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9卷 第1期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Vol.39 No.1

2016年03月 G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 Mar. 2016

河北省阜平县口子头普查区化探异常及找矿前景分析

樊玉朋1，姜兴钰2，王子洋1

（1. 河北省地质调查院，石家庄 050081；2.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天津 300170）

摘 要:在综合分析前期地质、化探资料的基础上，对河北省阜平县口子头隐爆角砾岩开展了1/1万岩石地球化学测

量工作，圈定10处异常。钻探验证显示深部黄铁绢英岩化强烈，圈定5个钼矿体、7个银（金）矿体，估算钼金属量83

t，银金属量10.67 t，伴生金金属量61.81 kg。银钼多金属矿体赋存于隐爆角砾岩体中，表明地表原生晕异常为矿致

异常。钻孔原生晕元素含量分布图显示，主要成矿元素的结晶沉淀规律符合典型热液型矿床的元素分布特征。笔

者还研究了矿体中元素的富集范围，预测了深部盲矿体的赋存部位，并提出进一步验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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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县北部地区，构造发育，岩浆侵入作用频

繁，热液活动强烈。1998年河北省区调队在该区完

成了1/5万马庄幅、下关幅区调工作，1993年河北省

地质十三队完成了阜平幅1/20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圈定了多处明显的多金属异常[1]，本区口子头隐爆角

砾岩即处于AS27综合异常范围内。此后，保定地质

工程勘查院及河北地调院通过槽、硐探工程对口子头

普查区进行过评价，发现了低品位钼矿体，但由于工

程布置依据不充分，工程位置不尽合理，找矿效果不

理想。岩石测量方法是一种寻找岩浆热液型等隐伏矿

床的理想方法[2]，前苏联运用原生晕法预测深部盲矿体

的成功率很高[3]。2014年河北地质调查院运用1/1万

面积性岩石测量法对本区1/20万化探异常进行了查

证，通过槽、钻探工程，发现多个Au、Ag、Mo矿体。

本文在综合分析本区地表原生晕、激电异常以及钻

孔原生晕特征后，认为该区深部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可开展进一步勘查工作。

1区域地质
普查区位于山西断隆（Ⅱ2

3）、五台台拱（Ⅲ2
9）、阜

平穹褶束（Ⅳ2
31）北部（图1a）。区域地层主要为新太

古代阜平岩群和五台岩群。侵入岩主要为新太古代

变质深成岩和中生代中酸性小侵入体及隐爆角砾岩

体。中生代浅成中酸性小侵入体在区域内出露较广

泛，常引起Cu、Mo、Pb、Zn、Au、Ag化探异常；特别是

在小岩体内及附近发育的隐爆角砾岩体，是本区银

钼多金属矿床的主要产出部位。

本区地处阜平隆起西北部，口子头向斜构造的

北西段中部。褶皱构造以背、向斜相间分布，互相平

行，呈直立或歪斜状，转折端以背斜向北西倾伏，向

斜向东仰起为特征。韧性剪切带宏观上表现为岩石

的高塑性流变，剪切带内岩石具有强烈的条带状构

造，常发育有小褶皱构造。断裂构造主要形成于吕

梁期和燕山期，吕梁期末的断裂呈北西走向，断裂被

古元古代辉长辉绿岩侵入，岩墙呈北西向平行展

布。燕山期断裂以北东、北西向为主。

1/20万阜平幅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在阜平北

部圈出铁岭洼综合异常（AS27丙2），面积26.15 km2，

异常以本区内隐爆角砾岩为中心，呈椭圆状展布，由

Mo、Ag、Pb、Zn、Cu五种元素组成，元素套合较好，浓

集中心一致，浓度分带明显，异常面积较大。

2普查区地质
2.1地层

区内变质表壳岩及盖层不发育，主要出露地层

为新生代第四系。

第四系主要分布于区内沟谷中。为全新统冲洪

积层，由砂、砾石和亚砂土组成。厚度一般小于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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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沿沟谷两侧及缓坡地带坡积物较发育，常形成

