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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曲沃县哈蛙沟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浅析

杨萌萌
（山西省地质勘查局214地质队，山西 运城 044000）

摘 要：山西省曲沃县哈蛙沟金矿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运城新裂陷中东部稷王山陷隆北东端紫金山一带。笔者通

过野外勘查，对区内地层、构造、岩浆岩、化探异常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发现哈蛙沟金矿赋存于太古宙涑水期变

质深成岩中，由断续分布的褐铁矿化石英脉透镜体组成，呈薄板状或豆荚状产出，严格受北北东向和北北西向两组

次级断裂构造控制，金品位的高低与褐铁矿化石英脉关系密切，围岩蚀变以褐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为

主，矿床成因类型属中低温岩浆热液型，工业类型属含金石英脉型。本文对该区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规律进行了总

结，认为找矿潜力较大，并为进一步开展地质找矿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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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南部紫金山一带地质工作开展较早，

1976—1981年，山西省区调队在该区开展了1/20万

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新发现了一些矿点、矿化点及矿

化线索，了解了区内矿产的分布规律[1]。1989—1997

年，随着找金热的兴起，先后有山西省地矿局物探

队、213地质队、214地质队、二勘院在该区进行了不

同程度的异常检查和矿点评价工作，虽然取得了一

些成果，但未能实现找矿突破[2]。1997年山西省地矿

局214地质队在该区4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1/5

万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对原1/20万化探异常

进行了解体和重新定位，圈出综合异常22个、单元素

异常94个，其中Au异常23个，Ag异常11个，Cu异常

10个，Pb异常13个，Zn异常23个[2]。该区虽进行了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但均为小比例尺，工作程度

较低，未进行大比例尺的地质普查工作；虽进行了化

探工作，但对所圈定的化探异常未进行系统的异常

查证；虽发现了一些金、铜矿化点，但大部分矿点未

进行系统的普查评价工作，总体地质工作程度仍较

低。2007—2011年，笔者先后两次负责该区的金及

多金属矿普查工作，通过对区内地层、构造、岩浆岩

的研究和以往1/5万水系沉积物异常的查证，发现了

哈蛙沟金矿床。近十年来，214地质队陆续在该区开

展了地质找矿工作，重点对1/5万化探异常进行了检

查，共发现金矿床（点）12个、金矿脉17条、金矿体25

个，共探求金金属量3 t，金平均品位18.70 g/t，所发现

的金矿床中以哈蛙沟金最为典型，为当地的矿业开

发及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本文总结了金矿床的地

质特征及成矿规律，为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议。

1区域地质背景
哈蛙沟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山西省南部临

汾-运城新裂陷中东部稷王山陷隆北东端紫金山一

带。区域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下古生界寒武系和新生

界第四系，次为新太古界涑水表壳岩[3]。区域内构造

复杂，主要为早期构造和晚期构造。早期构造主要

表现为太古宙涑水期变质深成岩中的韧性变形及韧

性剪切构造，在太古宙涑水期变质深成岩中以片麻

理、条带状构造为主要特征，其次发育片理和劈理构

造。晚期构造主要表现为脆性断裂，分为区域性断

裂和次级断裂。区域性断裂构造主要为北部山前大

断裂和南东部盖层断裂。北部山前大断裂为张扭

性，规模较大，走向北东、北东东，在区域东部变为北

西向，倾向以北北西向为主，倾角55°～70°，延长约

16 km，破碎带宽 50～200 m，为一多次活动的断裂

带。盖层内的断裂走向北北东，倾向南南东，倾角

65°左右，长约8 km，破碎带不发育。次级断裂主要



分为北北西向、北北东向、近东西向三组，规模较小，

一般延长数百米至千米，倾角一般较陡，破碎带不

宽，但多为石英、碳酸盐脉充填，往往有蚀变和矿化，

为该区的主要控矿构造，控制着矿体的形态和规模。

区域岩浆活动较为频繁，且类型较多，主要有太

古宙涑水期变质深成岩（黑云斜长片麻岩、黑云二长

片麻岩）、绛县期变二长花岗岩、中条期变钾长花岗

岩，次为中元古代辉绿岩脉、中生代燕山期中酸性岩

体（花岗斑岩、花岗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其中，燕

山期中酸性岩体多呈脉状、少数呈岩株状分布于涑

水期变质深成岩中，规模较小，出露面积不大，但对

金矿的富集起着重要的作用[4-5]。

2矿区地质特征
2.1地层

哈蛙沟金矿区内未见新太古界涑水表壳岩，出露

地层主要为下古生界寒武系和新生界第四系（图1），

其中寒武系主要为辛集组和馒头组。辛集组（ϵ1X）

分布于矿区东部及西南部一带，常呈陡壁地貌，为一

套粗碎屑岩-碳酸盐岩沉积建造，其下部为灰白色、

浅肉红色中厚层石英砂岩，上部为薄板状白云质灰

岩及灰质白云岩，本组与太古宙涑水期变质深成岩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馒头组（ϵ1M）覆盖于辛集组之

