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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塔儿沟钨矿床处于北祁连造山带西段、野牛滩花岗质岩体西南缘外接触带。通过对其成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

向研究，认为塔儿沟钨矿床矿体层限明显，褶皱构造、断裂构造控制矿体数量、产状和规模，野牛滩花岗质岩体提供成矿

热源。野马南山群B组片岩为赋矿唯一层位，北西向断层是寻找“矽卡岩型白钨矿体”有利部位，北西西向断层是寻找

“石英脉型黑钨矿体”有利部位，W5异常区是寻找白钨矿床的最佳地段，W3、W2异常区是寻找白钨矿床的最佳靶区，花岗

质岩体外接触带是下一步找矿勘查的重点区域。

关键词：钨矿床；地质特征；找矿方向；北祁连西段；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P618.67；P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135（2016）03－0198-06

收稿日期：2016-05-19

资助项目:酒钢集团科技创新项目“酒钢所需矿产资源调查与研究之塔儿沟大型钨矿开发研究”

作者简介：赵建仓（1966-），男，甘肃省天水人，地质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地质找矿和矿床成因的研究工作，Email：zhaojian-

cang@jiugang.com。

塔儿沟钨矿床是祁连造山带目前发现的两个大

型钨矿之一，探明储量居甘肃省首位。塔儿沟钨矿

床于1965年由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

队发现。该矿床的发现，是在验证重砂异常时取得

重大找矿突破的典范。1966-1972年开展普查工作，

1980-1987年开展详查工作。经过甘肃省第四地质

调查队前后两个阶段14年的地质勘查工作，完成地

质报告3份[1-3]，完成专题研究报告1份[4]，此后地质勘

查工作停止。进入2000年，研究工作再度深入，并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5-17]，厘定了野马南山群成岩年代、野

牛滩岩体成岩年代、钨矿成矿年代，探讨了成矿模

式，但对矿区外围找矿方向研究欠少、欠深。2013

年，根据酒泉钢铁集团公司的部署，笔者团队针对塔

儿沟钨矿未来开发进行了研究工作。通过野外地质

调查、室内综合研究等手段，对塔儿沟钨矿的成矿地

质特征进行分析、讨论，并从地层岩性、构造、侵入岩

控制条件三个方面总结其成矿规律，进而提出新的

找矿方向。

1区域地质背景
塔儿沟钨矿床区域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北祁连造

山带西段、野牛滩花岗质岩体西南缘外接触带，其南

侧紧邻中祁连地块，构造线方向305～320°。区内地

层以古元古界野马南山群和中元古界长城系为主，

其次为蓟县系、青白口系、奥陶系、白垩系、古近系、第

四系等。野牛滩岩体形似梭状，长33 km，宽2 km～

10 km，面积约280 km2，呈岩基产出，总体走向NW，

与区域构造方向一致，岩体南、北两侧分别侵入野马

南山群及奥陶系阴沟群，东段被石炭系和古近系覆

盖，西段被中生代活动断层所切。围绕野牛滩岩体，

目前已发现大型钨矿1处，大型银多金属矿1处，小

型铁矿2处。塔儿沟大型钨矿床和石硐沟大型铅锌

银矿床产于岩体南部，后者由甘肃有色地质勘查局

106队于2009年发现。清河铁矿、刃岗沟铁矿产于岩

体北部，均为小型铁矿床，由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二

区域地质测量队于1965年发现（图1）。

2 矿区地质特征
2.1地层

塔儿沟钨矿区赋矿地层为野马南山群变质岩，变

质岩系由片岩、板岩和结晶灰岩组成，走向 310°左

右，倾向SW，倾角70°～80°。片岩段出露总厚1 164

m～1 467 m。野马南山群变质岩系自下而上划分为

A、B、C、D四个组，塔儿沟钨矿床就产于野马南山群

B组片岩中。野马南山群B组片岩段按岩石组合分

为六个岩性层。第一层为红柱石二云石英片岩夹石



第3期 赵建仓等：甘肃省肃北县塔儿沟钨矿床成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研究 199

