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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铜钴矿床位于加丹加铜钴成矿带弧形展布的北西地段，本文对矿区地层、构造、赋矿层位及矿
化特征等进行了综合分析：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是新元古界加丹加超群罗安群、恩古巴群、孔德龙古群为
主，断裂构造分为两类，一类位于推覆体与地层接触部位；另一类为常规断裂。 铜钴矿体主要呈囊状、透

镜状形式赋存在断裂破碎带内的 Ｒ２．１．３ 含矿地层，具有明显的层控特征，矿石类型为氧化型铜钴矿石。
总结矿区控矿因素主要体现在：推覆体、地层和断裂构造 ３ 个方面，最终推测该矿床应为经历了沉积成
矿、构造和热液改造，后期主要受推覆构造作用影响以及次生氧化富集作用 ４ 个阶段，并严格受推覆面控
制的层控型铜钴矿床。 根据工作程度，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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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赞比亚—

刚果（ 金） 铜（ 钴） 成矿带的中部，利卡西市坎博乌镇
以西约 １１ ｋｍ，东经 ２６°３０′００″ ～ ２６°３１′３０″，南纬 １０°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７８０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４２－０７

西向，由利卡西向南东至 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呈北西向，这
一弧形构造带就是著名的加丹加铜钴成矿带。 该矿
区即位于该弧形构造带由东西向北西转折部位，区
域地层构造展布以北西向为主。
区域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加丹加超群，顶

５２′３０″ ～ １０°５３′３０″。 ２０１８ 年底北京中资环钻探有限

部覆盖为第四系松散层（ 李向前等，２００９） 。 加丹加

易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对该区开展矿产地质勘查

兴海，２００７； 陈兴海等，２０１２； 李 向 前 等，２００９； 李 向

公司刚果（ 金） 公司受 ＣＤＭ（ 刚果东方国际矿业简
工作。 文章通过分析矿区铜钴矿床地层、构造、赋矿
层位、矿化特征以及该矿床的主要控矿因素，初步总
结了矿床成因，并指出下一步工作方向。 期望在该
区附近进行地质勘查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１

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赞比亚—刚果（ 金） 铜矿带的北西部，

刚果（ 金） 铜钴矿带称为“ 加丹加弧形铜钴成矿带” ，
位于其中部（ 陈兴海，２００７；陈兴海等，２０１２） （ 图 １） 。

超群主要由罗安群、恩古巴群、孔德龙古群组成（ 陈
前，２０１１； 党 伟 民 等， ２０１８； 王 鹏 飞， ２０１８； 赵 英 福，

２０１１；刘运纪等，２０１１； 刘 运 纪 等，２０１４； 于 建 华 等，
２０１２；任军平等，２０１３；缪远兴等，２０１８） ，为一套陆源
碎屑岩 － 碳酸盐岩经变质作用改造的沉积 － 变质建
造，在区内分布广泛。 主要赋矿层位是罗安群矿山
组（ Ｒ２） 。

区域上位于科卢韦齐至卢本巴希近东西向大型
推覆构造带的中部，处于 ＮＷ － ＳＥ 走向宽缓复式背
斜南侧翼上，控制因素主要为背斜与断裂构造。

在构造上展布成弧形，从科卢韦齐至利卡西呈近东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０６
［ 第一作者简介］ 孙宁，男，１９８８ 年生，硕士，工程师，从事矿产地质勘查工作；Ｅ－ｍａｉｌ：１３８７３１１６８６７＠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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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
２．１

