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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爬奔金矿床角砾岩型金矿体成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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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挝爬奔金矿矿体类型主要为角砾岩型金矿和蚀变岩型金矿，其中角砾岩型金品位较高，属于富矿段。前

人认为该区赋矿角砾岩型金矿是断层角砾岩型金矿，随着采掘巷道对V-1号矿体的不断揭露，笔者观察到角砾岩呈

囊状产出、围岩未变形、角砾岩内部未见明显断层角砾岩显微构造、角砾具原地破碎的可拼性特征、胶结物为热液充

填物、角砾内部发育网脉状的热液充填物等不同于断层角砾岩的特征，因此提出爬奔金矿角砾岩型金矿体角砾是由

于热液爆破所致，同时对热液爆破角砾岩的动力学成因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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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爬奔金矿处于云南“三江”（怒江、澜沧江、

金沙江）成矿带，位于老挝琅勃拉邦省巴乌县爬奔村

一带，目前矿区本部发现4条金矿体，外围发现一条

金矿体，均产于北西向构造带中，赋矿围岩为二叠纪

灰岩。爬奔金矿据目前勘探工作程度，金资源量可

达到大型金矿床。前人认为该区角砾岩型金矿是先

期存在构造角砾岩，之后含矿热液充填，形成角砾岩

型矿体，随着采掘巷道对矿体的不断揭露，笔者一方

面通过仔细观察角砾岩型矿体和蚀变岩型矿体空间

关系、赋矿角砾特征及微观构造、胶结物特征，另一

方面对比前人对热液爆破角砾岩的总结认识，认为

爬奔金矿角砾岩型金矿体角砾是由于热液爆破所

致，并非构造成因。

1 区域成矿构造背景
爬奔金矿处于云南“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

江）成矿带往南延伸部分，在大地构造位置上，爬奔

金矿位于丰沙里-帕府（泰国）中生代拗陷带（Ⅱ）与

琅勃拉邦-梨府（泰国）华力西褶皱带（Ⅲ）的交接部

位，在琅勃拉邦断裂带（F2）附近（图1），成矿条件极为

有利[2]。

2 矿区地质
2.1 地层

矿区范围内出露地层主要有石炭系、二叠系、三

叠系及第四系（图2）；金矿赋存于二叠纪灰岩中；地

层由新到老特征如下：

1.第四系（Q）：残坡积、冲积、洪积物，主要为砂

砾、红土，分布于勘查区沟谷及低洼地带。

2.中-上三叠统（T2-3）：主要分布于工作区东部，

由砾岩、角砾岩、砂岩、粉砂岩、粘土岩等组成，厚度大

图1 爬奔金矿区域大地构造背景图（引自李方夏等，1995[1]）

Fig.1 Regional structure setting map of the Phapon

gold mine（From Li fangxia et al.,1995[1]）

F1.普雷山弧形断裂带；F2琅勃拉邦弧形断裂带；F3.南乌江

弧形断裂带；F4.莫温弧形断裂带；F5.南塔弧形断裂带；Ⅰ.