英岩、斜长角闪岩；第二层为二云石英片岩夹石英

岩、斜长角闪岩；第三层为绢云石英片岩夹二云石英

片岩；第四层为角闪石英片岩、斜长角闪片岩夹灰岩、

大理岩、斜长角闪岩、二云石英片岩、绢云石英片岩、

石英岩；第五层为绢云石英片岩夹斜长角闪岩、石英

岩；第六层为绢云石英片岩、千枚岩夹灰岩、板岩。

2.2构造

矿区位于北西向背斜褶皱构造的南翼，背斜褶

皱轴线方向310～330°，北翼为高山区，海拔4 500 m

以上，人迹罕至，属地质工作薄弱区。塔儿沟钨矿区

为一向南西陡倾的单斜构造，局部存在发育不完整

的层间小褶曲。主要断层F1从南部纵贯全区，走向

310～315°，倾向SW，倾角 75°±。F1断层破碎带宽

16 m，主要为泥质及千板岩片状破碎物。野外观察

F1为成矿前断层，成矿后仍有活动。已发现矿体均

处于该断层的北面。区内小断层发育，NW向断层控

制矽卡岩型白钨矿体，NWW向断层控制石英脉型黑

钨矿矿体。航磁遥感解译窑洞沟、塔儿沟为较大断

层，性质不详。塔儿沟钨矿94%的钨矿体就挟持在

这两条断层与主要断层F1之间。

2.3侵入岩

塔儿沟钨矿区内侵入岩主要有花岗闪长岩、花

岗伟晶岩、煌斑岩、石英脉、辉长岩等，分布较广，脉

状、大脉状产出者居多，自西至东均有出露。花岗闪

长岩主要侵位于第三、第四、第五岩性层中，花岗伟

晶岩主要侵位于第二至第五岩性层中。花岗闪长

岩、花岗伟晶岩、煌斑岩走向与白钨矿脉走向一致；

矿区内石英脉最发育，侵位于第三、第四、第五岩性

层中。

2.4矿体特征

塔儿沟钨矿含矿带可分黑钨矿矿化带和白钨矿

矿化带两种，以黑钨矿矿化规模最大。黑钨矿矿化

带东西长 2 900 m，南北宽 600 m～800 m。矿体呈

“脉群”状产出，在2 km2范围内共有含矿石英脉434

条，其中工业矿体 282条，矿体长 100 m～500 m，矿

体厚 0.1 m～0.3 m，延深 200 m～880 m。黑钨矿石

具粒状结构、交代结构，浸染状构造、块状构造，可分

黑钨矿石和毒砂黑钨矿石两种自然类型，主要围岩

为绢云石英片岩，其次为斜长角闪片岩、角闪石英片

岩、二长石英岩、花岗闪长岩和花岗伟晶岩，普遍具

Oy

图1 塔儿沟钨矿区域地质略图（据王怀谌等，1988，简化；据周振环等，1989，修改）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Taergou tungsten deposit

1.第四系；2.古近系；3.白垩系；4.石炭系；5.奥陶系阴沟群；6.寒武系；7.青白口系；8.蓟县系；9.长城系；10.古元古界野马南山群；11.

花岗闪长岩；12.石英正长岩；13.中祁连北缘深大断裂；14.塔儿沟大型钨矿；15.石硐沟大型银多金属矿；16.清河+刃岗沟小型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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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母化、电气石化；白钨矿矿化带东西长2 400 m，

