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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１０００１２）

迪库卢希铜银矿床是刚果（ 金） 卢菲利前陆的重要矿床之一。 作者结合区域成矿背景，分析总结了矿区地

层、构造、矿体和矿石特征及地球化学特征。 该矿床的成矿过程分为 ４ 个阶段：早期成矿阶段、Ｃｕ－Ｐｂ－Ｚｎ
－Ｆｅ 成矿阶段、Ｃｕ－Ａｇ 成矿阶段、表生富集阶段。 分析认为该矿床应为低温脉状热液型矿床，控矿因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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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在构造、成岩、岩性 ３ 个方面。 加强对该矿床的研究将有利于指导卢菲利前陆的找矿方向。
铜银矿床；地质特征；矿床成因；控矿因素；迪库卢希；刚果（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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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２００９；Ｃａｉｌｔｅｕｘ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见图 １。 迪库卢希铜银

迪库卢希矿床位于刚果（ 金） 加丹加省卢本巴

矿床均位于卢菲利前陆。

希市北东约 ３００ ｋｍ，姆韦鲁湖以西 ２０ ｋｍ，东经 ２８°

矿床及近年来发现的韦它皮罗、肯库毕、基孔库拉等
区域地层主要由基底岩系和盖层岩系（ 加丹加

１６′２１″，南纬 ８°５３′３２″（ 图 １） 。 该矿床是世界上最富

超群） 组成。 基底岩系由古元古代花岗岩、片岩、片

最大的矿床，铜金属储量约 １６．７ 万 ｔ，银金属储量约

加丹加超群为一套形成于海相浅水环境的富镁碳酸

的脉状铜银矿床之一，也是卢菲利前陆内发现规模

５００ ｔ，平均含铜 ８．５％、银 ２２６ ｇ ／ ｔ。 本文结合区域成

矿背景特征，分析迪库卢希矿床地层、构造、矿体特
征、矿石特征和地球化学特征，分析了该矿床成因，
系统地分析了该矿床的控矿因素，以期指导卢菲利
前陆类似矿产的找矿评价。

１

区域地质背景
新元古代卢菲利造山带是由新元古代加丹加超

群变质沉积岩石组成的向北凸起的泛非造山带，北
西方向紧邻太古宙刚果克拉通和中元古代基巴拉
带，北东方向与班韦乌卢地块相连，南东方向与古 －
中元古代伊鲁米迪带相邻，由卢菲利前陆（ 又称“ 加
丹加拗拉槽” ） 和卢菲利弧（ Ⅰ －外部褶皱推覆带、Ⅱ
－穹隆地区、Ⅲ复向斜带、Ⅳ － 加丹加高原） 两部分组

成（ Ｕｎｒｕｇ，１９８８； Ｋａｍｐｕｎｚ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李 向 前 等，

麻岩以及基巴拉超群石英岩、变质泥质岩系列组成。
盐岩、碎屑岩沉积，不整合覆盖于基底岩系之上，厚
度 ５ ～ １０ ｋｍ，自下而上划分为罗安群、恩古巴群、孔

德隆古群 （ Ｄｅｗａｅ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杜 菊 民 和 赵 学 章，

２０１０；余金杰和车林睿，２０１２；陶泽熙，２０１６；朱海宾，
２０１９ｂ；孙宏伟，２０１９） 。 由硅质碎屑岩和碳酸盐岩
组成的孔德隆古群地层是卢菲利前陆主要地层，自

下而上划分为 Ｇｏｍｂｅｌａ 亚群、Ｎｇｕｌｅ 亚群、Ｂｉａｎｏ 亚群
（ 图 ２） 。

矿区处于卢菲利前陆东北部，由于卢菲利造山
运动，形成一系列北北西 － 南南东走向的卢菲利背
斜构造（ 图 ２） ，后期发育北东向、北北东向几乎垂直

加丹加岩层走向并斜切前期形成的卢菲利背斜构造
的走滑断层（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ａ） 。 卢菲利前陆发
现的铜银矿床均出现在走滑断层的地表或附近。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０６
［ 第一作者简介］ 詹勇，男，１９８９ 年生，本科，工程师，从事矿产勘查评价工作； Ｅ－ｍａｉｌ： ７８７５４５１１９＠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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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

