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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沟里地区金矿床地质背景研究
杨宝荣１ ，张里斌２ ，马忠贤２ ，王晓云
（ 青海省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局八队， 西宁
摘

要

２

８１００１２）

沟里地区金矿床主体位于昆中 Ａｕ 成矿带之东段，也处于东昆仑南坡构造带之东段，经历了多期次的扩张
－收缩及俯冲造山作用，形成了以 Ａｕ、Ａｇ、Ｐｂ、Ｚｎ、Ｃｕ、Ｃｏ、Ｎｉ、Ｆｅ 等为主金属矿产富集区。 文章在沟里地区

金矿成矿规律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成矿时代，金成矿与构造、岩浆岩、变质岩及围岩蚀变的关系分析，总结
了青海省沟里地区金矿床成矿地质背景，对沟里地区金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为后续
找矿勘查工作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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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里地区是青海省重要的金找矿潜力区域之
一，行政区划隶属于青海省都兰县。 沟里地区成矿
地质背景条件独特，与著名的五龙沟金矿集区处于
同一构造成矿带内，其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东昆仑南

坡构造带之东段（ 袁万明等，２００３） ，区内不同期次
的岩浆活动、多旋回的造山运动极为发育，造就了著
名的昆中金成矿带（ 图 １） 。

研究区夹持于昆北断裂带和昆南断裂带之间，

昆中断裂带呈近东西向横穿研究区，上述 ３ 个区域

性大断裂组成了研究区的基本构造格架，而 ＮＷ 向、
ＳＥ 向两组次级断裂为区域内主要的控矿构造，由于
构造发育且具多期次活动特点，将研究区地层及岩
体切割成岩片、断块等形态。 沟里地区出露地层由

老到新依次为：①古元古界金水口群（ Ｐｔ １ Ｊ） ，为一套
角闪岩相中—深程度变质岩系；②中—新元古界万
保沟群（ Ｐｔ ２ － ３ Ｗ） ，为一套海相中基性火山岩、碳酸

盐岩和浅变质碎屑岩；③下古生界纳赤台群（ ＯＳＮ） ，

主。

研究区金属矿产资源丰富，以 Ａｕ、Ａｇ、Ｐｂ、Ｚｎ、

Ｃｕ、Ｃｏ、Ｎｉ、Ｆｅ 等为主，其中金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如
阿斯哈金矿、按纳格金矿、果洛龙洼金矿等（ 图 １） 。

１

金矿床的成矿时代
沟里地区金矿床位于东昆仑南坡构造带之东

段，多旋回的造山运动极为发育，经历了多期次的扩
张—收缩及俯冲造山作用。 前人（ 张德全等，２００１；
陈旺等，２００３） 研究成果认为该区域于晚三叠世开
始陆内造山，经东昆仑古陆块与巴颜喀拉地块的相

互碰撞之后，导致东昆仑陆块发生 Ａ 型俯冲碰撞，
其挤压造山运动一直持续至早侏罗世。 在复杂的地
壳演化历史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壳源型花岗岩的
形成，而中侏罗世钾长花岗岩的厘定可以认为该区
域在燕山期已经进入相对伸展的构造环境。 从晚三
叠世至早侏罗世的俯冲碰撞造山逐渐向后期阶段相

为一套绿片岩相中浅变质、变形的绿片岩夹碳酸盐

对伸展的构造环境转换，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

岩地层；④石炭—二叠系，为一套弧前—弧间盆地的

中低温热液型多金属矿产的形成，这些中低温（ 含

滨海—浅海相环境和弧后盆地的浅海相岩石组合。

矿） 热液随着北西向和北东向两组次级断裂构造运

沟里地区岩浆岩发育，以中酸性侵入岩为主，基性

移至储矿空间，形成了丰富的多金属矿产资源。 为

岩、超基性岩次之；以华力西期—印支期岩浆活动为

了分析该区域的金矿床的成矿时代，本文统计了区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１５
［ 第一作者简介］ 杨宝荣，男，学士，高级工程师，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Ｅ－ｍａｉｌ：２６１５６７０３３＠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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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沟里地区地质矿产简图

１—新生界；２—三叠系；３—晚二叠统；４—中二叠统马尔争组；５—石炭－中二叠统甘家组；６—晚石炭－中二叠统树维门科组；７—早石
炭－早二叠统浩特洛洼－哈拉郭勒组；８—晚泥盆统牦牛山组；９—中晚元古界万宝沟－早古生界纳赤台群；１０—古元古界；１１—燕山
期侵入岩；１２—印支期侵入岩；１３—华力西期 侵入岩；１４—加里东期侵入岩；１５—晋宁期侵入岩；１６—苦海 － 兴海杂岩；１７—矿床
（ 点） ；１８—断裂

