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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山成矿带沙泉子地区
钨矿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预测分析
张

琪，党宽太，王玉杰

（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北京
摘

要

１０００１２）

利用东天山成矿带 １ ∶ ５ 万矿调成果，结合东天山钨矿资源现状及该区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将沙泉子地
区钨矿按其成因进行总结、分类，依据地质、地球化学找矿信息，对沙泉子地区钨矿类型及找矿前景做出
评价，提出星星峡找矿远景区和白石泉西南山找矿远景区，为矿产勘查提供思路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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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矿已完成详查工作。 初步研究认为，沙泉子地区

前言

广泛分布华力西期二长花岗岩，在花岗岩与中元古

东天山成矿带在漫长的地质发展史中，经历了

蓟县系卡瓦布拉克碳酸盐岩接触带部位，均发育不

复杂的构造活动及岩浆活动，为区域成矿提供了一

同规模的夕卡岩化现象，是形成夕卡岩型钨多金属

定的优越的地质、地球化学条件，形成了金银铅锌铁

矿的有利部位；产于二长花岗岩中的石英脉型（ 裂

铜镍钨等多金属矿产。 沙泉子地区位于该成矿带东

隙填充型） 钨矿是该区新的钨矿类型。 通过进一步

部，始于中石炭世，成形于晚石炭世—早二叠世的阿

工作，东天山沙泉子地区有望成为新疆新的钨资源

齐克库都克断裂带，与此相关的各类侵入岩、火山

基地。

岩，控制着区内重要矿产的生成与分布。

１

子以东地区，空间上呈北东向展布，其中位于星星峡

１．１

东天山地区钨矿资源丰富 ［１］ ，主要分布于沙泉

东北 ２０ ｋｍ 的小白石头钨矿，为典型代表，已达中型
规模，矿床类型为夕卡岩型 ［２］ ，矿石类型主要为细

地质背景
区域地质背景
东天山位于中亚造山带的南缘（ 图 １） ， 是古亚

脉浸染状白钨矿，ＷＯ ３ 含量多为 ０．２％ ～ １％，其次为

洲洋构造演化的产物， 含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５］ 。 东

与钨矿化紧密相关的围岩蚀变为石榴石—透辉石夕

裂（ 康古尔、雅满苏、阿奇克库都克及星星峡） 划分

稠密浸染状白钨矿矿石， ＷＯ ３ 含量高 达 ５％ ～ ８％。
卡岩化、钾化、硅化

［３－４］

。

近几年来，随着地质找矿研究的深入，对于东天
山沙泉子地区钨矿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沙
泉子地区发现了多处钨矿（ 化） 点，钨矿化与华力西
期二长花岗岩活动密切相关，主要类型有石英脉型、
夕卡岩型两类，其中星星峡夕卡岩型（ 接触交代型）

天山构造带自北向南依次被近东西向展布的深大断
为大南湖—头苏泉岛弧带、康古尔—黄山剪切带、阿
齐山—雅满苏弧后盆地以及中天山地块 ［５－７］ 。

沙泉子地区区域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塔里木盆地

北缘， 中天山地块中央隆起带东部（ 中天山变质带
内） ［ ６－９］ ， 北西以阿奇克库都克断裂为界，南东以星
星峡断裂为界。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 编号：ＤＤ２０１６００１１） 资助。
［ 第一作者简介］ 张 琪，男，１９８９ 年生，学士，助理工程师，从事地球化学勘查及矿产地质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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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山区域地质矿产图（ 据文献［８］ ）

地层

区域地层以阿齐克库都克缝合碰撞带为界，分
属塔里木地层分区和准噶尔地层分区。 地层出露较
全，从太古宇至新生界均有出露，组成基底的地层有
太古宇、元古宇，具有盖层性质的地层有震旦系、寒
武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及第三系，其中以石炭
系分布最广。