中非铜带区域构造图（ 据朱海宾等，２０１９ａ）

矿区地质特征
迪库卢希矿区富矿围岩为孔德隆古群 Ｇｏｍｂｅｌａ

亚群的 Ｌｕｂｕｄｉ 组和 Ｎｇｕｌｅ 亚群的 Ｍｏｎｇｗｅ 组，可划
分为 ４ 个不同的岩性单元（ 图 ３ａ） ：Ｍｏｎｇｗｅ 组分布

矿权区内构造发育，主要由北西向 ＭＦ 和北东

向逆断层 ＮＦ、ＳＦ 组成的断裂带贯穿矿区，整体呈北
东 －南西走向（ 图 ３ａ） 。 断裂面上擦痕表明断层后期
又经历了斜滑断裂运动。 受卢菲利造山运动的影
响，各岩性段地层均发生形变，形成一系列次级断层

于矿区大部分区域，由红色块状砂岩组成，夹红色页

和弯曲褶皱。 沿断层带分布的岩石蚀变强烈，颜色

岩或薄层砾岩；Ｌｕｂｕｄｉ 组分布于矿区的西部区域，

变为灰绿色。

岩性主要为角砾化白云岩，细粒石英与白云石构成

３

红色基质；页岩组在 Ｌｕｂｕｄｉ 组与 Ｍｏｎｇｗｅ 组接触带
上，红 － 棕色，页岩表面光滑，局部具斑状和条带状
蚀变，内含富云母砂岩、硅化碳酸盐碎片，偶见叠层

状燧石；角砾岩组是 Ｍｏｎｇｗｅ 组、Ｌｕｂｕｄｉ 组以及页岩
组的碎片共同构成的混合岩性段，岩性主要有红色

富云母砂岩、灰绿色页岩、变形后柔软红棕色页岩、
灰白色角砾状碳酸岩以及由绿色玄武岩碎屑与粘土
基质构成的角砾岩。 岩层整体走向北北西向，倾向
北东东向（ 约 ３０°） ，倾角约 ５０°。

３．１

矿床地质
矿体地质特征
矿体呈脉状发育在断裂带内，走向北东，倾向南

东，倾角 ６５°，矿体长约 ２４０ ｍ，厚度约 ２５ ｍ，向深部
延深超过 ４００ ｍ（ 图 ３ｂ） 。

目前控制铜金属储量约 １６．７ 万 ｔ，银金属储量

约 ５００ ｔ，平均含铜 ８．５％、银 ２２６ ｇ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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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层柱状图、迪库卢希矿床区域地质图（ 据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矿石特征
矿石主要由块状辉铜矿与固溶体银组成，铜品

位最高可达 ２０％，银品位 ６００ ｇ ／ ｔ。

Ｍｏｎｇｗｅ 组砂岩中发育浸染状黄铁矿和黄铜矿。
Ｃｕ －Ｐｂ －Ｚｎ －Ｆｅ 成矿阶段（ 图 ４） ：主要分布在矿

区西部角砾岩组。 先是沿断裂带充填石英和细粒白
云石，并形成毒砂、黄铁矿、钛铁矿、方铅矿和闪锌矿

早期成矿阶段：Ｍｏｎｇｗｅ 组砂岩与角砾岩组沿断

组合；随后方铅矿和黄铜矿组合；最后为斑铜矿和辉

裂带 裂 隙 脉 状 发 育 石 英、 铁 质 白 云 石、 玉 髓， 并 在

铜矿。 前期形成的矿物组合又被粗粒自形白云石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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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迪库卢希矿床地质图（ 据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ａｎｄ Ｐｉｌｉｐｐｅ，２００７ ；Ｍａａｒｔｅｎ，２００９）

