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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中南部伊鲁米德构造带演化及成矿作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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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鲁米德构造带地处非洲中南部，是一条宽约300 km、延伸1 000 km，主要形成于中元古时期的构造活动

带。构造带内岩石地层单元主要为太古宙－古元古代变质基底和穆瓦超群的沉积变质岩以及伴随构造活动侵入的

花岗质岩体。伊鲁米德构造带经历了多期次的变形、变质和岩浆侵入事件，造就了该区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沿构

造带主要分布有铀矿、铌矿、金矿和金刚石矿等，其中部分矿床已达到大、中型规模。目前，伊鲁米德带研究程度较

低，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各类资料的搜集整理，以期为本地的地质勘查、矿权登记和矿产开发等方面提供基础性的地

质资料。

关键词：伊鲁米德构造带；构造演化；铀；铌；金；非洲中南部

中图分类号：P542；P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135（2018）03－0176-10

收稿日期：2018-03-21

资助项目:商务部技术援外项目“援赞比亚东北地区航空物探和地质地球化学综合填图（[2015]352）”

作者简介：邢仕（1988-），男，工程师，2011年华北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资源勘查专业毕业，现主要从事地质调查及找矿工
作，E-mail：454353108@qq.com。

伊鲁米德构造带（Irumide Belt）主体展布在赞比

亚境内，起自赞比亚中部，东北方向一直延伸至赞比

亚－坦桑尼亚边境及马拉维北部。多数学者认为该

构造带是典型的非洲大陆板内活动带[1]，主要地质单

元为变形变质的中元古代地体。伊鲁米德带呈北东

向延伸，东北部被新元古代发育的乌本迪剪切带

（Ubendian Belt）横切；西北侧边界被班韦乌卢地块

（Bangwenulu Block）未变形的基底所限制；西部和西

南部受新元古代的达马拉－卢弗里安弧－赞比西

（Damara-Lufilian-Zambezi）造山事件的影响而发生

改造[2-3]（图1）。

1研究历史
Ackermann首次对伊鲁米德构造带进行了研究，

他绘制了最早的伊鲁米德带北东向构造简图[4]，并且

提出把伊鲁米德带内的花岗质基底杂岩归类到姆库

希（Mkushi）片麻岩，把伊鲁米德带内大量存在的变

质石英砂岩和变质泥岩归类为穆瓦（Muva）超群；

Daly和Unrug[5]在该地区进行了大量的野外工作，他

们将伊鲁米德带内的Manshya河群以及班韦乌卢地

块之上的姆波罗科索（Mporokoso）群、卡萨马

（Kasama）群统一划归到穆瓦超群，并且他们识别出

了三个独立的构造分区，分别命名为卢翁戈分区

（Luongo Zone）、谦比西分区（Chambeshi Zone）、西干

