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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斯任达金矿区外围地球化学异常特征与找矿方向
张健，李孝红，马志刚，王纪昆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总院 天津 300170）
摘

要：斯任达金矿为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运用地球化学测量方法，在其外围进行了快速、高效的找矿潜力评价。

成果表明该区以 Au 地球化学异常为主，伴有 Hg、Cd、Bi 等异常。通过分析地球化学异常展布特征，探究异常与矿化的
关系，
圈定出两处 Au 异常靶区，可为进一步找矿提供有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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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地处
“西太平洋构造-岩浆活动带”
上，
是中、

文章编号：1672－4135（2017）01－0147-04

纪早期侵入的花岗闪长岩体，
包括花岗岩、
闪长岩、
石

新生代以来地球岩石圈中最复杂的“构造-岩浆活动

英闪长岩、
石英二长岩、
英云闪长岩呈岩株产出，
分布

区”
之一。斯任达（Serentak）地区位于印尼西加里曼

于研究区中部（图1）。

丹省孟嘉影（Bengkayang）县，大地构造环境有利于
金矿的形成[1，2]。
研究区地质工作程度不高，仅印尼地质部门在
孟嘉影地区开展过 1/25 万区域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工
作。为了快速、
高效评价研究区找矿潜力，
在该区开
展 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笔者参加了此项工
作，
通过分析斯任达地区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提出找
矿耙区，
为进一步找矿提供有用信息。

1 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欧亚板块东南部解离的大陆主动边
缘，中生代“巽它陆核”中的 SUNDA 地台区，西南侧
与印度-澳大利亚板块，
东侧与太平洋板块及菲律宾
板块等复合过渡带毗邻，大地构造环境非常利于形
成金矿 [1]。区内地层主要为三叠系巴南（Banan）组
中、
粗粒砂岩、
灰色火山碎屑岩、
巨厚层状底砾岩岩段
和侏罗系逊巴屯（Sungaibetung）组凝灰质砂岩、泥
岩、粉砂岩岩段，局部出露渐新统哈米森（Hamisan）
组石英砂岩、
杂砂砾岩层。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延伸
方向主要为北西向和南北向，北西向断裂构造位移
明显为压扭性，
造就了区内的高山和盆地分布；
南北
向断裂表现为平移张扭性。岩浆岩分布较广，白垩

图 1 斯任达地区地质图
Fig.1 The geology map of Serentak area
1. 第四系河流、沼泽沉积物；2.Bawang 组英安岩；3. 斯任达组
英安质凝灰岩、凝灰质角砾岩；
4.Raya 蚀变安山岩、英安岩、玄
武岩；5. 逊巴屯组凝灰质砂岩、泥岩、粉砂岩；6. 巴南组中粗粒
砂岩、灰色火山碎屑岩；7.Sintang 侵入岩（花岗岩、闪长岩、石
英闪长岩、石英二长岩、英云闪长岩）；8. 地质界线；9. 断层；
10. 斯任达金矿区范围；
11.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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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方法与数据处理
斯任达地区海拔一般为 36～1 400 m，
沟谷发育，
切割强烈，
水系属卡普阿斯河流域，
河谷均为常年流水
性河流，
属热带雨淋气候。本工作共完成研究区1/5 万
水系沉积物测量面积 275 km2，
采集样品 1 126 件；
对
异常区进行查证，
完成 1/1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面积
22.2 km2，
采集土壤样品2 55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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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发射光谱法、原子荧光法、
无火焰原子吸收法等。各元素报出率均在 93%以
上，一级标样合格率均为 100%，各元素内检合格率
在 92%～100%之间。根据标样质量监控图、准确度
和精密度分析，
样品数据质量可靠，
未出现系统偏倚
情况。
采用平均值加减 3 倍标准差对测试数据进行逐
级剔除[3]，对最终余下的样本求其平均值（X）和标准

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采样位置选择在间歇性水

偏差（S），再按（X+3S）求得各元素的异常下限统计

流地区或干枯河道内底部采样，水流发育的河床中

值[4]。通过初步圈定异常后，
拟定较为合理的异常下

主要选择在水流变缓处，转石背后等水系沉积物容

限使用值。

易聚集的地方。在水系上下游 30 m 范围内，多点采
集混匀成一个样品，
采样密度为 4.1 点/km2。样品介

3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质主要为洪、
冲积物中细砂、
粉砂等物质，
过筛截取-

3.1 水系沉积物异常特征

40 目粒级。1/1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网度 200 m×40

从水系沉积物异常剖析图（图 2）中可知，Mo、

m，
蚀变、
矿（化）体地段点距加密至 20 m，
在测点周围

As、Cr、Ni、Sb 异常基本分布在英安质凝灰岩与凝灰

5 m 范围内，采集 3～5 个点混匀成一个样品，根据土

质砂板岩地层中，
异常连续性差，
分布零散，
强度低，

壤发育实际情况，采集 30～80 cm 深度的残坡积物

规模小，
这些元素在测区内的成矿可能性较小。Bi、

质，
采样密度为 115.9 件/km ，
野外初加工粒级为-40

W 异常基本沿花岗闪长岩与石英闪长岩接触带分

目粒级。

布，但 W 异常强度低，规模小，其成矿能力需要进一

2

分析了 Au、Ag、Sn、Co、Cr、Cu、Mo、Ni、Pb、Zn、
W、Sb、Bi、As、Hg 等 15 种元素，分析方法主要为电

步验证。Au 异常是研究区内强度最高，规模最大的
异常，
最大值为 500×10-9，
是异常下限的 50 倍，
该异常

图 2 斯任达金矿外围水系沉积物测量异常剖析图
Fig.2 The abnormal anatomy diagram of stream sediment survey in the periphery areas of Serentak gold deposit
1. 英安岩；
2. 英安质凝灰岩；
3. 凝灰质砂岩、页岩、板岩；
4. 砂砾岩；
5. 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
6. 地质界线；
7. 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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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花岗闪长岩与石英闪长岩接触带上，异

