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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中生代盆地边缘区金矿成矿特征和找矿方向

张丕建，刘殿浩，李国华，丁正江，李 勇，杨国福，李 平
（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山东 烟台 264004）

摘 要：胶东中生代盆地边缘区是近年来金矿勘查取得新突破的地区之一，已陆续探明了牟平金庄、宋家沟、乳山蓬

家夼、西涝口、海阳郭城、平度大庄子、栖霞西林、笏山、福山杜家崖等中－大型金矿床。按照其产出特征，可分为蓬

家夼式盆缘滑脱拆离带蚀变杂岩型金矿与宋家沟式盆内裂隙密集带蚀变砾岩型金矿二种类型。盆缘区金矿的同位

素年龄为128.49～115 Ma，与胶东其它地区金矿年龄一致，成矿物质来源均具有壳、幔混合源特点。通过对该区成

矿规律的研究分析，指出了5处重要成矿远景区，预示该区具有巨大的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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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是我国最重要的金矿产地，已探明的黄金

资源储量和产量均占全国近1/3左右。上世纪90 年

代中期至本世纪初，我国金矿资源紧缺，探矿增储成

为一项紧迫的重大战略任务。因此，近年来地质工

作者在胶东开展了新一轮金矿找矿工作，除在胶东

西北部新探明了寺庄深部、焦家深部、马塘深部、台

上深部、东风深部等一批大型-超大型深部金矿床[1-2]

外，还在中生代盆地边缘区陆续探明了乳山蓬家夼、

西涝口、牟平金庄、宋家沟、海阳郭城、平度大庄子、栖

霞西林、笏山、福山杜家崖等中-大型金矿床[3-6]。本

文在近年胶东中生代盆地边缘区找矿成果的基础

上，总结成矿规律，分析找矿前景，以期在该区金矿

找矿中取得新进展。

1区域地质背景
胶东位于中朝陆块东南部和大别-苏鲁超高压

变质带东北段，包括胶北隆起、胶莱盆地和威海隆

起，主要由前寒武纪和中生代地质体组成，少量古近

纪-新近纪火山岩和碎屑沉积及第四纪松散沉积（图

1）。该区断裂构造发育，以NE-NNE走向断裂为主，

其次为近EW-NEE走向断裂。NE-NNE向断裂发育

的条数多、密度大，与沂沭断裂共同构成倒入字型格

局，是胶东金矿的主要控矿构造。东西向断裂常被

NE向断裂切割，显示以张扭性为主的多期活动特征，

常常是中生代盆地的控盆断裂，形成南断北超的盆

地格局。

（1）胶北隆起区

主要出露前寒武纪基底岩系，由太古宙花岗-绿

岩带组成，包括中太古代唐家庄岩群、新太古代胶东

岩群、新太古代栖霞TTG质花岗片麻岩套、中太古

代-新太古代和古元古代基性-超基性岩组合及古元

古代花岗岩和古-新元古代变质地层（包括古元古代

以高铝片岩、大理岩、含石墨变粒岩为代表的荆山

群、粉子山群、中元古代变质碎屑岩为主的芝罘群和

新元古代浅质蓬莱群）。中新生代地质体主要为中

生代侵入岩，侵入于前寒武纪地质体中，包括侏罗纪

花岗岩类（玲珑花岗岩、文登花岗岩和垛崮山花岗

岩）和白垩纪花岗岩类（郭家岭花岗闪长岩、伟德山

花岗岩和崂山花岗岩）。

（2）中生代盆地区

胶东中生代盆地包括胶莱盆地和臧家庄盆地两

部分，其中胶莱盆地规模较大。胶莱盆地西侧受控

于NNE向的郯庐断裂带，南端受控NEE向的五莲断

裂，东缘位于黄海水域之中，东北边缘为系列NWW

走向的正断层控制，属典型的晚中生代伸展断陷盆

地[3-4、7]。臧家庄盆地范围较小，位于胶北隆起区内部。

中生代盆地主要发育白垩纪火山-沉积岩系（莱

阳群、青山群、王氏群），在局部隆起区出露少量前寒

武纪基底岩系，也见有中新生代侵入体，地表主要见

辉绿玢岩、煌斑岩、闪长玢岩、重晶石脉等脉岩。

（3）威海隆起区

威海隆起前寒武纪基底岩系则主要由含超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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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辉岩的新元古代花岗质片麻岩（荣成片麻岩套）组