１．３

勘

构造

纪蛇绿岩序列、石炭纪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序列、晚石炭世钾长花岗岩序列、晚石炭
世—早二叠世镁铁—超镁铁岩序列、二叠纪钾长花
岗岩—碱性花岗岩序列。 石炭纪侵入岩为钙碱系
列、富钠类型、铝弱饱和的闪长岩—花岗闪长岩、二
长花岗岩和钾长花岗岩；二叠纪侵入岩主要岩性为
钙碱性系列、低钾型、铝过饱和的辉绿岩、辉长岩、闪
长岩、花岗闪长岩、斜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和钾长
花岗岩 ［６－７］ 。

区域大型变形构造极其发育，尤以阿齐克库都
克深大断裂与区内铁铜、金、钨多金属矿关系最为密

２

岩的形成，以及热液流体体系的形成 、迁移 、就位。

学成矿环境及矿床主岩岩石组合特点，根据现有条

切。 该断裂活动控制了地层分布 、岩浆活动 、火山

区内矿床定位受多组构造控制，其中以北东向为主，
近东西向、南北向为辅。

１．４
８２０

岩浆岩
区内侵入岩以晚古生代最为发育。 主要有石炭

成矿类型分析
按照沙泉子地区钨矿形成的地质背景、地球化

件和认识，将该区钨矿成矿作用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２．１

夕卡岩型钨矿（ 接触交代型）
主要产于各类中—酸性侵入岩与碳酸盐岩接触

带部位，钨矿化与夕卡岩化关系密不可分，钨钼铜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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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等多金属矿化产于岩体与碳酸盐接触带部位，矿
体受接触带构造控制。 区内已发现的星星峡钨矿为
该类型典型代表。

星星峡钨矿位于沙泉子东南，星星峡镇东北 ５

ｋｍ 处。 矿区出露地层为中元古蓟县系卡瓦布拉克

群，岩性有条带状大理岩、白色块状大理岩、 深灰
色—黑色大理岩化结晶灰岩，地层受中天山地块内
的北东向断裂控制，在卡瓦布拉克群大理岩东南部，
出露大面积华里西中晚期二长花岗岩，沿二长花岗

一般每米发育 ２ ～ ５ 条，裂隙面见石英细脉，脉体破
碎，褐铁矿化较强，肉眼未见含钨矿物，裂隙充填物
经捡块样分析，ＷＯ ３ 最高达 ０．１２％，含钨裂隙围岩普
遍发育硅化、碳酸盐化、褐铁矿化现象，局部见云英
岩化。

３

成矿条件分析

３．１

成矿物质来源

岩与大理岩接触带部位，断续可见夕卡岩化现象，于

与钨矿关系密切的地层有：蓟县系卡瓦布拉克

星星峡钨矿一带，夕卡岩化强烈，延伸稳定，宽度加

群、长城系星星峡群以及新太古界—古元古界天湖

大，地表可 见 石 榴 石—透 辉 夕 卡 岩、 透 辉 夕 卡 岩、

岩群，其中，蓟县系卡瓦布拉克群、长城系星星峡群

透闪透辉夕卡岩。
钨矿（ 化） 体产于华里西中晚期二长花岗岩内
外接触带黑色含炭质夕卡岩化大理岩中，矿体分布

受北东向 裂 隙 构 造 控 制， 走 向 大 致 为 ４５°， 倾 向 东
南，倾角 ７０°至直立，矿体上盘为纯白大理岩或条带
状大理岩，大理岩产状较缓，倾角一般为 ３０° ～ ５０°之
间，下盘为二长花岗岩。 钨矿体呈囊状、透镜状产

富含 Ｗ、Ｂｉ、Ｓｎ 等成矿元素 ［９］ ，为钨铋多金属成矿提
供了物质基础（ 表 １） 。 钨元素在天湖岩群及二长花
岗岩中背景值不高，但具有较强的分异性，形成局部
富集趋势。
表１