景洪-会晒-华力西印支岛弧带；Ⅱ.丰沙里-帕府中生代坳

陷带；Ⅲ.琅勃拉邦-黎府华力西褶皱带



于300 m。与下伏地层下石炭统碎屑岩不整合接触、

与石炭-下二叠统灰岩呈断层接触关系。

3.中二叠统（P2）：位于工作区西部，占工作区面

积的20％，主要由安山岩及安山质凝灰岩等组成[1]。

4.石炭-下二叠统（C-P1）：呈不规则透镜状沿勘

查区中部的北东向韧脆性剪切带（F5）两侧分布，约占

全区面积的7％。为一套海相碳酸盐岩，由浅灰色厚

层-巨厚层灰岩组成，厚度大于500 m。是区内主要赋

矿围岩，控制金矿化的空间展布，各重点工作区均有

出露。与上覆地层断层接触，与下伏地层整合接触[1]。

2.2 构造

矿区发育北东向、北西向两组断裂。北东向断

裂为主断裂，北西向断裂为其派生次级断裂，同时北

西向断裂是主要的控矿构造[2]（图2）。

2.3 岩浆活动

勘查区剪切带西侧大面积出露喷溢相火山岩地

层，岩石主要为安山岩、辉石安山岩、辉长岩、安山质

凝灰岩等，呈灰色-灰绿色，隐晶质[2]。在L2-3中部

槽探中发现矽卡岩带和球形风化的闪长岩转石，北

部槽探中发现一小的强风化的花岗闪长岩岩珠；L5

区及其北部槽探中揭露出矽卡岩及闪长岩岩脉[1，4]。

3矿体特征
爬奔金矿矿床类型为中低温热液充填-交代矿

床，受构造控矿明显，主要产在走向北西，倾向南西

的构造带中，矿体多呈脉状[5]。0线以南矿体走向约

340°，0线以北矿体走向约350°，倾角55 ~ 65°之间。

爬奔金矿矿体沿走向和倾向整体稳定，局部变化大，

存在分支复合和尖灭再现的现象，矿体与围岩界线

基本明显。矿（化）体类型主要有角砾岩型、“红化”蚀

变岩型。角砾岩型金矿体断续分布于红化蚀变岩型

金矿体中（图3）。

“红化”蚀变成因是灰岩被含铁热液交代、浸染

后呈弱红色-红色蚀变岩，故称为“红化”蚀变岩。红

化蚀变岩中红化呈弥散状、具透入性，手标本上观察

不到明显的矿物颗粒；在显微镜下，红化蚀变岩中发

育菱铁矿、褐铁矿、赤铁矿，其中菱铁矿交

代方解石、又被更晚期的方解石交代，后

期氧化后多发育褐铁矿暗色边缘；Fe主要

呈菱铁矿化、褐铁矿化、赤铁矿化、铁机械

混入物形式产出。

角砾岩型金矿体在空间上与红化蚀变

岩型金矿体、围岩整体呈突变接触，局部

呈渐变过渡，红化蚀变岩型金矿体与围岩

渐变过渡，界线基本明显（图4）。

网脉状蚀变岩型矿体均厚约3 m，矿体

同上下盘围岩界线整体较为明显，局部逐

渐过渡。主要蚀变为红化蚀变、碳酸盐化

蚀变，蚀变不均一；岩石中见网脉状方解

石脉微裂隙（图5）。该类型矿石品位普遍

偏低。

4赋矿角砾状岩石的基本
特征

4.1 呈囊状产出

据对爬奔金矿探矿穿脉、沿脉、人行通

风井及采场所揭露角砾岩型金矿体的观

察，角砾岩型金矿体最宽约14 m，走向延

长约25 m，倾向延长约40 m，平面上呈纺锤

图2 爬奔金矿区地质简图（引自史老虎等，2016[3]）

Fig.2 Geological map of the Phapon gold mine

（from Shi Laohu et al.,2016[3]）

1.中-上三叠统；2.中二叠统；3.石炭-下二叠统；4.下石炭统；5.灰岩；6.砾

岩、砂岩、泥岩；7.砂岩、含碳灰岩；8.安山岩；9.矿体位置及编号；10.矿化体

位置及编号；11 断层及编号；12.产状；13.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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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不规则状，空间形态呈囊状，具向南东侧伏特征。