加丹加弧形构造带地质简图

矿区地质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元古代加丹加超群罗安

１） 木瓦夏组（ Ｒ４） ：呈狭长条带状分布，分为上

下两个岩性段。

Ｒ４．２：主要为白云质页岩，局部夹含碳质页岩、

白云质砂岩、白云质粉砂岩。

Ｒ４．１：主要为块状白云岩，白云质页岩，底部有

群（ Ｒ２ 和 Ｒ４） 、恩古巴群（ Ｎｇ） 、孔德龙古群（ Ｋｕ） 及

一较稳定的赤铁矿层。

老依次如下：

为主。

带状粉砂岩。

内的部分 Ｒ２ 地层缺失，仅见有 ＲＳＣ、ＲＳＦ、Ｄｓｔｒａｔ 地

第四系（ Ｑ） 。 该区新元古代加丹加超群地层自新到
（１） 孔德龙古群（ Ｋｕ） ：岩性主要为砂砾岩、条
（２） 恩古巴群（ Ｎｇ） ：岩性以泥质粉砂岩、白云

质砂岩等为主。

（３） 罗安群（ Ｒ） ：是一套沉积建造（ 碎屑岩 － 泥

质岩 －碳酸盐岩组合） ，矿带上最主要的含矿层位。
分为 ４ 个组。 详述如下：

２） 底佩特组（ Ｒ３） ：岩性以砂岩、硅化白云岩等
３） 矿山组（ Ｒ２） ： 本段为矿区的主含矿层位，区

层出露。

Ｒ２．１．３（ ＲＳＣ） ：主要为浅灰 － 浅灰白色硅化结晶

白云岩，局部碎裂，常具蜂窝状风化的特征，在顶底
部尤为明显，蜂窝状孔洞内常见有孔雀石、硅孔雀
石，其顶底常见有星点状分布的黄铜矿化，局部见自
４３

矿

产

然铜。

Ｒ２．１．２（ ＲＳＦ ＋Ｄｓｔｒａｔ） ：上部为浅灰 － 灰黑色条带

状硅质白云岩，局部夹有含碳质白云质页岩，下部为
灰白色 －灰黑色条带状白云岩，内常见有星点状的
黄铜矿化。

４） Ｒ１（ ＲＡＴ） ：主要为浅灰绿色泥质白云质粉
砂岩、浅紫红色白云质砂岩及粉红色 － 灰绿色白云
质角砾岩。 白云质砂岩类岩石裂隙较发育，上部常
见有方解石、褐铁矿细脉穿插，细脉内见有星点状的

黄铜矿化。 角砾岩中角砾直径一般在 ２ ～ ２０ ｍｍ，磨
圆度一般较好。

２．２

勘

工作区构造主体为推覆体形成的 ＫＡＫＡＮＤＡ －

ＬＩＫＡＳＩ 复式背斜，在该背斜南西翼，地层主要有罗

２０２１ 年

角砾，使得罗安群矿山组地层絮乱分布其中。 受此
影响，矿区内罗安群地层部分缺失。 此类断层的破
碎带下面一般有一定磨圆度的角砾岩。
常规断层在该区较发育，断层规模较小，断距亦
较小，局部存在小型断裂，造成地层、矿体的缺失。
另外该区岩石的节理亦十分发育，多被后期的
白云石、方解石、石英和褐铁矿充填。

２．３

岩浆岩
矿区及周边无岩浆岩出露。

２．４

构造
（１） 褶皱构造

查

围岩蚀变
与矿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有硅化、褐铁矿化、孔雀

石化，其他有方解石化、绢云母化、硅化、滑石化等。

３

矿床特征

安群的矿山组 （ Ｒ２） 、 底佩特组 （ Ｒ３） 、 和木瓦夏组

３．１

断裂构造的作用下，含矿地层矿山组（ Ｒ２） 覆盖在罗

内，通过地表观察其钻孔揭露情况，矿体主要产于推

囊状镶嵌在罗安群底佩特组（ Ｒ３） 与木瓦夏组（ Ｒ４）

西。 矿区内氧化矿体共计 ５ 条，矿体编号为 Ｖ１、Ｖ２、

（ Ｒ４） 组成，三者挤压强烈，岩石破碎。 推覆断裂构
造在区内呈北西 － 南东延伸、倾向南西方向，在推覆
安群木瓦夏组（ Ｒ４） 上，从而使该区含矿地层部分成
中。 矿区矿体位于推覆断裂构造上盘与下盘之间的
破碎带中。
矿区周围褶皱规模一般不大，产出形态亦比较
混乱。

（２） 断裂构造

矿区内的断裂构造分为两类，一类位于推覆体

与地层接触部位（ 图 ２ 中的北西向逆掩推覆构造） ；
另一类为常规断裂（ 图 ２ 中的北北东断裂构造） 。

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铜钴矿床位于推覆构造带内，该推

覆构造带自 Ｋａｋａｎｄａ 东部经 Ｋａｂｏｌｅｌａ、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Ｋａｍｏｙａ、Ｋａｍｂｏｖｅ 直至 Ｌｉｋａｓｉ。 在矿区内，推覆构造
带整体呈北西—南东 ３０°方向分布，倾向南西，倾角