度分区（Shi N，gandu Zone），这三个分区从东北到西

南方向，变形程度逐渐增强（图2）；近年来，大量的锆

石U-Pb年龄证明伊鲁米德带包含古元古代（2.05～

1.93 Ga）基底[6]，基底被1.66～1.55 Ga时期的岩浆侵

入[5]；伊鲁米德事件形成了1.05～1.00 Ga时期大量的

高钾花岗岩并且伴有少量0.95 Ga的构造后期碱性

岩体[6]。

2地质概况
伊鲁米德构造带岩石地层单元主要为太古宙-

古元古代的变质基底和穆瓦超群沉积变质岩以及中

元古时期的岩浆岩（图3、图4）。

2.1 基底

伊鲁米德构造带基底主要包括太古宙基底和古

元古代的基底杂岩。

2.1.1 太古宙基底

伊鲁米德带内仅有的太古宙岩石单元是位于赞

比亚东部卢安瓜（Luangwa）地区的花岗闪长质片麻

岩，出露面积较小，其锆石 U-Pb 年龄为 2 608±14

Ma[7]。目前，此片麻岩可能代表了伊鲁米德带内最古



老的地质体。

2.1.2 古元古代基底杂岩

古元古代基底杂岩主要分布在伊鲁米德带南

部、西南等地区，称为姆库希片麻岩，岩性包括带状

黑云母片麻岩和眼球状花岗质片麻岩。在姆库希南

部采石场采集的新鲜花岗质片麻岩锆石U-Pb年龄为

2 049±6 Ma[8]；同时，该采石场剪切带内富含黑云母

的粗粒片麻岩的锆石U-Pb年龄为2 042±10 Ma[9]；在

姆库希西南部，粗粒花岗质片麻岩样品的锆石U-Pb

年龄为1 976±5 Ma[8]；在卡诺纳地区采集的黑云母花

岗片麻岩锆石U-Pb年龄为2 036±6 Ma[10]。这些年龄

数据都表明在伊鲁米德带西南部大面积分布的姆库

希片麻岩为古元古代基底 。

2.2 穆瓦超群

穆瓦超群主要为一套变质沉积岩组合[11]，总厚约

十几千米，广泛分布在赞比亚北部、东部和南部，是

伊鲁米德带的主要沉积盖层单元。在伊鲁米德带中

主要包括两个不同的连续沉积序列即东北部大片分

布的 Manshya 河群和姆库希附近的卡诺纳群

（Kanona Group）。

2.2.1 Manshya河群

Manshya河群在伊鲁米德带的东北部姆皮卡至

钦萨利地区广泛出露，在Chimbwe向斜附近，可以见

到完整的岩层剖面。Manshya河群主要包含两个泥

岩和两个石英岩单元，在岩群顶部可见薄层状大理

岩。其从下至上依次分为四个组[12]：下泥岩组为厚约

1 600 m 的变质泥岩，包含少量千枚岩和板岩；

Mukonkoto石英岩组为厚约1 600 m的粗粒白云母石

英岩和分选性较好的中粒石英岩；Mukonkoto泥岩组

为厚约1 660 m的变质泥岩，局部可见少量千枚岩；

Nkwale石英岩组底部为岩石粒度逐渐变粗的石英

岩，中部为巨厚层的分选性差的粉红色中细粒石英

岩，顶部为不纯的成分复杂的石英岩。在岩群的顶

部，可见薄层状大理岩。

图1 非洲中南部构造分区图（据文献[6]修改）
Fig.1 Tectonic provinces of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1.新元古代盖层；2.中元古代地层；3.中元古构造带；4.古元古构造带；5.古元古克拉通；6.太古宙造山
带；7.太古宙克拉通; 8.构造趋势；9.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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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卡诺纳群

