

元古宙陆缘增生带的形成演化与成铁作用

5

铁矿的时间分布规律

元古宙陆壳演化阶段，早期拉张环境下，沿裂谷
边缘断裂发生基性岩浆侵入作用，于断裂带旁侧或

吉林省从新太古代—第四纪均有成矿作用发

次级断裂交叉处形成岩浆型铁矿床；在裂陷盆地中

生，不同时代的成矿作用产生的构造环境、强度、规

沉积了含铁碳酸盐岩建造，经过区域变质作用形成

模、类型均有所不同，其形成的矿床类型、规模、数

大栗子式受变质型铁矿床。

量、矿体及矿石特征也各具特点。从吉林省铁矿床

4.2

古亚洲构造域形成演化与成铁作用

成矿时代分布情况看，新太古代是吉林省最重要的

在吉北造山带，松-佳-兴微陆块之间及与华北板

成矿时期，其次为古元古代、新元古代，中生代铁矿

块之间出现拉张性过渡型陆壳，形成弧后盆地环境，

床也具有一定的工业意义（图 3）。

沉积了含铁中基性火山岩建造，形成塔东式受变质

5.1

型铁矿床。
吉南陆块区主要表现为新元古代至早寒武世早

新太古代
新太古代是吉林省铁矿的主要成矿期，共计发

现矿产地 122 处，其中，大型矿床 3 处，中型矿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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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铁矿成矿时代与矿床类型、规模结构图（数字为矿产地数量）

Metallogenic age, type and size of iron deposits in Jilin Province (the number is the quantity of mineral deposits
or occurrences)

处，小型矿床及矿点 109 处。成矿主要发生在吉南

时线年龄为（2605±98）
（2σ）Ma，Rb-Sr 等时线年龄为

区的龙岗复合陆块区，主要含矿建造有龙岗岩群、夹

（2585±67）Ma（刘志宏等，1999）；板石沟岩群斜长角

皮沟岩群、南岗岩群、板石沟岩群等，这些含矿建造

闪岩和绿帘角闪片岩锆石同位素年龄为（2548±11）

的时代基本代表了其中所产出的铁矿床的成矿

Ma~（2728±71）Ma（周晓东等，2018）。

时代。

5.2

龙岗岩群四道砬子河岩组斜长角闪岩锆石 U-

古元古代
古元古代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吉南区龙岗复合

Pb 年龄为（2555±13）Ma、
（2528±13）Ma、
（2529±9.8）

陆块的边缘及辽吉裂谷带内，矿床类型包括受变质

Ma（佟智强等，2017）；龙岗岩群四道砬子河岩组浅

型铁矿床和基性-超基性岩浆型铁矿床。

色麻粒岩锆石同位素年龄为（2534±9）Ma，杨家店岩

岩浆型铁矿产地 1 处，即五道羊岔大型铁矿床，

组角闪斜长片麻岩锆石同位素年龄为（2540±9）Ma，

根据成矿岩体所侵入的斜长角闪岩的同位素年龄

通过对老牛沟—白山镇地区变质深成侵入体的年代

（2519±21）Ma（沈保丰等，1994），推测其成矿时代为

学 研 究 ，可 以 划 分 2580~2560 Ma 和 2540~2520 Ma

古元古代早期，也即辽吉裂谷演化的早期。

两个构造岩浆阶段（周晓东等，2018）。夹皮沟岩群

受变质型铁矿产地 19 处，其中中型矿床 2 处，小

三道沟岩组斜长角闪片麻岩、变粒岩锆石 U-Pb 年龄

型矿床及矿点 17 处。含矿建造主要为老岭岩群大

为 2425~2540 Ma ，平 均 为 2492 Ma（徐 公 愉 等 ，

栗子岩组，成矿时代为古元古代中晚期，代表性矿床

1985）；夹皮沟岩群英云闪长质片麻岩锆石 SHRIMP

有大栗子铁矿床及小栗子铁矿床等。

测定，同位素年龄（2556±3）Ma~（2527±11）Ma（周晓

5.3

东等，2018）。鸡南铁矿斜长角闪岩锆石 U-Pb 测试
结果表明，岩石区域变质峰年龄为（2469±9）Ma（任

新元古代
新元古代铁矿成矿作用在吉南区和吉北区均有

出现，但其成矿环境和成矿机制却又明显不同。

云生等，2020）；官地铁矿斜长浅粒岩锆石 U-Pb 年龄

吉南地区新元古代成矿环境以陆表海环境为

为（2525±48）Ma，应代表区域变质作用时限（商青青

主，属典型的稳定大陆边缘环境，形成的铁矿床类型

等 ，2017）；官 地 铁 矿 英 云 闪 长 质 片 麻 岩 锆 石

主要为化学沉积型，含矿地层主要是青白口系白房

SHRIMP 测定，加权平均年龄为（2559±11）Ma（周晓

子组和南华系钓鱼台组，地层的成岩时代也即是其

东等，2018）。板石沟铁矿变质表壳岩全岩 Sm-Nd 等

中所产铁矿床的成矿时代，白房子组中产有临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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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房子铁矿床，钓鱼台组中产有浑江式青沟铁矿床。