质、
凝灰质砂岩、
页岩、
板岩、
凝灰质砂砾岩、
泥质粉砂

常连续性好，
分布面积广，
基本受北西向断裂构造控

岩等。在异常带南部见有少量民采砂金活动。

制，
浓度分带明显，
是区内成矿潜力最大的矿种。
3.2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与水系沉积物异常分布相
似，
以 Au 异常为主，
伴有 Hg、
Cd 等异常。Au 异常规
模大、
强度高，
二、
三级浓度分带清楚；
与地质背景条
件吻合，往往沿主构造线（北西向断裂、侵入岩接触

4 找矿方向
通过对斯任达金矿区外围调查与评价工作，获
取了丰富的化探等成果，
圈定了找矿远景靶区两处，
即Ⅰ、
Ⅱ号靶区（图3）。

带等）成带、成串分布。伴生 Bi、Hg、Cd、Mo、W 弱异
常零星分布，异常强度低，一般只出现外带异常，浓
度分带和浓集中心不发育。根据异常和地质特征等
将土壤异常分为三个异常带（图3）。
H1 号常带特征：该异常带位于研究区的北东角
部，主要由三处 Hg 异常组成，异常长轴方向与主断
裂构造线一致，呈北西向展布。在异常带东侧发现
有一条蚀变破碎带，蚀变以硅化、绿泥石化为主，主
要矿化为黄铁矿化，
呈侵染状，
Au矿化较弱。
H2 号异常带特征：
该带位于研究区的中东部，
呈
北西向带状分布。主要为 Au 异常，规模较大，呈北
西向断续展布，
长度达 3.7 km；
单个 Au 异常往往呈北
西向窄条带状，
与主断裂构造线方向一致，
单个异常
一般长300～700 m，
一般宽100 m左右；
二、
三级浓度
分带清楚，具有多个浓集中心，Au 最大值为 554×
10-9。Hg、Cd 异常与 Au 异常相伴出现，分布在 Au 异
常的外围，异常强度较弱，一般只有外带异常出现，
浓度分带和浓集中心不发育；单个异常往往呈北西

图 3 斯任达金矿区外围找矿靶区图
Fig.3 The prospecting targets map in periphery areas
of Serentak gold deposit
1. 英安岩；2. 英安质凝灰岩；3. 凝灰质砂岩、页岩、板岩；4. 砂
砾岩；5. 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6. 地质界线；7. 断层；8. 异
常区

4.1 Ⅰ号靶区

Ⅰ号靶区位于鲁马河上游，巴望河与兰达河交

向宽条带状，
与主断裂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
单个异

汇位置，
靶区呈北西向椭圆形，
面积 4.2 km2。该靶区

常一般长 300 m 左右，
宽 200 m 左右。在异常带中部

位于水系沉积物异常Au Bi Mo W组合异常区，
1/1万

发现有两条蚀变破碎带，蚀变以高岭土化、弱硅化、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H2 号组合异常区（Au Hg 组合异

碳酸岩化为主，主要矿化为黄铁矿化，Au 矿化较强，

常），1/1 万地面高精度磁测△T 异常的相对高值区。

其中一条蚀变破碎带与土壤 Au 异常浓集中心相对

通过异常查证和矿点检查，
发现两条蚀变破碎带，
北

应。因区内植被茂密，
基岩出露差，
其余土壤异常目

西向断裂构造发育，
侵入岩体与火山碎屑岩接触，
其

前没有发现蚀变矿化带，
有待进一步工作。

中 TC2-2 探槽揭露到宽度 0.3 m，
品位 12.3×10-6 的金

H3 号异常带特征：该异常带位于测区的西南部
兰达河的上游，呈北西向带状分布。主要为 Au 异
常，
局部伴生 Hg、
Cd 等弱异常；
Au 异常规模大、
强度

矿体。
4.2 Ⅱ号靶区

Ⅱ号靶区位于兰达河上游，靶区呈北西向椭圆

高，断续长度达 2.6 km；呈北西向断续展布，单个 Au

形，面积 6.4 km2。Ⅱ号靶区位于水系沉积物 Au Bi

异常往往呈北西向窄条带状，与主断裂构造线方向

Mo W 组合异常区与 1/1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H3 号

一致，单个异常一般长 300～600 m，宽 100 m 左右；

组合异常区（Au Hg 组合异常）、1/1 万地面高精度磁

二、三级浓度分带清楚，具有多个浓集中心，土壤 Au

测△T 异常的相对低值区；通过异常查证和矿点检

最大值为 644×10 。异常所处地质背景为巴南组沉

查，
未发现明显找矿信息，
区内仅有少量的民采砂金

积地层，主要岩性为浅棕褐色-灰色底砾岩、黑色炭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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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anomaly characteristics and ore-prospecting targets in
the periphery areas of Serentak gold deposit, Indonesia
ZHANG Jian, LI Xiao-hong, MA Zhi-gang, WANG Ji-kun
(Tianjin North China Geological Exploration General Institute,Tianjin 300170, China )

Abstract: Indonesia Serentak Gold deposit is a epithermal deposit, in order to prospect the potential deposit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in the peripheral, the geochemical survey method was util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u
geochemical anomalies is mainly associated with Hg, Cd, Bi elements. By analyzing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eochemical anomalies, and explor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omalies and mineralization, two Au anomaly
target areas were discoveryed. It will provide effective information for further prospecting.
Key Words: Serentak; stream sediment; soil geochemistry; ore-prospecting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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