卡诺纳群主要在伊鲁米德带的南西部大面积出

露，主要为一套变形的变质碎屑岩，总共包含7层[13]，

由下至上分别为：第一层被称作伊鲁米群，为一套变

质程度较高的变质碎屑岩，分布在火成岩基底与上

部沉积岩之间，厚度约1 000 m，岩性包括砾岩、糜棱

片岩和石英岩；第二层为具有大规模交错层理的石

英岩，层间可见少量含铁质片岩，该组也被称作下石

英岩组，厚约 1 000 m；第三层为下泥岩组，厚约 1

000 m，岩性主要由薄层变质粉砂岩、板岩和泥岩组

成；第四层是分选性较差富含云母的粒状石英岩夹

少量泥质片岩，厚约1 500 m，也被称作中石英岩组；

第五层的中泥岩组厚约1 000 m，主要包含板岩、泥

岩；第六层为上石英岩组，厚约1 000 m，主要为纯净

的中细粒石英岩；第七层上泥岩组整合覆盖于上石

英岩组之上，厚约2 000 m，该组下部为变质泥岩，夹

少量可见交错层理的粗粒石英岩；卡诺纳群最上部

为出露较少的变质粉砂岩，Kerr和Smith在该岩层发

现了少量的蒸发岩、海藻叠层石等。

穆瓦超群的年龄是通过对沉积岩层内的流纹质

凝灰岩夹层进行锆石U-Pb测年而确定。班韦乌卢地

块中的姆波罗科索群沉积岩下部存在一套流纹质熔

结凝灰岩，这些凝灰岩的年龄大约在 1.86～1.82

Ga[9]，伊鲁米德带北东部的Manshya河群也存在一套

凝灰质变质火山岩，其锆石 U-Pb 年龄为 1 856±4

Ma[13]，这两套凝灰岩的年龄及成因都极为相似。以

上的锆石U-Pb年龄数据证明穆瓦超群的年龄大概为

1.85 Ga。

2.3 岩浆事件

伊鲁米德构造带内的岩浆活动主要分为三期[5]：

第一期形成了1 650～1 550 Ma的花岗岩类；第二期

形成了少量的非造山火成岩套，包括霞石正长岩和

黑云母英云闪长岩等，分布在伊鲁米德带北东部，形

成于1 360～1 330 Ma；第三期为同构造或构造运动

后期形成的大量高铝质富钾斑状黑云花岗岩体、富

含叶理构造的黑云花岗斑岩和含石榴子石二云花岗

图2 伊鲁米德带构造简图（据文献[13]修改）

Fig.2 Simplified structural map of Irumide belt

1.次级反冲断层构造运动方向；2.主构造运动方向；3.剪切带；4.断层带；5.伊鲁米德带及姆波罗科索盆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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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其年龄为1.05～0.95 Ga。

Daly等详细研究了伊鲁米德带内不同时期的各

类花岗质岩石[5]，发现它们都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特

征，即都具有富钾、富含大离子亲石元素、高场强元

素，同时TiO2含量低的特点，这说明花岗质岩浆的来

源为钙碱性的地壳物质重熔所形成。

第一期岩浆活动形成的花岗质片麻岩主要在伊

鲁米德带北东的姆皮卡和钦萨利之间出露，包括钦

萨利地区大规模出露的 Mutangoshi 花岗片麻岩、

Lubu 花 岗 片 麻 岩 和 姆 皮 卡 至 姆 库 希 之 间 的

Lukamfwa花岗片麻岩，其岩性都以黑云母花岗片麻

岩为主，岩石内含有大量黑云母和角闪石，并伴随大

量强烈的北北东向节理，野外可以明显观测到该期

花岗岩侵入到穆瓦超群之内。在Luswa河附近采集

的Mutangoshi花岗片麻岩的锆石U-Pb年龄数据为

1 610±26 Ma[9]；Lubu花岗片麻岩的锆石U-Pb年龄数

据为1 551±33 Ma[9]；在伊鲁米德构造带西南采集的

Lukamfwa花岗片麻岩的锆石U-Pb年龄数据为1 652±

6 Ma[9]。根据以上年龄数据，大致断定第一期岩浆

活动时间为 1 650～1 550 Ma之间。

第二期岩浆侵入事件仅在伊鲁米德带北东部较

远的Muyombe地区存在，包括霞石正长岩和变形的

黑云花岗岩。该地区出露的霞石正长岩宽约4 km，

呈似斑状，岩石中可见少量方纳石细脉；黑云母花岗

岩体则含有拉长的钾长石斑晶，出露规模较大。采

集的侵入岩样品的锆石U-Pb测年数据为 1 341±16

Ma[14]，该年龄大致反映了在伊鲁米德带第二次热事

件的活动时间。

第三次岩浆侵入事件形成了广义的伊鲁米德花

岗岩体，不仅包含伊鲁米德带内的花岗质岩基和花

岗岩体，还包括构造带以外的大量的斑状花岗岩，在

这套岩石内可见大量微斜长石斑晶，此外普遍含有

大量的古元古时期的变质岩捕虏体。花岗岩体内发

育大量的叶理状剪切构造，侵入体中的斑晶排列方

向和线理构造方向是平行的，沿北东向的剪切构造

还发育一套强糜棱岩化带。在钦萨利附近变形强烈

图3 伊鲁米德构造带地质简图（据文献[12]修改）

Fig.3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Irumide belt

1.断层；2.中元古代岩浆岩；3.穆瓦超群变质泥岩、变质火山岩；4.穆瓦超群石英岩；5.姆库希基底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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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糜棱岩化带中采集的花岗岩样品锆石U-Pb年龄在