卡瓦布拉克群

地表矿化断续延长大于 １５００ ｍ。 矿石呈黄棕色、深

星星峡群

灰绿色稠密浸染状构造，细—中粗粒结构，矿石矿物

天湖岩群

主要为白钨矿，脉石矿物有透辉石、石榴石、方解石、

二长花岗岩

白云石、石英、白云母等。 围岩蚀变主要为夕卡岩

区域背景值

化，与钨矿关系密切，其次有硅化、碳酸盐化、萤石

Ｗ

元素含量

出。 从工程控制程度来看，钨矿（ 化） 体宽 ２ ～ ５ ｍ，

ω Ｂ ／ １０ －６

沙泉子地区地层元素背景值统计
Ｂｉ

Ｓｎ

８．６６

０．９１

１．７

１．９７

０．４８

３．２

７．００
１．５８
０．７３

０．５０
０．５３
０．１６

３．７
３．８

１．１２

区域背景值：东天山地区综合研究与区域资源潜力预测评价报告。

化、绿帘石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褐铁矿化等，另
有黄铁矿化、黄铜矿化、辉钼矿化等金属矿化现象，

二长花岗岩岩浆期后高温热液活动，使得早期

应与岩浆其期后热液活动有关，反映了后期热液改

夕卡岩中含钨矿化物质及岩体中残留的成矿物质发

造作用的存在。

生再度活化、运移，在二长花岗岩内接融带张性裂隙

２．２

中沉淀，形成石英脉型钨矿，并伴生石英岩化现象。

石英脉型钨矿（ 裂隙填充型）
石英脉型钨矿与岩浆期后高温热液活动有关。

钨矿化的成矿母岩以华力西中晚期二长花岗岩为

３．２

物理化学条件
该区花岗岩体高硅（ ＳｉＯ ２ ＞ ７０％） 、富碱（ Ｎａ ２ Ｏ ＋

主。 花岗岩类多呈岩株状 、复合岩基状产出。 钨矿

Ｋ ２ Ｏ＞７％） ［４］ 、有利于形成岩浆后期含硅热液，是石

接触带片岩、片麻岩、变质侵入岩中（ 如新太古界—

比较有利的成矿围岩是钙质类岩石，在变质过

化主要产于含矿母岩的构造裂隙中，少量分布于外

古元古界天湖岩群下亚群、古元古代白虎关群） ，受

英脉型钨矿高温热液成矿作用的重要条件。

程中，不同物质有不同的膨缩系数等物理特征，使得

次级断裂、节理裂隙的控制。 已发现的钨矿（ 化） 点
主要分布在 １ ∶ ５ 万白石泉西南山幅中部的 Ｗ － Ｂｉ

围岩钙质条带接触面容易产生裂隙，卡瓦布拉克群

二长花岗岩及围岩裂隙内，含矿裂隙走向近南北向，

断裂构造及裂隙发育有利于矿液的流通、淋滤、

异常区内，如白石泉西南山钨矿点，钨矿化主要产于
宽度多在 ０．１ ～ ０．５ ｃｍ 之间，局部每米发育 ５ ～ １０ 条，

碳酸盐为钙质类地层，有利于夕卡岩型接触交代成
矿作用充分进行。
分异作用完全进行。 对接触变质过程中所产生的
８２１

矿

产

ＣＯ ２ 气体，起着逸散的作用，有利于夕卡岩矿物的生

成。 所以，也是形成富大矿体的重要条件。 北东向
分布的碳酸盐地层与中 － 酸性花岗岩接触带构造，
控制了区内夕卡岩型钨矿的产出特征；岩体或地层
中的裂隙构造，控制了石英脉型钨矿的分布。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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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大规模岩浆侵入活动，为 Ｗ、Ｂｉ 等成矿元素的活化、
运移和富集提供了热源条件。