环带状坡积“裙”。

2.2构造

本区内构造形迹与区域构造形迹基本一致，以

断裂构造为主，褶皱构造次之。

（1）断裂构造

区内断裂构造主要为吕梁期（？）和燕山期断

裂。吕梁期（？）断裂以平行带状NW向断裂为主，延

长一般大于10 km，带宽5～30 m，产状70°∠65°，属

正断层，多被辉长辉绿岩脉充填。燕山期构造主要

表现为NW向断层，出露 3条，倾向NE，倾角 50°～

75°，区内断续出露约0.4～1.0 km。断裂破碎带宽约

2.5～10 m，断裂带内岩石由大小不等的角砾和碎粉

岩组成，岩石呈灰白色、浅黄色土状，地表发育高岭

土化、绿泥石化。此外，围绕隐爆角砾岩体边缘发育

放射状节理裂隙，环带状构造亦明显可见，均为火山

（或潜火山）岩浆作用的产物。

区内断裂构造与银、金、钼多金属矿形成有着密

切的时空联系。

（2）褶皱构造

根据岩层（片麻理）产状分析，该区为一向斜构

造，走向315°左右，北东翼岩层产状倾向南西，倾角

20～50°；南西翼产状倾向NE，倾角20～45°，局部达

62°，为对称紧闭褶曲构造。区内隐爆角砾岩体基本

顺其轴部产出。

2.3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以新太古代变质深成岩、元

古代侵入岩和燕山期隐爆角砾岩为主。

新太古代变质深成岩分布于普查区四周，岩性

主要为黑云二长片麻岩局部夹有黑云斜长片麻岩、

角闪斜长片麻岩以及角闪二长片麻岩。

元古代侵入岩分布于区内东部，主要岩性为辉长

辉绿岩、辉绿玢岩，单脉宽一般5～30 m，长数百米至数

公里，呈岩墙产出，走向NW，倾角较陡，近于直立。

燕山期侵入岩主要有隐爆角砾岩和花岗斑岩

脉。隐爆角砾岩体分布于本区中部，呈不规则的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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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地质、物化探异常分布图

Fig.1 Geological,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anomaly distribution map

A: 1.大河南抬斜断块；2.狼牙山凹褶断束；3.蔚县凹褶束；4.阜平穹褶束；5.赞皇穹断束；6.紫荆关-灵山深断

裂；7.无极-衡水大断裂；8.普查区位置；9.省界

B: 1.第四系砂土；2.太古宇黑云二长片麻岩；3.隐爆角砾岩边缘相；4.中间相；5.矿化相；6.闪长岩；7.石英斑岩；

8.辉长辉绿岩；9.花岗斑岩；10.断层；11.视极化率异常；12.原生晕异常；13.钻孔位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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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产出，面积约1 km2。按胶结物的不同，可划分为三