1 027±13 Ma～1 055±13 Ma，而在Lufila花岗岩体中

采集的样品的锆石U-Pb年龄为947±89 Ma～970±5

Ma[14]。综合以上数据，笔者等认为最后一次热事件

的活动时间为 1.05～0.94 Ga，其也代表了伊鲁米德

带构造活动的顶峰时间。

3构造作用
伊鲁米德构造带为北东-北东东向的褶皱带，其

主要特征为小倾伏角的等斜直立褶皱，由西北-东南

向的地壳伸缩而成。伸缩伴随着班韦乌卢南部边缘

的卢翁戈褶皱带和西干度断层带的形成，同时有大

量中元古代晚期花岗岩侵入到古元古基底之内，被

称作弹跳式（Pop-Up）结构[12]。卢翁戈褶皱带是伊鲁

米德构造带的前陆构造区，位于班韦乌卢地块之内，

姆波罗科索沉积岩受伊鲁米德构造作用，使基底之

上的盖层发生变形、褶皱，形成褶皱强烈的拱形构

造，构造运动将近似水平的地层推向北西方向，导致

地层缩短，同时使姆波罗科索组地层沿着卢翁戈剪

切带发生褶皱，该区域的黑云母K-Ar年龄在1 050±

31 Ma～991±30 Ma[13]。北东部的乌本迪构造带横穿

伊鲁米德带，并形成了伊鲁米德带的北东部边缘。

伊鲁米德带至少经历了两期的变形事件[14]，第一

期变形事件形成了一系列近似平行的垂直平缓褶皱

带；第二期变形事件为伊鲁米德带主要变形期，沿北

东-南西方向的主构造线，形成了大量的展开的等斜

直立褶皱，同时伴随着混合岩化作用，褶皱受到多期

运动叠加，导致褶皱枢纽呈现离散状态，从北西到南

东方向，褶皱枢纽方向是逐渐变化的。

3.1 构造带的划分

伊鲁米德构造带主要包括伊鲁米德主构造带

（Irumide belt s.s.）、南东伊鲁米德带（Southeastern

Irumide belt）（图2）。

伊鲁米德主构造带两期的构造变形事件影响了

Manshya河群和卡诺纳群岩石[15]。早期构造活动时

间大概在1 350～1 100 Ma，整个过程贯穿了赞比亚

中部到东北部，导致形成大规模的近似垂直、轴向北

北东的褶皱带；而第二次构造活动时间大致为 1

020～990 Ma，为伊鲁米德带主要变形期，沿北东-南

西方向的主构造线，形成了大量的展开等斜直立褶

图4 赞比亚已有的年龄数据概略图（据文献[13]修改，年龄单位：Ma）

Fig.4 Overview of previously published proterozoic age date for Za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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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并且由于多期运动叠加，导致褶皱枢纽呈现离散