上，以黄灰、黄绿、紫红色泥灰岩、白云岩为主，夹页

岩、灰岩，出露厚度10～35 m，未见顶，本组与下伏辛

集组呈整合接触。新生界第四系（Q）分布于矿区东

南部、西南部一带的低缓坡梁上，主要为亚砂土、亚

粘土以及残破积等。

2.2构造

矿区内展现为一深层次的、近均一化的片麻状构

造及以片麻理作为褶皱面的柔流褶皱，同时发育有

叠加在片麻理之上的后期脆性次级断裂构造。按其

走向不同，分为北北西向和北北东向两组，这两组断

裂为本矿区的主要控矿构造。各断裂特征详见表1。

由表1可见，本区断裂构造均为正断层，地表出

露长度130～790 m，宽0.10～1.27 m，以北北东向为

主，倾角70°～88°，均较陡。通过地表槽探、深部坑探

工程揭露，断层面多具舒缓波状，常见近水平擦痕和

阶步，构造角砾岩发育，其角砾多呈棱角状、次棱角

状，角砾成分主要为黑云斜长（二长）片麻岩和石英

脉，角砾大小不一，最大者5 cm，最小者1 mm，一般

1～3 cm，显示张扭性特征，具多次活动特点。次级断

裂构造为本区的主要控矿构造，控制着主要金矿脉

（体）的形态和规模。

2.3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出露的岩浆岩为太古宙涑

图1 哈蛙沟金矿区地质略图

Fig.1 Geological map of the Hawagou gold deposit

1.第四系；2.馒头组；3.辛集组；4.黑云二长片麻岩；5.黑云斜长片麻岩；6.辉绿岩脉；7.角度不整合界线；8.断裂及编

号；9.金矿脉及编号；10.金矿体及编号；11.图2剖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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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期的黑云斜长片麻岩（原岩为英云闪长岩）、黑云