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图 5）。

发现中型铁矿床 1 处，小型铁矿床及矿点 16 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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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变质型铁矿床

吉北区新元古代成矿环境主要为陆缘裂谷盆

该类型是吉林省最重要的铁矿成因类型，共发

地，属于活动大陆边缘环境，矿床类型为受变质型铁

现 149 处矿产地，主要分布华北陆块成矿省的Ⅲ-56

矿床。发现大型铁矿床 1 处，小型铁矿床及矿点 6

辽东（隆起）成矿带，另外在吉黑成矿省的Ⅲ-52 小兴

处。代表性矿床有敦化市塔东铁矿床，矿床产于塔

安岭-张广才岭成矿带、Ⅲ-55 吉中-延边（活动陆缘）

东岩群拉拉沟岩组内，塔东岩群的锆石同位素年龄

成矿带内也有少量分布，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11.4698

组成复杂，主要在（749±10）Ma~（948±9）Ma 之间，还

亿吨。

有多个处于 979~2493 Ma 之间的年龄值，表明蚀源

6.1.1

吉黑成矿省

区可能有新太古代—新元古代的锆石。另外，侵入

吉黑成矿省分布的受变质型铁矿产地共有 8

到拉拉沟岩组的斜长花岗岩脉体 17 粒岩浆成因锆

处，查明资源储量 1.5344 亿吨。大型矿床 1 处，即福

石的测点，见 2 组谐和年龄为（516±4）Ma 和（534±3）

安堡-塔东矿带（Ⅳ-8）内的塔东铁矿床；中型矿床 1

Ma（周晓东等，2018），因此，矿床的成矿时代置于新

个，即分布在大蒲柴河-海沟矿带（Ⅳ-15）内的安图县

元古代是合理的。

四岔子铁矿床；其他均为小型及矿点，分布在不同的

5.4

古生代—新生代

矿带内。

吉林省古生代铁矿产出较少，主要分布于浑江

6.1.2

华北陆块成矿省

盆地、样子哨盆地及吉黑造山带磐双裂陷内，含矿地

华北陆块成矿省是吉林省受变质型铁矿产地的

质体主要为为泥盆系机房沟组、石炭系鹿圈屯组和

主要分布区域，共分布有 141 处矿产地。Ⅲ-56-①铁

二叠系庙岭组，大部分矿床产于中酸性侵入岩与碳

岭-靖宇（次级隆起）成矿亚带分布有 120 处矿产地，

酸盐岩的接触带内，矿床类型主要为接触交代型，与

其中，安口-那尔轰矿带（Ⅳ-17）分布有中型矿床 4

成矿有关的岩体年龄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成矿时

处、小型矿床及矿点 73 处，查明资源储量 1.3960 亿

代，其中，花岗闪长岩 239~426 Ma，石英闪长岩 252~

吨；夹皮沟-露水河矿带（Ⅳ-18）分布有大型矿床 1 处

381.7 Ma，二 长 花 岗 岩 240~317.9 Ma（周 晓 东 等 ，

（老牛沟铁矿床）、小型矿床及矿点 5 处，查明资源储

2018）。
产于中生代的铁矿主要分布于吉北区的吉黑造

量 2.3872 亿吨；金城洞-百里坪矿带（Ⅳ-19）分布有中
型矿床 3 处、小型矿床及矿点 11 处，查明资源储量

山带内，主要矿床类型有接触交代型及岩浆热液型。

1.5578 亿吨；二密-板石矿带（Ⅳ-20）分布有大型矿床

接触交代型发现小型铁矿床及矿点共计 56 处，代表

2 处（板石沟铁矿床和四方山铁矿床）、小型矿床及矿

性矿床为吉昌铁矿床；热液型主要赋存于中生代中

点 21 处，查明资源储量 3.7715 亿吨。Ⅲ-56-②营口-

酸性侵入岩体内，发现小型铁矿床及矿点 16 处。主

长白（次级隆起、Pt1 裂谷）成矿亚带共有 21 处铁矿

要成矿岩体的年龄：二长花岗岩 150~180.5 Ma；花岗

产地，其中，通化-长白矿带（Ⅳ-21）分布有中型矿床

闪 长 岩 175~186.9 Ma；花 岗 斑 岩 148 Ma；闪 长 岩

3 处、小型矿床 10 处，查明资源储量 0.6490 亿吨；财

（98.1±2.0）Ma；石英闪长岩（129 ±2）Ma（周晓东等，

源-集安矿带（Ⅳ-22）有中型铁矿床 1 处、小型矿床及

2018）。
新生代铁矿产地仅发现于吉南区，矿床类型为
风化型，发现小型铁矿床及矿点 5 处，代表性矿床为
通化四道沟铁矿床。

矿点 7 处，查明资源储量 0.1740 亿吨。

6.2

岩浆型铁矿床
目前仅查明一处矿产地，即分布于二密-板石矿

带（Ⅳ-20）的五道羊岔大型铁矿床，查明资源储量
1.8748 亿吨。

6

铁矿的空间分布规律

矿床分布于古陆边缘断裂带控制的基性侵入杂
岩体中，根据最近的勘查工作成果，在头道羊岔、二

吉林省各个成矿区带的地质构造环境的差异和

道羊岔、爱林、回头沟等地均发现类似铁矿体，含矿

地质演化过程的不同，导致其成矿作用类型和作用

岩体及矿石类型与五道羊岔铁矿床相似。因此，在