表１

沟里地区与东昆仑中段金矿床成矿年代对比表

矿床名称

样品位置

测试对象

定年方法

五龙沟

闪长玢岩（ 石灰沟矿段）

全岩

糜棱岩矿石（ Ⅲ－１ 矿体）

Ｒｂ－Ｓｒ 法

绢云母

Ⅲ－２ 矿体

大场金矿

绢云母

碎裂岩矿石（ Ⅲ－７ 矿体）

Ａｒ－Ａｒ 法

Ａｒ－Ａｒ 坪年龄

碎裂岩矿石（ Ⅲ－７ 矿体）

Ａｒ－Ａｒ 坪年龄

瓦勒尕金矿

金矿体

赋矿岩体

阿斯哈金矿

闪长岩破碎带

赋矿岩体
黑云母

果洛龙洼金矿

Ａｒ－Ａｒ 法

花岗闪长岩

赋矿岩体

金矿脉

白云母

锆石 Ｕ－Ｐｂ

成矿年龄 ／ Ｍａ
２０９．０９±２２．７３
２３６．５±０．５０
２５２．９

２１８．６±３．２０

２２０．３２±３．１９
２０６

锆石 Ｕ－Ｐｂ

２３２．６±１．４０

锆石 Ｕ－Ｐｂ

２２８．５±２．９０

Ａｒ－Ａｒ 法
Ａｒ－Ａｒ 法

资料出处

成矿时代

钱壮志等

加里东晚期矿化印支期

张德全等
莫宣学等
张德全等

印支期

丰成友
付乐兵

印支期

岳维好

印支期

肖晔

稍晚于印支期

２３４．９±４．２０
２０２．７±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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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域内金矿床的成矿时代研究资料（ 表 １） ，如五龙沟

空间分布特征，属于矿田构造；位于香日德—德龙断

床的成矿时代为（１９３．７±９．５ ） Ｍａ 。 由表 １ 中的统计

间，控制着矿体的空间展布形态，为控矿构造。 如果

金矿床的成矿时代为（ ２３６．５ ± ０．５ ） Ｍａ，洪水河金矿

裂等两侧的次级断裂，为（ 含矿） 热液良好的储闭空

数据可以看出，沟里地区的金矿床成矿时代可能为

洛龙洼金矿区中的矿体展布特征与区内的北北西向

印支期或印支晚期。

和近东西向逆冲断层关系密切，而阿斯哈金矿则与

２

区内的北北东向和近南北向的逆冲断层有成因联

金成矿与构造活动的关系
昆北断裂带、昆中断裂带和昆南断裂带将研究

区分割成不同的块体，其矿产资源的分布特征也有
所差异，其中，金矿床（ 点） 多集中于昆北断裂与昆

中断裂带之间，形成了昆中 Ａｕ 成矿带；而 Ｃｕ、Ｃｏ、
Ａｕ 等矿床 （ 点） 集中于 昆 中 断 裂 与 昆 南 断 裂 带 之
间，形成了昆南 Ｃｕ、Ｃｏ、Ａｕ 成矿带。 此外，两个成矿
带中的矿床（ 点） 与北西向和北东向两组次级断裂

带具有成因关系 （ 马忠贤，２０１２；杨宝荣和杨小斌，

２００７） 。

通过对区域构造和矿区构造的综合整理发现，

如昆北断裂、昆中断裂和昆南断裂为区域性构造，为
岩浆、（ 含矿） 热液等的运移通道，而北西向展布的
次级断裂，如沟里地区的香日德—德龙断裂则为二
级运移通道，控制着岩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矿床的

图２

１９２２

系，其空间分布特征均与区域性剪切构造系统有关
（ 付乐兵等，２０１５） 。

沟里地区金矿床的研究程度较浅，以果洛龙洼

金矿床的研究程度最深，故本文选择果洛龙洼金矿
床为研究对象，分析沟里地区构造与金矿床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反映果洛龙洼金矿床中构造与矿体的成

因联系，本文以 Ｉ 号矿带和 ＩＶ 号矿体为例（ 图 ２） ，
从图 ２ 中可以得出，该矿床表层矿体呈现反倾的特

征，为典型的逆冲断裂前锋处上盘次级断裂控矿特
征（ 图 ２ －ａ） ，在 ＩＶ 号矿体中存在的高角度张裂缝中
富含金属硫化物矿脉分支现象（ 图 ２ －ｂ） 也佐证了这