种岩性：花岗质胶结隐爆角砾岩，普遍可见网脉状硅

化，构成角砾岩体的中间相；凝灰质胶结隐爆角砾

岩，偶见斑团状、星散状黄铁矿化，形成角砾岩体的

边缘相；矿化隐爆角砾岩，黄铁矿化明显，铁帽发育，

形成角砾岩体的矿化相。

此外，花岗斑岩、石英斑岩、闪长岩及闪长玢岩以

岩脉或岩株形式分布在隐爆角砾岩体内及其周围。

3地球物理特征
在隐爆角砾岩发育区进行了激电中梯测量，以

ηs=8%为异常下限，共圈出5处激电异常（图1b），异常

围绕隐爆角砾岩体及其外侧北西-西-南三面呈环状

分布,与地质填图中所发现的隐爆角砾岩外侧为矿化

相的现象相互印证，矿化相中发育的黄铁矿和多金属

硫化物引起了较高的视极化率。从异常总体分布特

征看，异常应由隐爆角砾岩引起，隐爆角砾岩以西北

部、西部、南部矿化相最为发育，在岩体外侧激电异常

的高值区可能存在隐伏隐爆角砾岩，深部金属硫化物

含量较高，具有矿化程度增强以及富集成矿的潜力。

4地表原生晕特征
岩石测量采用1/1万规则长方格网布样，测网密

度为100 m×20 m。采用多点取样方式，采样介质为

基岩碎块，在基岩裂隙处适当专门采集蚀变物质以

提取找矿信息，取样面积 2.6 km2，实际采集样品 1

298件，采用原子光谱分析方式分析，由河北省地矿

中心实验室承担。

通过地表原生晕测量，在本区圈出了10处综合

异常（图1a）。主要异常元素为Pb、Zn、Ag、Cu、Mo、

Au，异常分布与隐爆角砾岩体出露位置关系密切，

Mo、Cu元素分布在隐爆角砾岩及其临近围岩部位，

Pb、Zn、Ag主要分布在隐爆角砾岩边部及近围岩处，

Au、As 分布在角砾岩远部围岩中，形成了清晰的

Au-Pb、Zn、Ag-Cu、Mo分带特征，符合典型中-高温

（斑岩）热液矿床中元素的分布规律[4]，反应了热液温

度从隐爆角砾岩中心至围岩由低到高的变化特征。

说明该异常是由隐爆角砾岩形成时的岩浆热液或气

液携带深部成矿元素，或与围岩成分发生交代替位

反应，使成矿元素沿断裂及隐爆角砾岩中的角砾间

隙发生富集再结晶作用，从而含量大幅度提高，形成

强烈的异常强度和衬值，其中Mo元素最大衬值达到

11.28，Au元素最大衬值达到4.08，Ag元素最大衬值

达2.50，元素富集比相对较高，各异常元素浓集中心

一致，且化探异常与激电异常吻合较好，具有较好的

成矿异常指示。

通过对区内元素进行R聚类分析，可将元素分

为三类，即稀土元素 La、Au-Ag-Bi-Pb-Hg、Cu-W-

As-Zn-Mo-Sb 三组。La 主要与新太古代变质深成

岩体有关，主要分布于测区西部，区内数值变化较

小，反映了老岩体成岩时元素的矿化特征；Au-Ag-

Bi-Pb-Hg，反映了中低温的成矿组合特征；Cu-W-

As-Zn-Mo-Sb反映了中高温的矿物组合特征，分布

于岩体内外接触带。元素的聚合状态反映出了区内

两个主要的矿化元素集合体，即铜钼矿化同生带、银

金矿化同生带，这与后期施工钻孔矿化情况是相吻

合的。

根据对地表原生晕的分析及推测成果，在上述

异常的成矿有利部位，完成了槽探和4个孔位的钻探

验证工作，证明了地表原生晕异常为矿（化）体引起。

同时在钻孔岩芯中采取了岩石样品，运用钻孔原生

晕对深部成矿潜力进行分析和预测。

5矿体特征
根据在地表化探异常高、矿化相岩体发育处进

行的槽探和钻探验证工作，地表与深部共圈定了5个

钼矿体、7个银金矿体，经专家评审，估算钼金属量

83 t、银金属量10.67 t、伴生金金属量61.81 kg。对主

要矿体简要介绍如下：

Mo1号钼矿体位于F1断层上下盘附近，呈陡倾

斜薄层状产出，地表出露。矿体斜深 270 m，长约

100 m，平均厚度为1.47 m；矿体走向108°，倾向18°，

倾角约63°，平均品位0.038%。矿体由黄铁辉钼矿化

隐爆角砾岩组成。顶底板围岩均为矿化隐爆角砾

岩。矿体产于矿化隐爆角砾岩中。地表矿体的存在

对地表发育近矿蚀变的现象给出了有力的解释。

Mo2号钼矿体也位于F1断层上下盘附近，矿体

斜深 50 m，长约 100 m，厚度 3.35 m，产状为 60°

∠55°。平均品位0.057%。矿体以褐铁矿化隐爆角

砾岩为主，次为褐铁矿化蚀变黑云二长片麻岩，矿体

顶板为隐爆角砾岩，底板为二长片麻岩。

Mo3号钼矿体由ZK002、ZK601两钻孔控制，为

一盲矿体。控制矿体长400 m，延深100 m左右，平均

厚0.85 m，矿体产状27°∠59°。平均品位0.049%。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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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辉钼矿化硅化蚀变黑云二长片麻岩为主，次为