南北宽160 m～200 m。矿体呈层状产出，圈定工业

矿体 27 条，矿体长 200 m～800 m，平均厚度 3.16

m～10.19 m，延深200 m～680 m。白钨矿石具粒状

变晶结构、纤维变晶结构，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

可分透辉石矽卡岩白钨矿石和符山石矽卡岩白钨矿

石两种自然类型，主要围岩为斜长角闪片岩、角闪石

英片岩、大理岩、矽卡岩、花岗闪长岩和花岗伟晶岩，

普遍具矽卡岩化、萤石化、碳酸盐化（表1，图2）。

3成矿规律
3.1地层岩性控矿特征

野马南山群 B 组片岩层 W 含量 8.51 × 10-6～

677.53×10-6，是地壳中W平均含量7.6×10-6（据黎彤

等，1990）的0.91倍～89.15倍。在B组片岩六个岩性

层中，W 含量最高的是第六岩性层，平均为

677.53×10-6，其次为第四岩性层，平均为141.24×10-6。

石英脉型黑钨矿产于第三、四、五岩性层，矽卡岩型

白钨矿顺层产于第四岩性层斜长角闪片岩中。尽管

第六岩性层W含量最高，但仅见含毒砂、黑钨矿石英

脉，目前未发现黑钨矿矿体。深部钻孔在第二岩性

层中发现含钨石英脉，但不够边界品位。光谱分析

发现斜长角闪片岩在矿区和外围的W含量分别可达

138×10-6和115×10-6。野外调查发现白钨矿化强度与

矽卡岩化程度关系密切，矽卡岩化越强，硫化物越发

育，白钨矿越富集。硅化、云英岩化越强，黑钨矿越

富集。对于W含量最高之第六岩性层，未发现工业

矿体，除显示该层所见酸性岩脉侵入较少外，其原因

不明，有待以后工作关注。B组片岩六个岩性层中唯

独第一岩性层未见矿化。

3.2构造控矿特征

矿区内的褶皱构造、断裂构造均受古河西构造

体系控制。褶皱构造控制区内含W变质岩系的展

布，塔儿沟钨矿床产于背斜之南翼，在矿区表现为一

向南西陡倾的单斜构造。断裂构造限制矿体数量、

规模。成矿前的断层F1在矿区南部纵贯全区，野外

观察为压扭性断层。矽卡岩型白钨矿体受NW向断

层控制，石英脉型黑钨矿体受NWW向、NE向断裂控

制，NWW向张扭性裂隙控制着86.5%的石英脉型黑

钨矿体。断层交汇部位矿体膨大转折，WO3含量

高。航磁遥感解译窑洞沟、塔儿沟为较大断层，性质

不明，导矿构造的可能性极大。深部施工的钻探工

图2 塔儿沟钨矿矿区地质略图（据王怀谌等，1988，简化）

Fig.2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taergou tungsten deposit

1.古元古界野马南山群变质岩；2.中新元古代辉长岩；3.加里东中晚期花岗闪长岩；4.花岗伟晶岩；5.煌斑岩；

6.断层；7.航磁遥感解译断层；8.石英黑钨矿体；9.白钨矿体

矿体个数
244
34
3
1

矿体产状（°）
倾向

20～35
210～220
335～340

300

倾角
50～77
60～80
72～75

50

矿体规模（m）
一般长

100～500
110～200
70～226

130

最长
870
430
323
130

一般深
200～600
100～350
105～170

150

最深
880
625
180
150

一般厚
0.05～0.90
0.06～0.62
0.13～0.27

0.17

平均厚
0.21
0.18
0.21
0.17

表1 塔儿沟黑钨矿矿体产状、规模表

Tab.1 Occurrence and scale for thetaergou wolframite 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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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发现含矿构造性质为张扭性，且矿体无品位变贫、