成，少量古元古代变质表壳岩和中元古代基性-超基

性岩组合。

2典型矿床特征
胶东中生代盆地边缘区金矿类型主要可分为二

类：一类为盆缘滑脱拆离带蚀变杂岩型（蓬家夼式）

金矿，主要代表金矿床有乳山蓬家夼、西涝口、牟平

金庄、海阳郭城、平度大庄子、栖霞西林、笏山、福山杜

家崖等中-大型金矿床，资源总量超过200 t。另一类

为盆内裂隙密集带蚀变砾岩型（宋家沟式）金矿，代

表矿床为牟平宋家沟大型金矿。

蓬家夼式金矿床的围岩较为复杂，既有早前寒

武纪变质岩系（片麻岩、大理岩等），也有侏罗纪玲珑

花岗岩（金庄金矿）；宋家沟式金矿床的围岩较为简

单，为白垩纪莱阳群底部砾岩。蓬家夼式金矿是盆

地边缘区金矿的主体类型，资源储量大于20 t的金矿

床大多是蓬家夼式金矿床，该类型金矿一般产于盆

缘断裂主断面的下盘，矿床规模大，矿化连续稳定；

矿床形态简单，多为大脉状或饼状。矿石类型复杂，

其构造主要为细脉浸染状和角砾状。矿体倾角较

缓，一般不超过50°。而宋家沟式金矿，一般产于盆

地边缘区内侧，受盆内发育的裂隙密集带控制，矿床

规模相对较小，矿化连续性较差。矿体形态复杂，由

密集分布的细脉群组成。矿石类型单一，其构造主

要为细脉浸染状。矿体倾角较陡，一般均超过50°。

中生代盆缘区二类蚀变杂岩型金矿特征见表1。

3成矿规律与找矿方向
3.1 成矿规律

胶东金矿具有成区、成带集中分布的特点，自西

向东形成胶西北的招莱、栖蓬福、牟乳3个成矿小区

或金矿集中区，矿床数量、规模自西向东逐渐减少、

变小。胶西北地区金矿资源最丰富，金矿类型主要

为蚀变岩型，已探明资源储量约占整个胶东总量的

90%以上，中型以上的金矿床数量达30余处，且胶东

地区的超大型金矿大多产于这个成矿小区中。近年

来随着中生代盆地边缘区金矿的不断发现，该区有

望成为一个新的金矿成矿小区，以蚀变砾岩、蚀变变

质岩等蚀变杂岩为特点的金矿类型，已引起地质工

图1 胶东地区区域地质和金矿分布略图

Fig.1 Sketch map of the regional geology and gold deposits distribution,Jiaodong peninsular

1.新生代沉积物；2.中生代盆地区；3.前寒武纪基底；4.侏罗纪花岗岩；5.白垩纪花岗岩；6.实测断裂构造；7.推测断裂构

造；8.中生代盆地编号；9.盆缘滑脱拆离带蚀变杂岩型金矿；10.盆内裂隙密集带蚀变砾岩型金矿；11.其它类型金矿；12.

研究区位置；LL.玲珑岩体；GD.郭家店岩体；LJ.滦家河岩体；WD.文登岩体；KY.昆嵛山岩体；①.臧家庄盆地；②.胶莱盆

地东北缘地区；a.宋家沟金矿；b.蓬家夼金矿；c.金庄金矿；d.郭城金矿；e.西林金矿；f.杜家崖金矿；g.笏山金矿；h.大庄子金

矿；i.大里沟金矿；Ⅰ.华北板块；Ⅱ.大别-苏鲁造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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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极大关注。笔者认为中生代盆地边缘区金矿