Ｗ、Ｂｉ 元素在蓟县系卡瓦布拉克群大理岩中明

显富集，且具有强分异特征。 Ｗ、Ｂｉ、Ｓｎ 三元素在卡
瓦布拉克群呈明显相关，并形成较大规模综合异常

（如 ＢＨＳ１５、ＢＨＳ１６），综合异常呈北东向分布。 ＢＨＳ１５

流体及热源

综合异常区出露地层为蓟县系卡瓦布拉克群和长城

成矿流体与花岗岩浆同源，即早期成矿主要为

系星星峡群，以卡瓦布拉克群为主，其东南部有大面

岩浆分异晚阶段的岩浆水。 早期成矿主要为岩浆

积二长花岗岩体出露，Ｗ 异常沿卡瓦布拉克群大理

水，少量天水； 晚期则以天水为主

［１，１０－１１］

。

该区钨矿形成的热动力为花岗岩浆的热驱动。

４

地球化学特征分析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在阿齐克库都克深大

断裂南侧发育 Ｗ、Ｍｏ、Ｂｉ、Ａｕ、Ｓｎ、Ａｓ、Ｓｂ、Ｚｎ、Ｃｕ 综合

异常带，该带总体上呈北东向展布，异常组合以 Ｗ、
Ｍｏ、Ｂｉ、Ｓｎ 为主，尤以 Ｗ、Ｂｉ 组合最为紧密。 异常紧
紧围绕华里西中晚期二长花岗岩体分布。 晚古生代

图２

岩与二长花岗岩体外接触带发育（ 图 ２） 。

１ ∶ ５ 万岩屑地球化学测量成果显示，区内 Ｗ、

Ｂｉ 元素相对地壳克拉克值，处于明显富集状态，并
且属强分异型元素，Ｗ 变异系数为 ６．５，具明显富集
趋势，是主要成矿元素。 Ｗ、Ｂｉ 元素在华里西中晚
期二长花岗岩中，处于相对贫化状态，但具有强分异

特征，局部 形 成 Ｗ、 Ｂｉ 综 合 异 常 （ 如 ＢＨＳ５、 ＢＨＳ６、
ＢＨＳ７、ＢＨＳ１１ 等） ，反映了区石英脉型钨铋矿化特点
（ 图 ３） 。

星星峡钨矿综合异常图

１—蓟县系卡瓦布拉克岩群大理岩、条带状大理岩；２—长城系星星峡岩群大理岩、片岩、片麻岩；３—新太古—古元古界天湖岩群片

岩、片麻岩；４—二长花岗岩；５—华力西晚期花岗闪长岩；６—古元古界黑云斜长片麻岩；７—地质界线；８—韧性剪切带；９—综合异常；
１０—钨元素异常；１１—铋元素异常；１２—锡元素异常；１３—单元素等值线含量值；１４—综合异常编号；１５—单元素异常编号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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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沙泉子地区区地质找矿综合预测图

１—第四系覆盖区；２—蓟县系卡瓦布拉克岩群大理岩、条带状大理岩；３—长城系星星峡岩群大理岩、片岩、片麻岩；４—
新太古—古元古界天湖岩群片岩、片麻岩；５—黑云斜长片麻岩；６—华力西期二长花岗岩；７—花岗岩类； ８—断裂及编
号； ９—综合异常及编号；１０—异常组分；１１—找矿远景区