厚度变薄等趋势。现有工程对构造和矿体控制有

限，工程控制白钨矿体最大延深680 m，控制黑钨矿

体最大延深880 m，深部钨矿仍有前景。

3.3侵入岩控矿特征

塔儿沟钨矿床距离野牛滩花岗质岩体300 m～

1 000 m，处于岩体外接触带。外接触带野外观察为

热蚀变带。野牛滩花岗质岩体由似斑状花岗闪长

岩-石英二长岩岩基、二长花岗岩岩枝和花岗岩脉、

伟晶岩脉等组成。野牛滩岩体中石英脉与矿区黑钨

矿中石英脉氢同位素非常接近，说明野牛滩岩体同

石英脉型黑钨矿床的关系密切，推测野牛滩岩体与

矿区出露花岗闪长岩二者为同一岩浆源[10，12]。前者

岩基出现，后者岩枝出露。李惠萍等[15]利用X光衍

射、稳定同位素等多种手段研究，认为野牛滩岩体形

成温度不高于600℃，是塔儿沟钨矿形成的热引擎和

热动力。白钨矿体除被含黑钨矿石英脉穿插外，普

遍被花岗闪长岩岩枝穿插。白钨矿体成矿在前，石

英脉型钨矿体成矿在后，极其分明。

4找矿靶区
围绕野牛滩花岗质岩体外围开展水系沉积物测

量、岩石和土壤测量，各圈定异常 3个，编号分别为

AS1-AS3和AR1-AR3。其中AS1、AS2和AR1、AR2

以 W 为主，伴有 Ag、As、Cu、Pb、Zn、Mo 综合异常，

AS1、AR1 与已发现的塔儿沟钨矿高度吻合，AS2、

AR2与后来发现的石硐沟大型银多金属矿高度吻

合，钨矿和银矿产于野牛滩花岗质岩体外接触带古

元古界野马南山群变质岩系中；AS3和AR3主要为

Fe异常，与已发现的刃岗沟铁矿吻合，铁矿产于野牛

滩花岗质岩体外接触带奥陶系阴沟群岩系中。选定

黑钨矿、白钨矿、锡石三种矿物，围绕野牛滩和石油

沟脑花岗质岩体外围开展重砂测量工作，按重矿物

含量分级表，最终圈定黑钨矿重砂异常区1个，编号

W4；白钨矿重砂异常区 4 个，编号为 W1、W2、W3、

W5（表2）。

W4异常长2.9 ㎞，宽0.6 ㎞～0.8 ㎞，面积2.4 ㎞2，

经施工槽探、硐探、钻探等工程后确认W4异常由塔

儿沟钨矿引起；W1异常长3 ㎞，宽1 ㎞，面积3 ㎞2，南

北向，北部地层为奥陶系阴沟群，南部为野牛滩花岗

质岩体。黑钨矿和白钨矿含量不高（30粒以下），推

测为塔儿沟钨矿剥蚀造成大量白钨矿富集所致；W2

异常长5 ㎞，宽2.4 ㎞，面积12 ㎞2，与主构造方向一

致，北部为野牛滩花岗质岩体，南部为野马南山群B

组片岩段之片岩、千枚岩夹灰岩、斜长角闪岩和板

岩，其中样品达Ⅲ级4个，Ⅱ级3个，Ⅰ级4个。异常

处于褪色蚀变晕内，地层中W含量高，且已在斜长角

闪岩和板岩中发现钨矿化，同时发现毒砂石英脉，可

做寻找变火山-沉积型钨矿的靶区；W3异常长 5.3

㎞，最宽2 ㎞，面积10.6 ㎞2，处于野牛滩花岗质岩体

东南缘，异常西部出露地层为石炭系上统太原组砂

岩、页岩和野马南山群B组片岩段之片岩、千枚岩夹

灰岩，东部被古近系、第四系覆盖。其中样品达Ⅲ级

9个，Ⅱ级1个，Ⅰ级15个。重砂异常高值点较多，梯

度变化较大，异常向北未封闭，推测异常源在其北，

异常由白钨矿引起；W5异常处于石油河脑花岗岩体

南缘与野马南山群变质岩系接触带，石油河脑岩体

地质特征与野牛沟岩体接近[17]，地层为石英片岩夹大

理岩和斜长角闪岩，透闪石化、阳起石化和矽卡岩化

强烈。W5异常长6 ㎞，宽5 ㎞，面积30 ㎞2，似圆形，

近南北向展布，为区内最大的白钨矿异常。异常内

白钨矿含量高，出现次数多，梯度变化大，其中样品达

Ⅲ级15个，Ⅱ级4个，Ⅰ级9个，最高含量28.73 g/t。

异常所处位置和成矿条件较好，在该区域内发现矽

卡岩型白钨矿床的可能性极大，可做寻找变火山-沉

积型钨矿的最佳地段。可见，W5、W3、W2异常所处

部位，地层、构造、侵入岩对成矿极其有利，对有利地

段进行排序，依此为W5、W3、W2（图3）。

5结论
（1）钨矿成矿受地层、构造、花岗质岩体严格控

制。赋矿地层为古元古界野马南山群B组片岩，W

含量高，是主要矿源层；褶皱构造、断裂构造控制矿

体数量、产状、规模；野牛滩花岗质岩体为最终成矿

提供热源。

（2）野马南山群B组片岩为找矿唯一层位，古河

西系不同序列之断层是容矿、储矿的主要场所，NW

向断层是寻找矽卡岩型白钨矿体有利部位，NWW向

张扭性裂隙是寻找石英脉型黑钨矿体有利部位。钨

矿物
黑钨矿
白钨矿
锡石

Ⅰ

1～100粒
1～100粒

Ⅱ

100粒-0.01 g
100粒-0.01 g

Ⅲ

>0.01 g
>0.01 g

Ⅳ
70.7 g/t
66.3 g/t
67.9 g/t

表2 重矿物含量分级表
Tab.2 Heavy mineral content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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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于花岗质岩体外接触带。现有工程对矿体延深