上陡下缓，上部倾角 ５０° ～ ６５°，下部倾角在 ３０°左右。

矿体特征
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铜钴矿体位于矿区的北西部采矿

覆构造破碎带内，构造延伸方向北西—南东，倾向南

Ｖ３、Ｖ４ 和 Ｖ５， 主矿体为 Ｖ４。 Ｖ４ 主矿体位于 Ｘ４００

线，长度小于 ２００ ｍ，矿体厚度不一，局部可达 ２０ ｍ 以
上，矿体呈囊状、透镜状形式赋存在断裂带中（图 ３）。

矿区矿体主要赋存富集于破碎带内，破碎带内

角砾成分以罗安群矿山组地层为主，局部为角砾岩，
另外在构造附近亦存在次生氧化富集型矿体。
矿区推覆构造产生的断裂带产状向南西倾，上

陡下缓，上部倾角 ５０° ～ ６５°，下部向西南延深倾角

３０°左右，局部呈舒缓波状，向深部延伸有变缓的趋
势。

３．２

矿石特征
该区主要的矿石类型为氧化型铜钴矿石。 破碎

推覆构造产生的破碎带出露长度约 １０５０ ｍ， 宽度

带内的矿石矿物主要有孔雀石、硅孔雀石、钴华、水

窄，直至尖灭。 推覆构造上盘为恩古巴群 （ Ｎｇ） 地

解石、滑石、绿泥石和绢云母等。 矿石矿物的氧化程

１００ ～ １３０ ｍ，由北西向南东方向，出露宽度逐渐变

层，下盘为孔德龙古群（ Ｋｕ） 地层，推覆体内地层以
罗安群（ Ｒ） 为主。

在推覆构造发生的过程中，各个块体边缘发生

错动挤压，形成不整合的滑动面，破碎带内产生巨大
４４

钴矿和褐铁矿。 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白云石、方
度相对于蜂窝状结晶白云岩低，在断裂构造较发育
的位置，矿石矿物的氧化程度相对较高。
矿石结构：主要有粒状结构（ 自形—半自形为

主） 、交代溶蚀结构、分叉结构。

第 １２ 卷

第１期

孙宁等：刚果（ 金） 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铜钴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

图２

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矿区地质简图

矿石构造：主要有似层状、蜂窝状、条带状、（ 细
脉） 浸染状、鲕状、钟乳状、薄膜状和块状构造。

３．３

赋矿层位及矿化特征
矿区的铜钴矿化主要以产于破碎带内的 Ｒ２．１．３

含矿地层为主，矿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孔雀石化、硅孔
雀石化（ 图 ４ａ） 等，该矿化层的厚度一般 ８ ～ １２ ｍ，矿

３．４

围岩特征
矿体的下盘为角砾岩，上盘围岩为白云质泥岩、

砂岩或硅化白云岩。 矿体与上、下盘围岩均呈断层
接触关系。

３．５

相邻矿床特征对比

化强度较好，亦是该区的主含矿层。 该区的自然铜

通过与邻区卡莫亚铜钴矿床处于同一条大型推

一般出现在本矿化层的下部角砾岩中，沿岩石层理
发育细脉状、 细脉浸染状、 斑点状的黄铁 － 黄铜矿

覆构造带，且距离相近。 本文就主要特征进行对比

于矿化品位。

两个方面所表现出较大差异，可能与推覆体所处位

化、硫铜钴矿化（ 图 ４ｂ） 等，局部富集，但整体处于低
该区的铜钴矿化具有明显的层控特征，后期经

过推覆构造使得 Ｒ２ 内部地层岩性无序分布，整体
处于推覆构造过程中产生的破碎带内。

发现，两者在矿床地质特征、控矿因素、氧化特征等
方面具有相似特性（ 表 １） 。 在矿体形态、围岩特征
置及地质工作程度相关，Ｋａｍｏｙａ 所处位置处于构造
转换及方向改变部位。 综合分析认为：矿区矿体与
Ｋａｍｏｙａ 矿区浅部矿体地质特征相似。