4.2 角砾岩的岩相学特征及与构造角砾岩的区别

角砾岩型金矿体角砾主要由红褐色、粉红色“红

化”蚀变灰岩角砾、灰色灰岩角砾、少量白色方解石

脉角砾及局部见黑色含碳质角砾组成；角砾砾径0.2

~ 1 m不等，呈次棱角状-半磨圆状，中心部位角砾位

移较边部大，角砾具可拼性，角砾蚀变不

均一；角砾结构基质支撑到角砾支撑均

有，角砾含量约70%，基质由砂级-粉砂级

的晶屑、岩屑组成，主要有含金的硅质、铁

质和钙质，硅质以极细的蛋白石、玉髓出

现，基质含量约20%；胶结物主要为与热

液相关的充填物，0.03 ~ 1.0 mm不等（图

7）。该类型矿石品位普遍较高，胶结物品位较角砾

品位高。

综上所述，角砾岩型金矿体角砾外貌上类似于

张性构造角砾岩，但与张性构造角砾岩不同，首先表

现在角砾分布不均，角砾不严格按照断层分布延伸，

宽约14 m的断层角砾岩带在走向的延长仅有25 m；

角砾岩产出围岩没有变形；角砾内部未见断层角砾

岩中的显微构造；胶结物出现较多热液矿物，而不是

交代原始胶结物[6]；角砾具有可拼性的原地破裂特

点；角砾岩内部发育较多的网脉状热液脉体，其几何

图4“红化”蚀变角砾岩型金矿体与下盘围岩界线

Fig.4 The boundary between altered breccia type

gold deposits and footwall wall rocks

图5 网脉状蚀变岩型金矿体

Fig.5 Altered rock-type gold ore body with

reticulate veine

图6 爬奔金矿角砾岩型金矿体纵投影示意图

Fig.6 The distribution of breccia-type gold ore body

on geological section

图7 强蚀变热液爆破角砾岩（737中段南3穿）

Fig.7 Altered breccia which is casused by

hydrothermal blasting

图3 737中段角砾岩型与蚀变岩型金矿体平面分布示意图

Fig. 3 The distribution plan of breccia-type and altered rock-type

gold ore body on 737 m level

292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40卷



形态上为剪切脉、张性脉、弯曲树枝状脉，主脉末端

可见分叉形成的细脉，有学者认为这些脉体是热液流

体活动的遗迹，裂隙的形成与流体活动密切相关[6-7]。

4.3 角砾岩的矿化蚀变过程

爬奔金矿床角砾岩的矿化蚀变主要有两期，第

一期是角砾岩形成前的矿化蚀变，第二期是角砾岩

形成后的矿化蚀变。角砾岩形成之前，随着含矿流

体压力逐渐增加，致使周边岩石产生微裂隙，此时含

矿热液沿构造微裂隙运移，通过扩散和交代作用形

成弱矿化蚀变岩；第二期是随着含矿流体压力增加

到足以冲破阻塞时，出现水压破裂，形成角砾岩，角

砾岩在含矿流体的作用下，再次进行交代蚀变，形成

高品位矿石。

4.4 角砾成因分析

前期工作人员认为爬奔金矿角砾岩型矿体是由

于区域应力场中岩石发生断裂变形，形成破碎角砾

岩带，为后期含矿热液运移、定位提供了空间。研究

表明，地壳内流体活动可控制着岩石的构造变形[8]。

液压致裂作用是流体影响和控制岩石变形的重要方

面之一。

笔者通过对爬奔金矿的初步研究，根据赋矿角

砾岩的分布、围岩特征、岩石学特征、微构造特征等

方面来分析，认为爬奔金矿角砾岩型金矿体与蚀变

岩型金矿体的形成不是简单的受传统意义上的控矿

构造所控制，而是由“控矿构造”和“矿控构造”共同作

用的结果。先期存在的北西向构造带，即控矿构造，

含矿流体在构造尖灭闭合部位受到阻塞，当含矿流

体压力增加到足以冲破阻塞时，出现水压破裂，形成

赋矿角砾岩，即所谓的“矿控构造”。同时在构造带

较稳固部位，形成网脉状微裂隙，随着含矿流体的渗

入及交代作用的影响形成网脉状蚀变岩型金矿体。

结合角砾岩型金矿体特征，对其形成过程做了如下

分析：

液压致裂的力学机制已有许多学者加以研究，

认为液压致裂发生的条件是P1=σ3+Rt,即当流体压

力P1超过最小主应力σ3和岩石内聚力最薄弱的岩

石抗张强度Rt之和时，便会发生液压致裂[4]。围岩会

产生大量裂隙，当这些裂隙变得互相连通，出溶流体

形成的流体会在构造或水压泵送力的驱动下向上运

移，并在向上运移的过程中发生膨胀，当流体通过的

路径伴随有体积损失（热液溶解或流体源回撤）或已

经存在自由空间（区域伸展或构造）时，岩石碎屑会

发生旋转 ，从而形成热液角砾岩[9，10]。

在热液角砾岩系统内，流体介质的向上运动，会

携带部分小颗粒、低密度碎屑向上运动，导致不同成

分、大小不一的角砾发生混合，同时使部分角砾呈现

出棱角-半磨圆现象，在流体运移的过程中绝大部分

破碎角砾的运移相对较小，一般具可拼性。流体的