控制有限，深部找矿仍有前景。

（3）W5异常面积30 ㎞2，异常规模较大，形态完

整，处于成矿有利地段，是寻找白钨矿床的最佳地

段；W3异常面积10.6 ㎞2，W2异常面积12 ㎞2，异常

区内白钨矿含量较高，梯度变化较大，是寻找白钨矿

床的最佳靶区；野牛滩花岗质岩体和石油河脑花岗

质岩体外接触带，是下一步找矿勘查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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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塔儿沟钨矿外围地球化探测量综合异常略图

Fig.3 Sketch map for geochemical measuring comprehensive anomaly of

Taergou ditch outside tungsten deposit

1.塔儿沟大型钨矿；2.石硐沟大型银多金属矿；3.清河、刃岗沟小型铁矿；4.水系沉积物异

常区；5.岩石和土壤测量异常区；6.钨矿重砂异常区；7.找矿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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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alization and metallogenic evolution of
the Phapon gold deposit, Laos

XUE Lan-hua, SHI Lao-hu
(Tianjin Huakan Mining Investment, Co, Ltd, Tianjin 300171, China)

Abstract: Phapon gold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of Laungprabang island arc in north of Laos. Ore body

occurs in NNW striking faults of thick-huge thick limestone of Carbonic-Lower Permian. It is delineated by 6 ore

bodies at present, appears as large pulse. The tectonic intersection parts are in lentoid and cryptomere. The

mineral composition is simple, rare metallic minerals, take iron oxide as principal. The gold occurs in calcite and

other gangue mineral as intergranular and fractured. On the basis of former investigation, through field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 observe and classify on different stages of calcite vein, combine analyze and comparison on

mineral microelement, study on the origin of fluid and the activation of metal under shear, investigate on the time

and space relationship and ore-controlling mechanism among constructed, fluid and mineralization. The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Phapon gold metallogenic material is from limestone of Carbonic-Lower Permian, the gold

migration is by chloric complex, the mineralization temperature is low, which is epithermal vein-type deposits.

Construct power throughout the mineralization process, and play a leading role. Metallogenic evolu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seven stages. Four stages of mineralization is progressive deformation under the

same dynamic action superimposed mineralization in the same position in the same structural position, and form

different carbonation and unique mineralization and alteration mark. With significance indicated on prospecting,

it can be the unique mineralization mark of the deposit type and guide for periphery prospecting.

Key words: Mineralization; metallogenicevolution;Phapon gold deposit; Laos

Study 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Taergou Tungsten deposit, in Subei county, Gansu province

ZHAO Jian-cang1，JIA Jun-wei1, LI Jin-shan, LU Guo-yu2

(1.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Jiuquan Iiron and Steel (Group) co.，LTD,Jiayuguan Gansu,735100,
China；2.Resources Development Center Jisco Group Mineral, Jiayuguan Gansu,735100,Chaina）

Abstract: Taergou Tungsten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exocontact zone of southwest edge of Yeniutan granite, the

western section of Qilian Mountain.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the Taergou Tungsten deposit,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quantity, occurrence and scale of the ore body are

controlled by fold structure and fault structure, and ore-forming hot source derived from the Yeniutan granites.

Group B of Yemananshan Gr. is the only ore bearing horizon. NW fault is favorable place for prospecting of

Skarn type scheelite deposit. NWW fault is favorable place for prospecting of quartz vein Tungsten deposit. W5

anomaly area is the best block for prospecting of scheelite deposit. W3 and W2 anomaly area is the best target

area for prospecting of scheelite deposit. The exocontact zone of Yeniutan granite and Shiyouhenao granite is the

key area of the next step for geological prospecting work.

Key word: tungsten deposit;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 prospecting direction; western segment of North Qilian

Mountains; Gansu provi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