１—Ｍｏｎｇｗｅ 组砂岩；２—Ｌｕｂｕｄｉ 组白云岩；３—页岩组；４—角砾岩组；５—Ｃｕ－Ｐｂ－Ｚｎ－Ｆｅ 成矿作用；６—Ｃｕ－Ａｇ 成矿作
用；７—断层；８—剖面及编号

图４

Ｃｕ－Ｐｂ－Ｚｎ－Ｆｅ 成矿阶段矿石结构特征（ 据 Ｍａａｒｔｅｎ，２００９）

ａ—闪锌矿替代包围黄铁矿；ｂ—方铅矿、黄铜矿沿白云石和闪锌矿发育；ｃ—矿脉与围岩接壤部位毒砂发育， 矿脉中央发育黄铁矿、闪锌
矿、黄铜矿、斑铜矿和辉铜矿；ｄ—斑铜矿取代黄铜矿；ｅ—辉铜矿代替斑铜矿；ｆ—辉铜矿交代早期方解石，两者被后期粗粒自形白云石脉
切割；Ｄｏｌ—白云石；Ｃａｌ—方解石；Ａｓｐ—毒砂 Ｓｐｈ—闪锌矿；Ｇｎ—方铅矿；Ｐｙ—黄铁矿；Ｃｐｙ—黄铜矿；Ｂｎ—斑铜矿；Ｃｃ—辉铜矿

切割。

Ｃｕ －Ａｇ 成矿阶段（ 图 ５） ：主要发生在矿区东部

北东向断裂带内。 自石英、方解石和重晶石的沉淀

开始，呈细脉切割断层角砾岩碎片和基质。 块状辉
铜矿分布在石英、方解石、重晶石脉中，矿物组合为
辉铜矿、针铁矿、赤铁矿与蓝辉铜矿，银以固溶体形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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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Ａｇ 成矿阶段与表生富集阶段矿石结构特征（ 据 Ｍａａｒｔｅｎ，２００９）

ａ—重晶石、硅化发育；ｂ—方解石被辉铜矿代替；ｃ—辉铜矿、针铁矿、赤铁矿矿物组合；ｄ—辉铜矿转化为菱形辉铜矿，沿劈理面蚀变为铜
蓝；ｅ—块状闪锌矿内含的黄铜矿后期蚀变为铜蓝；ｆ—蚀变的铜蓝被后期孔雀石脉切割；Ｂａ—重晶石；Ｓｉｌ—硅化；Ｃａｌ—方解石；Ｇｏｅ—
针铁矿；Ｈｅｍ—赤铁矿；Ｃｃ—辉铜矿；Ｃｐｙ—黄铜矿；Ｄｉｇ—蓝辉铜矿；Ｃｏｖ—铜蓝；Ｍａｌ—孔雀石；Ｓｐｈ—闪锌矿

式赋存在辉铜矿中。 这一阶段的辉铜矿具有菱形解
理面。

表生富集阶段（ 图 ５） ：原始硫化矿物遭受强烈

风化，形成孔雀石、蓝铜矿、硅孔雀石和铜蓝等次生
铜矿物。

根据矿床的成矿过程 ４ 个阶段各矿物间及矿物

集合体之间的共生、交代及穿插关系，结合矿石、围
岩的蚀变矿化特征及矿石矿物、脉石矿物的生成顺
序见图 ６。

３．３

地球化学特征
流体包裹体：Ｃｕ － Ｐｂ － Ｚｎ － Ｆｅ 成矿阶段中的闪锌

矿和粗粒白云石可见两相（ 固、液） 流体包裹体，初
熔温度低于 － ４０℃ ，表明除 ＮａＣｌ 之外，还出现二价
阳离子，推测其化学组分为 Ｈ ２ Ｏ － ＣａＣｌ ２ － ＮａＣｌ，冰点
温度 － ２６．１ ～ １８．４℃ ，均一温度 １３５ ～ １７２℃ 。 Ｃｕ － Ａｇ
成矿阶段形成的石英、方解石和重晶石中存在两相