一观点。 此外，在 Ｖ 号矿带中可以见到大量的含角
砾多金属石英脉、主矿体切割早期韧性变形面理及
透镜状石英脉等现象（ 图 ３） ，暗示了果洛龙洼金矿

床的成矿作用与早期韧性剪切变形之间存在成因联

Ｉ 号矿带某剖面矿体反倾（ ａ） 与 ＩＶ 号矿带矿体的分支复合（ ｂ）

第９卷

第 １０ 期

杨宝荣等：青海沟里地区金矿床成矿地质背景研究

图３

Ｖ 号矿带含角砾多金属石英脉（ ａ） 及其切割早期韧性变形面理（ ｂ）

系。 由此可以得出，沟里地区金矿体的赋存部位与

关系复杂且极为普遍。

南北向挤压作用形成的逆冲断裂有关。

沟里地区金成矿与岩浆活动之间的关系可以总

除此之外，在沟里地区金矿区中多见多金属硫

结为：在产生岩浆活动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岩浆热

化物石英脉体，该石英脉体中可见围岩角砾以及早

液的形成，岩浆热液从地壳深处逐渐向压力减小的

期韧性变形的面理以及石英脉透镜体等现象，上述

区域运动，一般沿区域性大断裂向上运移，随着压力

地质特征体现出早阶段的韧性变形与该区域的金矿

的突然减小，可使得温度明显升高，利于岩浆热液与

化存在成因联系（ 图 ３） 。 一般来说，控矿构造为成
矿期或成矿前构造，而果洛龙洼金矿床中的控矿构
造多呈近东西向，与北西向矿田构造的派生次级断
裂。 因此，总体来说，北西向矿田构造控制着矿床的
分布特征，而矿田构造派生的近东西向次级断裂为

围岩之间发生物质交换，逐渐形成（ 含矿） 热液，当
运移至圈闭的扩容空间时，就会发生卸载和交代作
用，促使成矿元素的富集。 由表 １ 可知，沟里地区及
昆中 Ａｕ 成矿带中金矿床的形成时代为印支期，与
该时期的岩浆活动具有时空联系，因此，可以推断出

沟里地区的主要赋矿构造空间。

沟里地区的金成矿作用与印支期岩浆活动关系密

３

切，意味着印支期岩浆活动控制了沟里地区中低温

金成矿与岩浆活动的关系
研究区经历了多期次的构造旋回运动，在此过

热液成矿作用（ 赖健清等，２００９） 。 此外，通过不同
的金矿床研究总结发现，如果洛龙洼和按纳格金矿

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岩浆活动的发生，导致沟里地区

等，部分矿体就位于闪长岩脉中，又如阿斯哈金矿和

岩浆活动频繁，造就了多金属成矿带。 沟里地区以

瓦勒尕金矿，岩浆活动与金成矿的关系更为明显，两

中酸性侵入岩为主，基性岩、超基性岩零星出露；以

矿床中的金矿体直接赋存于花岗闪长岩体内的破碎

华力西期—印支期岩浆岩分布最广，燕山期酸性岩

蚀变带中。 上述现象均反映了印支期岩浆活动控制

次之；该区域印支期以岩基、岩株为主，燕山期以岩

了沟里地区中低温热液成矿作用的现象。

株为主；印支期以花岗闪长岩、花岗岩为主，闪长岩、

４

石英闪长岩等次之，燕山期以钾长花岗岩为主。

金成矿与变质作用的关系

沟里地区岩浆岩的空间展布特征与断裂构造的

沟里地区变质岩系的分布范围较为局限，主要

空间分布形式密切相关，岩浆岩多沿断裂破碎带分

展布于按纳格金矿区和果洛龙洼金矿区，为区域变

布，其岩体长轴方向一般与断裂破碎带走向一致。
此外，断裂破碎带交汇部位一般分布岩株状岩体。
由于沟里地区岩浆活动频繁，导致岩浆岩之间穿插

质作用和动力变质作用的结果（ 杨宝荣等，２０１６） 。
区域变质作用以中—低温为主，形成了元古宙和中
生代变质岩系，但与金成矿作用关系不明显。 沟里
１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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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动力变质作用强烈而普遍，破碎带中构造角砾

物，因此，方铅矿化与黄铁矿化伴生可作为沟里地区

岩、碎裂岩、糜棱岩、断层泥等极为发育；沟里地区以

富金矿石的指标。

压扭性应力作用为主，导致局部地段出现热动力变

６

质环境，与金成矿关系密切。
沟里地区动力变质作用较为普遍，且与区域金

结论
（１） 沟里地区金成矿与岩浆热液密切相关。 脉

成矿关系密切，早期动力变质作用促使了金元素的

型金矿床成矿作用集中在中—晚三叠世，中—晚三

活化与转移，加之后期的岩浆热液萃取作用，使得金

叠世古特提斯洋俯冲闭合向陆内构造活动转换是区

元素更为富集，如果洛龙洼金矿床中成矿元素来源

内金及金多金属矿床形成的动力学背景。

质板岩，按纳格金矿床中成矿元素来源于中—新元

裂构造（ 昆中断裂） 控制成矿带的展布、二级北西向

于下古生界纳赤台群（ ＯＳＮ） 中绿泥石化千枚岩、硅
古界万保沟群（ Ｐｔ ２ － ３ Ｗ） 云母石英片岩。

５

金成矿与围岩蚀变的关系

（２） 沟里地区金矿床严格受构造控制，一级断

边界断裂控制金矿床分布、三级断裂构造控制金矿
体的产出。

（３） 动力变质作用与金矿形成关系密切，早期

近矿围岩蚀变是寻找热液金属矿产资源的找矿

动力变质作用为金的活化运移提供通道，也为金矿

标志之一，也是研究成矿元素及指示元素运移特征

富集成矿提供了空间，印支期岩浆活动使得金元素

的主要目标层。 沟里地区的金矿床以中低温热液型

二次富集。

为主，金矿床普遍发育近矿围岩蚀变，因此，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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