４５

矿

图３

产

勘

查

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铜钴矿区 Ｘ４００ 线剖面图

图４

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铜钴矿区矿石特征

ａ—发育在蜂窝状硅化结晶白云岩中的孔雀石、硅孔雀石；ｂ—白云岩，黄铜矿及钴矿颗粒沿着碳酸盐细脉呈星点状发育

４６

２０２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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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与 Ｋａｍｏｙａ 铜钴矿床主要地质特征对比

矿床名称

含矿部位

矿体形态

矿物组合

围岩特征

围岩蚀变

控矿因素

氧化特征

Ｓｉｎｉａｐａｍｒａｒａ

罗安群矿

呈囊状、透镜状

主要有孔雀石、硅孔

矿体下盘角砾岩，上

主要为硅化、孔

主要受推

氧化作 用 形

雀石、 钴 华、 水 钴 矿

盘 白 云 质 泥 岩、 砂

雀石化、褐铁矿

覆 体、 地

成铜钴 氧 化

等

岩、硅化白云岩。 断

化等

层、构造影

物， 次 生 富

响

集作用 向 深

山组地层

层接触关系

部逐渐 过 渡
还原
Ｋａｍｏｙａ

呈层状、似层状

主要有孔雀石、硅孔

围岩主要是白云质

主要 为 孔 雀 石

氧 化 带、 混

为主，次为透镜

雀石，其次为辉铜矿

页岩、泥质白云质粉

化、 褐 铁 矿 化、

合 带、 硫 化

状、 扁 豆 状， 具

和黄铜矿；钴矿物主

砂岩，矿体与围岩呈

黄铁矿化等

矿带

有分 支 复 合 特

要有钴白云石、硫铜

整合接触关系

点

钴矿、水钴矿等

注：Ｋａｍｏｙａ 铜钴矿床数据根据参考文献（ 李向前，２００９；缪远兴等，２０１８） 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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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矿因素
矿床的成矿控制因素主要有 ３ 个：推覆体、地层

和断裂（ 缪远兴等，２０１８） 。
（１） 推覆体控矿

滤作用。 综上所述，矿床应归属于严格受推覆构造
控制的层控型铜钴矿床。

６

结论
（１） 通过对矿区内地层、构造、岩性、矿体特征

矿区及其外围的孔德龙古群地层中未出现过铜

等综合分析：矿区内推覆构造带沿北西—南东方向

多金属成矿活动，较老的罗安群成矿活动是在推覆

展布，倾向南西，矿体主要位于构造破碎带内，矿体

有两方面：一是铜钴矿床的形态、规模和空间位置被

结合控矿因素得出矿床类型应为：层控型铜钴矿床，

体根带部位地区进行的。 所论“ 推覆体控矿” ，表现

形态以囊状、透镜状为主，成矿元素以 Ｃｕ、Ｃｏ 为主；

主推覆面围限；其二是钻探工程揭露出的矿体严格

并严格受推覆构造面控制。

限定在破碎带内，这是被推覆体推移过程中所形成。
（２） 地层控矿

（２） 沿矿体南西倾向、北西走向方向钻探工程

未完全控制，可作为下一步重点工作地段。

矿体主要产在破碎带内的罗安群矿山组（ Ｒ２）

地层中，主要含矿地层岩性是蜂窝状硅化结晶白云
岩、砂岩等，矿体的定位还严格受隔挡层和含矿层的
联合控制。 矿山组 Ｒ２ 地层是该区的矿源层。
（３） 构造控矿

受区域上 ＮＷ － ＮＷＷ 向断裂、褶皱构造控制。

矿区内的 ＮＷ 向推覆构造断层严格控制了矿体产出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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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成因
通过对矿区地质、矿床特征、控矿因素以及与

Ｋａｍｏｙａ 矿床特征对比等综合分析，认为矿区矿床首

先经历沉积成矿，中间经受了构造和热液改造作用，
后期主要受推覆构造作用，使得 Ｒ２ 地层沿构造推
覆面发生絮乱运动，并伴随巨大的推覆作用力迁移
至此，矿场最终定位形成，开始长期接受次生氧化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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