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表现在矿床类型、矿床规模、

五道羊岔铁矿床的南西和北东两侧方向，沿陆缘断

矿产组合上各具特征（图 4），在各个成矿区带的空间

裂带分布区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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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铁矿空间分布与矿床类型、规模结构图（数字为矿产地数量）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ron ore deposits in Jilin Province and their types and size (the number is the quantity of mineral
deposits or occurrences)

6.3

接触交代型铁矿床

起、Pt1 裂谷）成矿亚带，有 7 处铁矿产地，共查明资源

接触交代型铁矿床主要分布在吉黑成矿省的

储量 0.0240 亿吨，代表性矿床有集安市土湖沟铁铜

Ⅲ-52 小兴安岭-张广才岭成矿带、Ⅲ-55 吉中-延边

（活动陆缘）成矿带和华北陆块成矿省的Ⅲ-56 辽东
（隆起）成矿带，共发现 61 处矿产地，累计查明资源
储量 0.1681 亿吨。吉黑成矿省是吉林省接触交代型
铁矿床的主要分布区域，共分布有 53 处矿产地，均
为小型矿床及矿点。
小兴安岭-张广才岭成矿带共有 9 处，查明资源
储量 0.0401 亿吨，代表性矿床有长春市二道区东风
硫铁矿床（共生磁铁矿体）、汪清县六道崴子铜矿床

矿床及集安市大青沟北沟铁矿床。

6.4

化学沉积型铁矿床
化学沉积型铁矿床分布在华北陆块成矿省的

Ⅲ-56 辽东（隆起）成矿带，
Ⅲ-56-②营口-长白（次级隆

起、
Pt1裂谷）成矿亚带，
通化-长白矿带（Ⅳ-21）内，
共发
现 17 处矿产地，
有中型矿床 1 处（浑江区青沟铁矿床）、
小型矿床及矿点16处，
查明资源储量0.3120亿吨。

6.5

岩浆热液型铁矿床
在大兴安岭成矿省、吉黑成矿省和华北陆块成

及珲春市青龙山铁矿床等。吉中-延边（活动陆缘）

矿省均有产出，共发现 16 处岩浆热液型铁矿矿产

成矿带 44 处，查明资源储量 0.1040 亿吨，代表性矿

地，仅桦甸市蜂蜜顶子铁矿床探获有资源储量，其他

床有磐石市吉昌铁矿床、伊通县放牛沟硫多金属矿

均为矿点，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0.0002 亿吨。

床（共生磁铁矿体）及梨树县太阳沟铁矿床等。
华北陆块成矿省仅分布区域于Ⅲ-56 辽东（隆
起）成矿带，除 1 处矿点位于铁岭-靖宇（次级隆起）成
矿亚带，其余均分布于Ⅲ-56-②营口-长白（次级隆

大兴安岭成矿省（Ⅱ-12）：突泉-翁牛特铅-锌-银铜-铁-锡-稀土成矿带（Ⅲ-50），万宝-那金矿带（Ⅳ-1）
矿产地 4 处。
吉黑成矿省（Ⅱ-13）：福安堡-塔东矿带（Ⅳ-8）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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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铁矿空间分布规律图

Map show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regularities for iron ore in Jilin Province

产地 2 处，亮兵台-天桥岭矿带（Ⅳ-9）矿产地 1 处，开

于吉南地区的前寒武纪陆块内，并具有沿不同时期

山屯-小西南岔矿带（Ⅳ-10）矿产地 1 处，山河-漂河

的陆缘增生带成带分布特征。

川矿带（Ⅳ-14）矿产地 5 处。
华北陆块成矿省（Ⅱ-14）：安口-那尔轰矿带（Ⅳ-

（2）主要含铁建造有太古宙夹皮沟岩群、板石
沟岩群、南岗岩群、龙岗岩群和古元古界集安岩群、

17）矿产地 2 处，通化-长白矿带（Ⅳ-21）矿产地 1 处。

老岭岩群以及新元古界塔东岩群，是吉林省铁矿勘

6.6

查的主要目标层位。

风化型铁矿床
风化型铁矿床均分布于华北陆块成矿省，仅发

（3）古元古代基性岩浆侵入杂岩体是岩浆型铁矿

现 5 处矿产地，其中：安口-那尔轰矿带（Ⅳ-17）1 处，

的主要成矿岩体，
沿北东向龙岗陆块边缘断裂带分布，

夹皮沟-露水河矿带（Ⅳ-18）1 处，通化-长白矿带（Ⅳ-

在五道羊岔铁矿床北东、
南西方向具有较大找矿潜力。

21）3 处。所发现的矿产地均为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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