二长片麻岩（原岩为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次为中元

古代晋宁期辉绿岩。区内的含金石英脉均切穿了辉

绿岩脉，由此推断，区内分布的辉绿岩脉与金矿成矿

作用没有直接关系。根据区域成矿特征分析对比，

区内的金矿成矿作用与燕山期中酸性岩浆活动有

关，矿区内虽然没有燕山期的岩浆岩出露，但距矿区

北东部边缘有燕山期侵入的石英斑岩脉，北西部约2

km处有燕山期花岗斑岩体的侵入活动。

3矿床地质特征
3.1矿体特征

矿区内通过1/1万地质测量、1/2千地

质剖面测量、1/2千岩石剖面测量、槽探、坑

探以及样品测试等工作手段，共发现8条

金矿脉（即Ⅰ～Ⅷ号），圈出了17个金矿体，

均赋存于太古宙涑水期黑云斜长片麻岩、

黑云二长片麻岩中的次级断裂构造带内，

由断续分布的褐铁矿化石英脉组成，呈薄

板状或豆荚状产出，矿体产状与断裂产状

一致（图2）。

Ⅰ号矿脉中圈出6个金矿体（即Ⅰ-

①～⑥号），Ⅱ号矿脉未圈出金矿体，Ⅲ号

矿脉中圈出2个金矿体（即Ⅲ－①、②号），

Ⅳ号矿脉中圈出2个金矿体（即Ⅳ-①、②
号），Ⅴ号矿脉中圈出2个金矿体（即Ⅴ-

①、②号），Ⅵ号矿脉中圈出2个金矿体（即

Ⅵ-①、②号），Ⅶ号矿脉中圈出1个金矿体

（即Ⅶ-①号），Ⅷ号矿脉中圈出2个金矿体

（即Ⅷ-①、②号）。其中，Ⅳ-②、Ⅴ-②、

Ⅵ-①、Ⅶ-①、Ⅷ-①规模较大、品位较高，

为主要金矿体，特征分述如下：

Ⅳ-②号金矿体：位于矿区西部的Ⅳ

号矿化脉南部，其资源量占矿区总资源量的

10.92%。金矿体严格受F4断裂破碎带控制,走向

20°～30°，倾向110°～118°，倾角76°～88°。矿体长

257 m，延深40 ～95 m，厚0.25～0.74 m，平均厚0.46

m，厚度变化系数30.85%，在走向上有膨缩现象。金

品位11.20～44.10 g/t，平均品位20.46 g/t，品位变化系

数43.51%。矿体赋存标高843～1 015 m。

Ⅴ-②号金矿体：位于矿区中部的Ⅴ号矿脉北部，

断裂编号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位 置

中部

中部

南西部

北西部

中部

中西部

南部

南部

长度（m）

790

130

400

410

470

585

230

370

破碎带宽度（m）

0.10～1.10

0.20～0.50

0.10～1.27

0.15～0.74

0.30～0.60

0.20～1.10

0.15～0.70

0.25～0.85

走向

350°

350°

10°～20°

20°～30°

12°～45°

10°～25°

15°～40°

24°～42°

倾向

75°～90°

260°

100°～110°

110°～118°

282°～294°

280°～295°

105°～130°

116°～121°

倾角

70°～85°

80°

70°～80°

70°～88°

74°～84°

70°～88°

84°

80°～83°

断层性质

正断层

正断层

正断层

正断层

正断层

正断层

正断层

正断层

表1 断裂构造特征一览表

Tab.1 List of faulted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图2 哈蛙沟金矿区第2勘探线剖面图

Fig.2 The second exploration line profile of Hawagou gold deposit

1.辛集组石英砂岩；2.辛集组白云质灰岩；3.辛集组灰质白云岩；4.馒头组

页岩；5.馒头组泥灰岩；6.黑云斜长片麻岩；7. 角度不整合界线；8.产状；9.

断裂及编号；10.金矿脉及编号；11.金矿体及编号；12.探槽及编号；13.沿

脉平硐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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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资源量占矿区总资源量的12.51%。金矿体严格受

F5断裂破碎带控制，走向12°～45°，倾向282°～294°，

倾角 74°～84°。矿体长 398 m，延深 24～40 m，厚

0.45～0.60 m，平均厚0.52 m，厚度变化系数10.31%。

金品位9.40～30.40 g/t，平均品位19.94 g/t, 品位变化

系数40.98%。矿体赋存标高为756～855 m。

Ⅵ-①号金矿体：位于矿区中部的Ⅵ号矿脉南

部，其资源量占矿区总资源量的21.31%。金矿体

严格受F6断裂破碎带控制，走向10°～25°，倾向

280°～295°，倾角 70°～88°。矿体长 346 m，延深

40 m，厚0.25～1.10 m，平均厚0.76 m，厚度变化系

数43.49%。金品位1.45～16.70 g/t，平均品位10.14

g/t, 品位变化系数72.78%。矿体赋存标高为824～

927 m。

Ⅶ-①号金矿体：位于矿区南部的Ⅶ号矿脉中，

其资源量占矿区总资源量的8.74%。金矿体严格受

F7断裂破碎带控制，走向15°～40°，倾向105°～130°，

倾角 84°左右。矿体长 205 m，延深 40～94 m，厚

0.15～0.70 m，平均厚0.56 m，厚度变化系数35.24%。

金品位2.47～11.94 g/t，平均品位9.56 g/t，品位变化系

数92.46%。矿体赋存标高为788～888 m。

Ⅷ-①号金矿体：位于矿区南部的Ⅷ号矿脉中，

其资源量占矿区总资源量的8.74%。金矿体严格受

F8断裂破碎带控制，走向24°～42°，倾向116°～121°，

倾角 80°～83°。矿体长 201 m，延深 10～66 m，厚

0.30～0.85 m，平均厚0.53 m，厚度变化系数27.12%。

金品位5.42～18.4 g/t，平均品位13.98 g/t，品位变化系

数65.27%。矿体赋存标高为759～861 m。

3.2矿石特征

该区金矿石的自然类型为贫硫化物氧化矿石，

工业类型属含金石英脉型。

金矿石呈黄褐色、灰黄色，以粒状变晶结构、碎

裂结构、残余结构为主，次为胶状结构、皮壳状结构

和网格状结构；矿石构造主要为脉状构造、块状构

造，蜂窝状构造，其次为角砾状构造。矿石矿物为褐

铁矿、黄铁矿、孔雀石、黄铜矿、自然金。脉石矿物为

石英、铁白云石、方解石、斜长石、高岭土、绢云母、白

云母、绿泥石。

矿石化学成分、微量元素特征见表2。

根据矿石化学全分析结果，仅银可作为伴生有

项 目
含量(%)