沙泉子地区 ＢＨＳ１５ 综合异常地化特征表

表２
异常

最大值

离差

平均值

变化系数

异常下限

衬度

面积

规模

异常

编号

Ｍａｘ

δ

Ｘ

Ｃａ

６７．８

Ｐｓ ＝ Ｋ×Ｓ

点数 Ｎ

１６．６

Ｋ ＝ Ｘ ／ Ｃａ

Ｓ

４５７

Ｒ＝δ／ Ｘ

１８．６

３．８

６．０

１．１

５．５

２．９

１２

Ｗ２２

Ｓｎ１５

４８．３

Ｂｉ２９

３１．１

Ｂｉ２８

规模排序：Ｐｓ Ｗ２２

４２．４

１２．０

－Ｐｓ Ｂｉ２８

５．０

１６．２

－Ｐｓ Ｂｉ２９

１３．６

４．２

２１．０

－Ｐｓ Ｓｎ１５

２．９

４．１
１．６
１．３

０．８５
０．８５

８．３

５．１

４．５

１．１

２．２

１．３

１９．１

总规模：∑Ｐｓ ＝ ５４．６；单位：Ｍａｘ、Ｘ、Ｃａ：１０ ；Ｓ：ｋｍ 。

Ｂｉ、Ｓｎ 异常位于 Ｗ 异常内，其中 Ｗ２２ 最大值
４５７ × １０ －６ ，平均值为 ６７．８ × １０ －６ ，衬度为 ８．３，规格化
面金属量为 ４２．４（ 表 ２） 。

２

－６

２

０．２

４２．４

４６

５．０

１０

４．２

２

该综合异常产于大理岩与二长花岗岩接触带部
位，Ｗ 异常表现为规模大，强度高，浓集中心明显等
特征，具有形成夕卡岩型钨矿的地化条件。 具矿致
８２３

矿

产

勘

２０１７ 年

查

异常特征，经槽探揭露，已见矿体。

高。 异常主要沿二长花岗岩及其接触带发育，并受

５

断裂影响较大，次级裂隙为主要含矿构造，围岩具有

找矿远景预测
在分析研究沙泉子地区的地层、构造、岩浆岩与

成矿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成矿地球化学特征，提出钨
矿找矿远景（ 图 ３） ，为找矿突破提供参考。

５ １

星星峡找矿远景区
星星峡找矿远景区位于星星峡镇北东 ５ ｋｍ 处，

呈北东向延伸。 宽 １ ～ ２ ｋｍ，长 １５ ｋｍ 左右。 包括
ＢＨＳ１５、ＢＨＳ１６ 两个乙 ２ 类综合异常。

明显褐铁矿化现象，沿裂隙见绿帘石化、绿泥石化、
碳酸盐化及硅化现象，裂隙两壁石英细脉发育，偶见
云英岩化现象。
该远景区规模较大，成矿地质及地球化学条件
优越，是寻找石英脉型钨钼锡铋多金属矿的有利区
域。 通过对二长花岗岩含矿性及其剥蚀程度的研
究，进一步优化成矿利靶区，有望取得找矿突破。

６

出露地层为星星峡群、卡瓦布拉克群；主要构造

结论
随着地质研究的深入、找矿技术手段的提高及

为天湖岩群与星星峡群接触断裂 Ｆ６，次为一些褶皱

找矿空间的拓宽，过去不易识别的白钨矿在沙泉子

构造；侵入岩主要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二长花岗

地区显示出巨大的找矿潜力，越来越多地被地质工

岩，亦有小面积晚元古代斜长花岗岩出露；沿二长花

作者认识和发现，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发现小

岗岩与卡瓦布拉克群大理岩接触带，广泛发育夕卡

白石头钨矿后，在其西延星星峡一带发现了星星峡

岩化现象；区内已发现星星峡钨矿及多处夕卡岩型

钨矿等。

钨矿（ 化） 点。

异常组合以 Ｗ、Ｂｉ、Ｓｎ 为主，其中 Ｗ 异常规模
大，强度高，其最高值达 ５７７ × １０ －６ ，反映明显矿化信
息。

该远景区位于夕卡岩型钨多金属成矿带上，北

东 ３０ ｋｍ 左右即为小白石头钨矿，两者成矿地质特

通过对主要钨矿类型和特征研究分析认为：沙
泉子地区存在着较大的钨资源潜力，具有良好的成
矿条件和特定的成矿类型。 根据新的找矿进展与找
矿线索及化探异常展布范围，提出了两处具有一定
找矿前景的远景区，各远景区具有一定的成矿条件、
找矿线索及化探异常。

征、矿化蚀变类型一致，小白石头钨矿已达中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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