（ 固、液） 和单相（ 固相，只在石英中） 流体包裹体，初
熔温 度 明 显 高 于 Ｃｕ － Ｐｂ － Ｚｎ － Ｆｅ 成 矿 阶 段， 约 为
－ ２５℃ ，表明除了 ＮａＣｌ 之外还有其它盐分存在，推
测其化学组分为 Ｈ ２ Ｏ － ＮａＣｌ － ＫＣｌ，冰点温度 － ９ １ ～
３８

－ ３．９℃ ，均一温度 ４６ ～ ８２℃ （ 李 向 前，２０１１； Ｓｔｉｊ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

硫同位素：早期成矿阶段浸染状黄铜矿和黄铁
矿 δ Ｓ 值为 － ３．５‰ ～ ４．３‰；Ｃｕ －Ｐｂ －Ｚｎ －Ｆｅ 成矿阶段
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斑铜矿和辉铜矿硫值相对
稳定，δ ３４ Ｓ 值为 １１．３‰ ～ １４．１‰，平均 １２．９±１‰；Ｃｕ －
Ａｇ 成矿阶段重晶石 δ ３４ Ｓ 值为 １１．２‰ ～ １３．１‰，平均
（１２．１ ± ０． ７ ） ‰， 菱 形 辉 铜 矿 δ ３４ Ｓ 值 为 １０． ０‰ ～
１３ ５‰，平均（１１．６±１．２） ‰（ 李向前，２０１１） 。 成矿阶
段的硫值与晚元古代海水硫酸盐硫值接近，其形成
３４

与封闭环境下海水硫酸盐的热化学还原反应或细菌
还原反应有关。
锶同位素： Ｇｏｍｂｅｌａ 亚群砂质白云岩锶同位素
组成８７ Ｓｒ ／ ８６ Ｓｒ 为 ０．７１４２５ ～ ０．７３１７１ ，根据这个比值
计算出该岩性组的最大沉积年龄为 ６３５ Ｍａ。 与成
矿作用阶段伴生的碳酸盐锶含量相对较高，而铷含
量相对较低，８７ Ｓｒ ／ ８６ Ｓｒ 为 ０．７１２７ ～ ０．７１６１，８７ Ｒｂ ／ ８６ Ｓｒ
比值为 ０．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７１，据此计算的铜铅锌铁成矿
阶段的时代为 ５２５ Ｍａ（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ｂ） 。

３．４

矿床成因
前人对迪库卢希矿床提出了造山期后混合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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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矿化阶段及矿物生成顺序（ 据 Ｍａａｒｔｅｎ，２００９）

成矿模式（ Ｄｅｓｏｕｋ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 该模式认为，最初

空明显不同的成矿作用。 Ｃｕ － Ｐｂ － Ｚｎ － Ｆｅ 成矿阶段

８％ ＮａＣｌ ｅｑ ，沿造山期后形成的北东、北北东向断裂

交割的东西向、北东向断裂带中，矿石由一系列中等

物质的砂岩层。 砂岩层大量的孔洞富含活泼的碳氢

属硫化物组成，这些流体与围岩之间反应强烈，硫可

的深源富铜成矿流体温度可达 ２８０℃ ，盐度可达 １９．

向上运移，直到具有良好孔隙度、透水性和大量还原

化合物或硫化氢等还原物质的低温低盐流体。 两种
流体发生混合，流体的物理化学条件发生改变。 由
于孔隙度和透水性的不同，导致流体沿断层面流向
特定的层位。 流体运移过程中，随着混合作用的加
强，流体的盐度和温度逐步下降，碳氢化合物与非铜
硫化物（ 如黄铁矿） 发生还原反应，沉淀析出铜金属
硫化物。 由于早期流体富硅或在运移过程中局部硅
质含量得到提高，伴随早期硫化物的沉淀，会增生少
量石英。 之后表生过程形成铜硫化物，如蓝辉铜矿
和铜蓝，地表氧化过程形成铜氧化物，如孔雀石和硅
孔雀石。