项 目
含量(%)

SiO2

81.83

MnO

0.07

Al2O3

4.74

P2O5

0.11

Fe2O3

3.50

Cu

0.027

FeO

1.07

Pb

0.027

TiO2

0.38

Zn

0.01

CaO

4.07

S

0.18

MgO

1.03

Ag

4.085

K2O

0.96

As

0.015

Na2O

0.11

备注

Ag、As含量

单位10-6。

表2 矿石化学全分析结果一览表

Tab.2 List of ore total chemistry analysis results

注：样品测试单位为国土资源部太原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用组分回收利用，其它共、伴生组分含量甚微，不具

备综合利用价值。

矿石中主要有用组分为金，金品位的高低与褐

铁矿化石英脉关系密切。破碎的褐铁矿化石英脉比

未破碎的褐铁矿化石英脉金品位高，同时金品位的

高低还与破碎带中褐铁矿化石英脉的多少、规模及

连续性有关。金在矿石中是以自然金形式存在，嵌

布于褐铁矿和石英裂隙中[6]，呈亮金黄色，形态呈不

规则长条状、树枝状、乳滴状、火焰状、细脉状等。金

粒一般的粒径在 0.02 mm 左右，最大金粒粒径为

0.044 mm，最小的金粒粒径为0.009 mm，属细粒金。

3.3成矿阶段

根据矿石中矿物共生组合及相互穿切关系，可

划分为3个成矿阶段。

第一成矿阶段：金-石英-黄铁矿阶段。形成矿

物主要为石英，乳白色，他形-自形晶，他形石英粒度

一般在2～5 mm，自形晶石英粒度较粗，一般在0.5～

1 cm，呈垂直脉壁生长的六方单锥；脉体中包含有围

岩碎块。黄铁矿虽多已褐铁矿化，但从保留的黄铁

矿外形看，晶体相对较粗大，粒径0.02～0.2 mm。该

阶段金矿化微弱。

第二成矿阶段：金-石英-黄铁矿-黄铜矿阶段。

金矿石多呈碎裂状、脉状产出。脉石矿物主要为烟

灰色石英，金属矿物以黄铁矿为主，与第一阶段相

比，黄铁矿较细，粒径0.01～0.05 mm，偶尔可见黄铜

矿。该阶段为金的主要富集阶段，金矿化较强。

第三成矿阶段：金-碳酸盐阶段。为含铁白云石

的石英碳酸盐细脉穿切早期阶段石英脉，矿化较弱。

3.4围岩蚀变

矿体顶、底板围岩均为黑云斜长片麻岩和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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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片麻岩。矿体内夹石量很少，局部呈小团块状

零星分布，对矿体连续性及矿石质量影响不大。矿

体顶、底板围岩在1.5 m之内均有不同程度的褐铁矿

（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孔

雀石化及高岭土化等蚀变现象。

4成矿规律
通过对哈蛙沟金矿地质特征的研究发现，该区

金矿的形成明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概括总结如下：

（1）区域性的北部山前大断裂和南东部盖层断

裂构成了本区的主要构造格架。

（2）NNE向和NNW向两组次级断裂构造为本区

的主要控矿构造，控制着主要金矿脉（体）的形态和

规模。次级断裂构造为含矿热液的运移提供了通

道，同时也为成矿元素的沉淀与富集提供了有利场

所[7-8]。

（3）金矿体赋存于太古宙涑水期变质深成岩中，

由断续分布的褐铁矿化石英脉组成，呈薄板状或豆

荚状产出，矿体产状与断裂产状一致。

（4）矿石为贫硫化物氧化矿石，北北东向断裂控

制的金矿体品位远高于北北西向断裂控制的金矿

体，同时金品位的高低还与褐铁矿化石英脉的多少、

规模、连续性及破碎程度有关。

（5）成矿作用与燕山期岩浆活动有关，成矿过程

较为复杂，成矿具有多期、多阶段性和成矿物质的多

次叠加特征。

（6）成矿时代为中生代，成矿作用以充填作用为

主，交代作用次之。在整个成矿过程中，燕山期岩浆

活动是金富集的主要热液来源，同时也为成矿提供

了地热梯度①。

（7）围岩蚀变主要表现为中低温热液蚀变特征。

综合分析认为，该区金矿床成因类型属于中低

温岩浆热液型，工业类型属于含金石英脉型①。

5今后工作建议
哈蛙沟矿区成矿条件较好，通过近几年的工作

虽然发现了不少金矿脉（体），但整体研究程度较低，

仍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今后的找矿工作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对已发现金矿脉（体）的控制。目前发