运动使岩石不断产生破裂，并向浅部方向增殖，这些

破裂成为金沉淀的场所[8]。由于裂隙的扩张和延伸

是骤然发生的，裂隙的瞬时扩容，使富含金组分的含

矿热液前锋的压力陡然下降，促使热液快速吸入裂

隙中，进一步交代围岩，随着含矿热液的能量、压力

的释放，流体温度降低，粘度变小，物化条件改变，并

以胶结物的形式充填在角砾的裂隙中，金也伴随着

沉淀下来[11]。

5结论
（1）爬奔金矿赋矿角砾属于热液爆破作用成

因。该成因是含矿热液-岩石系统在高流体压力和

低构造应力体制下，发生液压致裂作用的产物。

（2）热液爆破角砾特征不同于构造角砾，主要有

如下特征：1）角砾呈囊状产出；2）角砾岩产出围岩没

有变形；3）角砾内部未见断层角砾岩中的显微构造；

4）胶结物出现较多热液矿物充填产出，而不是交代

原始胶结物[4]；5）角砾具有可拼性的原地破裂特点；

6）角砾岩内部发育较多的网脉状热液脉体。该认识

对后期找矿有重大指导性意义。

（3）爬奔金矿角砾岩型金矿与网脉状蚀变岩型

金矿位于同一条矿脉，其成因都与含矿流体爆裂作

用相关，在构造带软弱部位形成角砾岩型金矿，而在

构造带稳固部位形成网脉状蚀变岩型金矿体。角砾

岩型金矿体品位高于网脉状蚀变岩型金矿体。

爬奔金矿赋矿角砾热液爆破作用成因的提出，

是笔者实地观察和查阅文献后提出的新认识，结合

矿区地质背景，其可能的成因机制是由深部火山隐

爆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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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genesis of breccia - type gold ore body of
the Phabon gold deposit, in Laos

WANG Jie-ting1, LIU Zheng2, HAN Zhi-wei1, LU Bang-fei1, MU Shun-yao1, LU Jun-hua1

(1.Tianjin Huakan Laos Mining Company Ltd, Tianjin 300170, China；

2.Inner Mongolia Geological Engineering Co., Ltd. Hohhot City 010010 , 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ore bodies in Phabon gold deposit in Laos ,one is altered rock-type gold body,

the other is breccia-type gold ore body which has higher gold grad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breccia-type gold de-

posit in this area related to fault. With the continuous excavation of the V-1 ore bodiy by tunnel,the author ob-

served that all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ent from fault breccia, such as, the breccia-type ore body is

sack-like, the surrounding rock is not deformed ,and it is not found the microfracture of fault breccia, the piece of

breccia can be join together, the content of cement is come from hydrothermal, the microfissure of breccia is

filled by hydrothermal. So the authors consider the breccia is casused by hydrothermal blasting, and we also anal-

ysis the mechanism of the breccias.

Key words: Phabon gold deposit;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 hydrothermal blasting breccia;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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