发生在卢菲利造山运动期间，矿化集中在一组相互
温度和盐度、富含 Ｈ ２ Ｏ －ＮａＣｌ －ＣａＣｌ ２ 的流体形成的金
能来自新元古代海水硫酸盐热化学还原反应。 造山
运动后期发生的 Ｃｕ － Ａｇ 成矿阶段使部分前期铜铅
锌铁矿化在氧化环境下再活化，成矿集中在矿床东
部北东向断裂带内，矿石以块状富银辉铜矿为主，成
矿作用与低温、中 － 低盐度的 Ｈ ２ Ｏ － ＮａＣｌ － ＫＣｌ 混合

流体有关。 综上，该矿床应为低温脉状热液型矿床。

４

控矿因素
构造控矿：构造为卢菲利前陆已知铜银矿化的

主要控矿因素（ 任军平等，２０１３） 。 铜银矿化大多沿
北东向、北北东向走滑断层出现，高品位铜矿化出现

迪库卢希铜银矿床发育在卢菲利造山运动后期

在该类断层或破碎带的地表或附近。 北东向、北北

形成的一断裂带内，岩相、稳定同位素和流体包裹体

东向走滑断层几乎垂直孔德隆古群岩层走向并斜切

研究表明，迪库卢希矿床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两次时

前期形成的卢菲利背斜构造，为含矿热液流体的上
３９

矿

产

升通道。 断层的集中分布更是提高了断层影响区域
岩石的渗透性。 分布广泛的破碎线型构造将主流体
通道（ 走滑断层） 与有利的沉积岩层联系起来，为含
矿流体中金属矿物质的穿透和扩散提供了管道作
用。
成岩控矿：长石是裂谷和被动边缘盆地沉积岩
中含量最丰富的不稳定矿物，碎屑颗粒的溶解和胶
结作用是形成砂岩中次生孔隙度的重要过程。 铜成
矿作用主要集中在长石溶解后形成的孔洞中，铜矿
物多呈矩形，铜品位随蚀变砂岩含量的提高而增加。
以上现象表明，长石的溶解数量和程度，决定了经受
过高度压实和胶结作用的砂岩的孔隙度和渗透性，
进而影响卢菲利前陆层状铜矿化的发育强度。
岩性控制：砂岩颗粒大小和组分的不同造成孔
隙度和渗透性的不同，进而影响成矿流体的流动。
同样蚀变砂岩含量情况下，铜品位随粒径的增加而
提高。 基质为粘土或方解石的细粒岩层对流体来讲
是半渗透或不渗透的，因此铜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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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合多方面资料，该矿区应属于经历了早期成
矿阶段、Ｃｕ －Ｐｂ －Ｚｎ －Ｆｅ 成矿阶段、Ｃｕ － Ａｇ 成矿阶段、
表生富集阶段，受构造、成岩、岩性等控制的脉状铜

银矿床。 即属于脉状热液型矿床。 控矿因素主要体
现在构造、成岩、岩性 ３ 个方面。

在卢菲利前陆，具有较高线型构造密度的区域

可能拥有良好地成矿前景。 要重点寻找北东向、北
北东向线型构造，特别是切割早期加丹加褶皱的断
层和破碎带。 另外，无细粒基质的中粒至粗粒砂岩
是形成浸染状铜矿化的有利岩层，特别是那些经历
强烈长石溶解作用的岩层，具有良好找矿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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