现的金矿脉（体）基本是由地表槽探工程和少量的硐

探工程控制，控制程度均较低，建议对已发现的金矿

脉（体）沿走向、倾向进行深部工程控制，进一步提高

资源/储量级别和规模，特别加强矿区西南部盖层底

下金矿脉（体）的控制。

（2）要充分认识到化探工作对寻找金矿的重要

性②，建议进行大比例尺化探扫面工作，圈定化探异

常并与已发现的金矿点或金矿脉复合、对比，通过

“捡漏”的方法确定新的靶区，寻找新的矿点及矿床

类型（如破碎带蚀变岩型），必要时辅以物探工作手

段进行综合分析、综合研究。

（3）建立“断裂构造—岩浆活动—金矿床”三位

一体的成矿模式，进一步分析金矿的形成时代、与断

裂构造及岩浆活动之间的关系，总结成矿规律，有效

的指导找矿工作。

6结论
（1）该区金矿脉（体）赋存于太古宙涑水期变质

深成岩中，严格受北北东向和北北西向两组次级断

裂构造控矿，次级断裂构造控制着金矿脉（体）的形

态和规模。矿体由断续分布的褐铁矿化石英脉透镜

体组成，呈薄板状或豆荚状产出，围岩蚀变表现为中

低温热液蚀变特征，成矿作用与燕山期的岩浆活动

有关，故矿床成因类型属中低温岩浆热液型，工业类

型属含金石英脉型。

（2）区内发现的金矿脉（体）较多，但是本次研究

工作未投入钻探工程，仅采用槽探和坑探工程对部

分金矿脉（体）进行控制，因此整体控制程度较低，有

待进一步工作。

（3）该金矿床的发现和成矿规律的总结，为该区

进一步开展地质找矿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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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Features and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of the gold deposit in
Hawagou, Quwo county, Shanxi province

YANG Meng-meng

(Shanxi Provincial Geological Prospecting Bureau 214 Geological Brigade, Yun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Abstract: The Hawagou gold deposit is hosted in metamorphic plutonic rocks of archaeozoic, Sushui period, and
consist of discontinuously distributed intermittent limonitization quartz vein lens, which shows thin plate and
podiform, strictly controlled by NNE and NNW secondary faulted structures. The gold grad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monitization quartz vein, and the wall rock alteration is predominated by limonitization, silicification,
sericitization and carbonatation. The genesis of the ore deposit belongs to the magmatic hydrothermal gold ore
deposit of the middle-low temperature, and the industrial type belongs to auriferous quartz vein. Although some
prospecting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in this area, the overall research degree is low, and it still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prospecting.
Key words: Hawagou; gold deposite; orebody characteristics;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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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ructural deformation and ore-controlling rules in YML
iron deposit in Forécariah Prefecture, Guinea

JIANG Sheng-guo, WANG Zhi-gang, FU Fang-jian, LI Hong-chen, CAO Jian

(Institute of Geology of Tianjin North China Geological Exploration Bureau, Tianjin 300171, China)

Abstract:YML iron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Rokelide orogenic belt，belongs to the Forécariah
Prefecture, Guinea. This area develops abundant banded iron formation（BIF）of Archean greenstone belt. By the
field survey，we gets many occurrence data which indicates that this stratum are constituted by a series of
compound folds with NW strike. The main body of the stratum appears compound synclines. This area develops
three types of foliations: early fold bedding（S0），epigenetic foliation（S1）and late foliation（S2）.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rock occurrence data，structural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li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structure scale and structure develop level in this area，we divided the fold deformation and foliation replacement
into early stage and late stage. From early stage to late stage，the fold structural styles experienced transition
from tight compound homocline to open compound fold，and the rocks have also been transformed from
plasticity to brittleness. The type of foliation replacement including that S1 replace S0 in the early stage and S2
replace S1 and S0 in the late stage，the early stage is much intensive. Based on the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fold deformation and foliation replacement，we summarized a series of
ore - controlling rules，which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prospect in the same type of iron ore deposit.
Key words: YML iron property area; fold style; foliation; foliation replacement; ore-controlling rule

第2期 杨萌萌:山西省曲沃县哈蛙沟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浅析 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