床主要存在以下分布规律：

（1）金矿床类型主要有二种：盆缘滑脱拆离带蚀

变杂岩型（蓬家夼式）金矿和盆内裂隙密集带蚀变砾

岩型（宋家沟式）金矿。蓬家夼式金矿以大型金矿床

为主，宋家沟式金矿以中-小型为主。

（2）主要分布于中生代盆地的边缘区，特别是盆

地边缘的转折部位，是成矿的最有利部位。

（3）蓬家夼式金矿赋存于盆缘断裂中，上陡下缓

的铲式断裂对成矿有利；宋家沟式金矿赋存于盆地

边缘区内侧，受盆内发育的裂隙密集带控制。

（4）产于中生代地层与前寒武纪地层和中生代花

岗岩的接触界限附近，重点是白垩纪莱阳群与古元古

代荆山群、侏罗纪玲珑型花岗岩的内、外接触带附近。

（5）盆缘区金矿的同位素年龄为 128.49～115

Ma，与胶东其它地区金矿年龄一致，成矿物质来源均

具有壳、幔混合源特点[5-6、8-10]。

3.2 找矿方向

根据以上成矿、赋矿规律，结合已知矿化线索及

物化探异常情况（另文发表），在中生代盆地边缘大

致圈出以下5处成矿远景区：

（1）胶莱盆地东北缘海阳郭城-乳山崖子一带，包括

土堆、蓬家夼、宋家沟、西涝口、大院等重点找矿靶区；该

区已知矿床众多，应重点向矿床深部及外围拓展；

（2）胶莱盆地北缘莱阳-栖霞蛇窝泊北部一带，

重点是盆地的转弯处，已发现有金及多金属矿点；

（3）栖霞市北部的臧格庄盆地周边，尤其是北边

界和南边界，已发现有较多化探异常，已知西林金矿

床即位于该区；

（4）胶莱盆地北缘莱西北部产芝水库附近的盆

地边缘区；

（5）胶莱盆地西北边缘平度北部和西北部一带

的盆缘断裂发育部位；有较多化探金异常，已发现平

度大庄子金矿床。

4 结论
盆缘金矿主要有两类：蓬家夼式金矿和宋家沟

式金矿。前者受盆缘滑脱拆离构造控制，后者受盆

内密集裂隙控制，同属盆缘构造系统，是同一成矿作

用在不同构造位置的产物。

胶莱盆地东北缘海阳郭城-乳山崖子一带、北缘

莱阳-栖霞蛇窝泊北部一带、臧格庄盆地周边、莱西北

部产芝水库附近的盆地边缘、盆地西北边缘平度北部

和西北部一带的盆缘断裂发育部位为主要找矿方向。

分 区
产出部位

围岩特征

控矿

构造

矿体形态

矿体规模

矿石品位

矿石类型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矿物成分

金的赋存状态

蚀变分带

（由内到外）
成矿时代
矿床规模
典型矿床

上盘
下盘
性质
走向
倾角

宋家沟式
中生代盆地边缘区内侧
白垩纪莱阳群底部砾岩
白垩纪莱阳群底部砾岩
脆性裂隙密集带（图2）

北东－北东东向
40°～ 87°

不规则脉状、透镜状
最大单矿体长570 m，厚0.87 m～14.38 m,

延深大于240 m（牟平宋家沟）
单矿体平均品位0.62×10-6 ～ 6.03×10-6

黄铁绢英岩化砾岩（原岩为砾岩）

晶粒状结构为主，细脉浸染状构造

矿石矿物：黄铁矿为主，少量黄铜矿、闪锌矿、

方铅矿、磁铁矿、褐铁矿；脉石矿物：石英、

长石、绢云母为主，少量钾长石、白云母、

粘土类矿物和碳酸盐类矿物
银金矿为主，少量自然金。晶隙金为主（40%），

次为包体金、裂隙金、粒间金
黄铁绢英岩化砾岩→绢英岩→绢英岩化

碎裂状砾岩→砾岩
燕山晚期

小-中型为主
牟平宋家沟、乳山大里沟等

蓬家夼式
盆缘断裂主断面的下盘

主要为白垩纪莱阳群或古元古代荆山群
主要为侏罗纪玲珑岩体或郭家岭岩体

韧-脆性铲式断裂（图3）
北东或近东西向

上部：30°～ 50°，下部：20°～ 5°

似层状或大透镜状
最大矿体长约600 m，厚0.64 ～ 47.80 m，

延深大于580 m（牟平金庄）
单矿体平均品位2.58×10-6 ～ 3.71×10-6

黄铁绢英岩化碎裂岩、黄铁矿化长英质角砾岩、

黄铁矿化大理岩等（原岩成分复杂）
晶粒状结构为主，细脉浸染状和角砾状构造

矿石矿物：黄铁矿为主，少量黄铜矿、方铅矿、

闪锌矿、磁铁矿；脉石矿物：石英、长石、绢

云母为主，次为绿泥石、方解石等

银金矿为主，主要为包体金（44%），次为裂隙金和晶隙

金，少量粒间金
黄铁绢英岩化碎裂岩（构造角砾岩）→绢英岩化长英质

碎裂岩→钾化碎裂状花岗岩→花岗岩（砾岩等）
燕山晚期

中-大型为主
乳山蓬家夼、牟平金庄、栖霞西林等

表1 中生代盆地边缘区二类蚀变杂岩型金矿基本特征一览表

Table 1 Basic feature schedule of seconday alteration-complex gold deposits in the margin area of Mesozoic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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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胶东中生代盆地边缘区金矿资源潜力很

大，在该区开展进一步找矿工作，有望成为胶东新的

大-超大型金矿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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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宋家沟矿区0勘探线剖面简图

Fig.2 Section sketch of Prospecting Line 0 in the Songjiagou g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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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蓬家夼矿区5勘探线剖面简图

Fig.3 Section sketch of Prospecting Line 5 in the Pengjiakuang g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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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Metallogenic Features and Prospecting in the Margin of the
Mesozoic Basins, Jiaodong Peninsula