黄铁辉钼矿化构造蚀变岩，矿体顶底板为黑云二长

片麻岩为主。

Mo4号钼矿体由ZK501钻孔控制，见矿于孔深

405.76～407.41 m处，真厚为1.53 m，产状38°∠22°，

平均品位0.038%。矿体由黄铁矿化硅钾化蚀变黑云

二长片麻岩组成，顶底板围岩均为黑云二长片麻岩。

Mo5号钼矿体由ZK1601钻孔控制，矿体赋存

于孔深 382.76～384.26 m 处。矿体厚 1.32 m，倾角

47°，钼平均品位 0.032%。矿体由黄铁矿化硅化隐

爆角砾岩组成，顶板围岩为隐爆角砾岩，底板为煌

斑岩脉。

Ag1-Ag6号银金矿体由ZK601孔控制，集中分

布于其孔深195.66～353.16 m处的隐爆角砾岩带中，

呈似层状或透镜状产出，单工程见矿推测延长、斜深

均在 80 m 左右，矿体厚 0.90～4.44 m，总体产状为

30°∠57°，矿体矿石均为黄铁绢英岩化隐爆角砾岩，

与围岩界线肉眼难以辨认，均靠化验结果区分，单矿

体平均品位：银 48.04 × 10-6～179.75 × 10-6，伴生金

0.12×10-6～0.91×10-6。

Ag7 号银金矿体位于 ZK1601 孔孔深 32.41～

33.51 m处矿化石英斑岩脉中，推测延长、斜深在80

m 左右，产状为 140°∠60°，矿体厚 0.55 m，银品位

204×10-6、伴生金品位0.28×10-6；矿石为黄铁矿化、硅

化角砾化石英斑岩。

由钻探验证看出，地表原生晕圈出的高值异常

对深部成矿的指示作用比较明显，深部矿体的存在

与地表发育远矿蚀变相互映证。沿F1构造发育的隐

爆角砾岩带具较大找矿潜力。

6钻孔原生晕特征
岩芯中发育的硫化物主要为黄铁矿、偶见黄铜

矿，结合地表原生晕主要为Mo异常的情况，样品基

本分析原来只分析了Cu、Mo两种元素，后在钻孔岩

石样分析结果中出现了较高的Au、Ag异常，其中Ag

含量达145×10-7，遂进行了Au、Ag元素的补充测试，

发现多处Ag、Au矿体。

运用岩石样原生晕测试结果绘制了元素含量曲

线图（图3），在钻孔ZK601曲线图中可以看出，成矿

元素原生晕高值处与矿体位置对应较好，说明本区

钻孔原生晕能够很好地反映矿化程度。中低温元素

Au、Ag原生晕数值增减趋势基本一致，指示本区可

能具有Au、Ag密切共伴生的关系，中高温元素Cu、

Mo原生晕数值增减趋势基本一致，这符合典型的热

液矿床元素按照温度分带结晶的规律。

在热液型多金属矿床中，同一期次的岩浆侵入

或热液活动形成的成矿前缘晕在矿体前缘一般可达

100～300 m或更远[5]，元素结晶析出的温度由深部向

浅部逐渐降低，岩浆热液上升过程中，中高温元素先

行富集沉淀，低温元素则继续上升一定距离后再结

晶析出，也就是说低、中、高温元素的矿物结晶赋存

位置要大约相互间隔200 m左右。

通过对ZK601元素含量曲线图分析，推测本区

发生了至少3次岩浆气液活动，强度大小不等。Cu、

Mo元素发育两个明显异常带，Au、Ag元素发育一个

图3 钻孔601矿体分布及元素含量曲线图

Fig.3 ZK601 Ore body distribution and element

content curve

1.第四系；2.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3.浅色变粒岩；

4.隐爆角砾岩；5.矿体位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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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异常带和一个大规模强异常带。其中，孔深