ZHANG Pi-jian, LIU Dian-hao, LI Guo-hua, DING Zheng-jiang, LI Yong, YANG Guo-fu, LI Ping

(Shandong No.3 Exploration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Yantai Shandong 264004, China)

Abstract：Breakthrough in gold exploration is outstanding in the margin areas of the Mesozoic basins in Jiaodong

Peninsula where a batch of mid-large gold deposits are successively discovered like Jinzhuang and Songjiagou in

Muping, Pengjiakuang and Xilaokou in Rushan, Guocheng in Haiyang, Dazhuangzi in Pingdu, Xilin and Hushan

in Qixia, and Dujiaai in Fushan. Judging from the occurrence features, this area possesses two gold metallogenic

types, namely the Pengjiakuang type-(the alteration complex gold deposits in the slip-detachment belts along the

basin margins) and the Songjiagou type-(the alteration conglomerate gold deposits in the fissure-abundant belts

inside the basins). In accord with other areas’metallogenic age in Jiaodong, the isotopic age of the gold deposits

in the basin margins drops into 128.49～115 Ma, and the metallogenic material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mixture of

crust and mantle derived substances. From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local metallogenic regularities, this article de-

fines five significant metallogenic areas with tremendous prospecting potential.

Key words: Mesozoic basin margin; alteration gold deposit; metallogenic regularitie; prospecting potential; Jia-

odong Peninsula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able Isotopes and REE at the
PHAPUN Gold Deposit in Laos

NIU Ying-jie1, LIU Wei2, GAO Ya-long2, LIU Zhi-yong2, YANG Hai-lin1, YU Wen-xiu1

(1.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China;

2. Tianjin Huakan Mining Investment Co., Ltd, Tianjin 300171,China)

Abstract: The PHAPUN gold deposit,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site of the Fengshali-Pafu(Thailand) Mesozoic

depression belt and Luangprabang(Laos)-Lifu(Thailand) Hercynian fold belt, belongs to post-magmatic epither-

mal type gold deposit. Through a detailed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gen, oxygen, carbon isotopic composi-

tions and the RE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ore-bearing calcites in PHAPUN gold deposit, we try to figure out the

resources of H2O and C in the ore-forming fluids and evolution of ore-forming fluid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ore-forming fluids are mainly derived from magmatic water and ancient meteoric water. The C and O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The 13CV-PDB(‰) and 18OV-SMOW(‰) of calcites in ores range from -4.5 ~ -5.2 and 20.0 ~ 20.8, re-

spectively, which show that ore-bearing calcites were the interacted products of hydrothermal fluids and the Perm-

ian marine carbonate rocks.

Key words: geochemistry; stable isotope;rare earth element; PHAPON gold deposit; La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