40～140 m处发育较为明显的Mo异常属于第一个期

次（“第一”不代表时间前后，下同）热液活动的尾晕，

即该期次较深部位的高温元素异常晕，该原生晕的

中浅部中低温带元素异常晕已被风化作用剥蚀殆

尽；孔深100 m处的Ag异常与400～410 m处的Mo

异常属于第二个期次热液活动形成的异常，其中Ag

异常为本期次的浅部低温晕带，Mo异常为深部高温

晕带；孔深280～360 m处Au、Ag异常的规模及强度

较大，属于第三个期次岩浆热液活动形成的原生晕，

是该期次中的浅部异常，推测相应于本期Ag（Au）元

素的中高温元素 Cu、Mo 异常位于 Ag（Au）深部

100～300 m，即孔底以下 100～200 m处，经岩芯分

析，本期形成的多层Ag（Au）矿体，达到了工业品位，

考虑到本期Au、Ag异常规模大，孔底视极化率高达

到8%，孔底零星细脉状黄铁矿不足以引起高视极化

率的情况，推测下部Mo矿化强度高，矿（化）体规模

大，主要分布在隐爆角砾岩体靠近外部的矿化相及

围岩接触带的混合岩化片麻岩中。

7矿化蚀变特征
围岩蚀变在隐爆角砾岩体及接触围岩中发育较

强，向外明显减弱。矿化蚀变主要有黄铁矿化、硅

化、钾化、绢云母化、云英岩化，次为高岭土化、绿泥石

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化等。

黄铁矿化：在中心相、边缘相隐爆角砾岩中，黄

铁矿多为细粒状，以云团状、星散浸染状分布在胶结

物中；在矿化蚀变隐爆角砾岩中，黄铁矿多为粗粒状

呈团块富集，在矿体中尤为明显，次为细粒-微粒状，

以云团状、细脉浸染状分布于花岗质胶结物中。

硅化：整个隐爆角砾岩体，普遍具疏密不匀的灰

白色石英细脉分布。矿化隐爆角砾岩中，硅化常与

黄铁矿化共生，表现为石英细脉穿插或团块状充填

交代岩石之现象，局部地段形成黄铁矿化云英岩条

带，并多见小的晶洞和晶簇发育。

钾化：钾化与硅化关系密切，二者常相伴产出。

呈斑杂状、不规则脉状分布于岩石中。此外，宏观上

表现为以钾长石为主的长英质脉体充填于隐爆角砾

岩体边部的放射状裂隙中，局部见粉红色纯钾长石

透镜状脉体沿片麻理断续分布。

绢云母化：表现为钾长石、斜长石被热液蚀变后

为绢云母所交代。

绿泥、绿帘石化：呈细小鳞片状、微粒状集合体，

沿裂隙细脉状分布。

碳酸盐化：多杂乱分布在岩石中，与石英颗粒镶

嵌分布。

高岭土化：主要发育在F1断层经过隐爆角砾岩

地段，地表岩石呈粉末状和土状。

由隐爆角砾岩至围岩，蚀变分带性较明显，发育

有钾化→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绿帘石化→碳酸

盐化。蚀变现象符合典型热液-斑岩型矿床的分带

特征[6]，近矿蚀变的发育说明近地表赋存有矿体或矿

体大部分已被剥蚀，远矿蚀变的分布预示深部可能

仍有矿体存在，且该矿体的近矿蚀变未在地表出露。

8结束语
本次工作主要运用 1/1万原生晕测量方法，对

1/20万化探异常进行了验证，目前发现了 5个钼矿

体、7个银金矿体，说明原生晕找矿方法在本区应用

效果较好。通过对钻孔原生晕进行深入分析，认为

隐爆角砾岩中至少发生了3次后期热液活动，可能赋

存3套不同时期形成的低-中-高温元素矿体体系。

目前圈定的Ag2-Ag6号金银伴生矿体为第三期次热

液活动形成的矿体，其下部极有可能存在规模较大

的Mo矿体。结合地质条件与钻孔深部晕的推测，本

区深部具有良好的成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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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in the census
region of Kouzitou, Fup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FAN Yu-peng1, JIANG Xing-yu2, Wang Zi-yang1

（1.Hebei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Shijiazhuang 050081,China;

2. Tianjin Centre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1/10 000 rock geochemical survey for cryptoexplosive breccia was finished and 10 anomalies were

delineated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g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data. The drilling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pyrite phyllic develops strongly, and five molybdenum ore bodies and seven silver (gold) ore bodies

were found. The estimate amount of molybdenum metal is 83 t, silver 10.67 t, associated gold 61.81 kg. The

primary halo anomalies belong to the the ore anomalies. The Ag-Mo multiple metal ore bodies occur in

cryptoexplosive breccia. The element content distribution in primary halo of drilling displays that precipitation

regularity of main ore-forming elements conform to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typical hydrothermal deposit

elements. The authors researched the enrichment range of elements and calculated the occurrence site of blind ore

body and made a recommendation for further validation

Key words: primary halo; multiple metal; cryptoexplosive breccia; hydrothermal liquid; Kouzitou

Application of CSAMT method in the exploration of paleo-channel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Yihetu Region, Inner M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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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ntrolled Source Audio-frequency Magnetotelluric method

(CSAMT method) are introduced.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CSAMT method in paleo-channel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in Saihanzu, Yihetu region, Inner Mongolia with the validation of some drilling data, the author

suggust that CSAMT method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thods for deep detection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has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exploration of paleo-channel uranium deposits.

Key words：CSAMT method; Yihetu region; Paleo-channel sandstone-type uranium deposits; Application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