状态。在伊鲁米德带西南部的变质泥岩中可以发现

大量线理，方向平行于褶皱带25°～ 50°的枢纽方向；

伊鲁米德北东部褶皱轴线方向与第二次构造活动的

运动方向相同，使当地岩石内生成了大量75°方向的

线理。这说明伊鲁米德带的主构造活动方向由于北

西向的压缩运动促使岩层内形成大量轴向北东的褶

皱带及线理构造[16]。其收缩变形使伊鲁米德带内的

古老岩石逆冲于班韦乌卢地块之上。在伊鲁米德带

西南姆库希附近，覆盖在基底杂岩之上的表壳岩内

含有多条大规模逆断层及大范围的岩石变形，并且

大量的低倾伏角的线理构造贯穿于整个伊鲁米德

带；其次在伊鲁米德带内发现大量的逆冲断层，在西

南部这些断层面出露在卡诺纳群底部的糜棱岩化极

强的变质泥岩和石英岩中。伊鲁米德主构造带内的

大量花岗质岩石和变质岩的测年数据显示，伊鲁米

德构造带的活动峰值时间大概为1 021±6 Ma～1 004±

16 Ma[14]。

南东伊鲁米德带位于赞比亚东部，Johnson在赞

比亚东部识别出两个由于伊鲁米德造山运动引起大

规模构造变形事件[17]；Mapani将伊鲁米德带东南部

的岩层进行了详细划分，他认为赞比亚东部是一系

列构造地质体的堆积，包括塞伦杰原生地质体（Par-

autochthonous Serenje），卢安瓜地体（Luangwa ter-

ranes）和Nyimba地体（Nyimba terranes）[18]，它们都属

于伊鲁米德造山带的一部分，并且这些岩层内的构

造运动趋势主要为北西向。

3.2构造演化过程

Daly等将赞比亚伊鲁米德构造带、马拉维叠瓦

构造带（Malawi imbricates）、莫桑比克卢瑞区域（Lu-

rio zone）进行了统一研究[5]，认为赞比亚至莫桑比克

一系列构造活动区域形成于威尔逊造山旋回末期，

洋壳闭合阶段。古元古时代伊鲁米德盆地处于海盆

时期，并沉积了穆瓦超群沉积序列，之后洋壳开始闭

合，卢瑞板块向古非州大陆一侧俯冲，在卢瑞板块和

尼萨克拉通（Niassa craton）的碰撞-挤压作用下，

Namama地区开始隆升，进而推动尼萨克拉通向西缓

慢运动，伊鲁米德盆地受到古非洲大陆和尼萨克拉

通的挤压，底部的薄弱地壳发生断裂，并最终俯冲到

非洲大陆古地壳之上，形成了自赞比亚至莫桑比克

的一系列构造活动带[5]（图5）。

赞比亚至莫桑比克一系列大规模的造山运动致

使地层移位、岩浆多期次侵入，导致原岩变质产生的

各类流体和侵入岩携带的流体组分大量增加，同时

流体又从老地层中萃取出大量成矿元素，形成含有

多组分的成矿热液，成矿热液沿构造断裂及地层层

位进行转移，在一定的物理化学和地质条件下，渗透

交代围岩形成矿床。

4变质作用
伊鲁米德带展布在北东向的角闪-绿片岩相变

质区，从北至南变质程度逐渐增强。伊鲁米德带前

陆盆地地区为低级绿片岩相，北西部为绿片岩相，再

到伊鲁米德带东南内部区域为高级角闪岩相，局部

为麻粒岩相，其变质程度逐渐增高[12]。

伊鲁米德带的变质作用主要为顺时针中温-中

压轨迹（P-T-t）。顺时针P-T-t轨迹指示着造山运动的

地壳增厚阶段，该阶段处于一系列热事件的晚期，并

图5 伊鲁米德带构造演化（据文献[6]修改）

Fig.5 Geodynamic evolution of Irumide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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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大量花岗质岩体的侵入，这也标志着火山岩的

结晶年龄与片麻岩、混合岩中的变质锆石的震荡环

带年龄是一致的[13]。

通过对伊鲁米德带变质活动峰值的研究，发现

伊鲁米德主活动带和南东伊鲁米德带的变质峰值时

间是不一致的。在伊鲁米德主活动带西南的塞伦杰

地区采集的混合片麻岩的变质锆石震荡环带的U-Pb

年龄在1 021±16 Ma～1 018±5 Ma[13]，其东北部的钦

萨利附近采集的片麻岩锆石U-Pb年龄数据为1 004±

16 Ma[5]，二者年龄大致相似；但是在东南伊鲁米德带

内采集的花岗闪长质片麻岩的变质锆石震荡环带的

U-Pb年龄为1 043±19 Ma[14]，在奇帕塔（Chipata）附近

采集的麻粒岩的独居石U-Pb年龄为1 046±3 Ma[13]。

以上数据表明伊鲁米德带内的变质峰值时间大概相

差30 Ma，伊鲁米德主构造带变质峰值时间是1 050

Ma，南东伊鲁米德带变质峰值时间是1 020 Ma。

5矿产特征
赞比亚矿产资源丰富，其中伊鲁米德构造带内

主要有铀、铌、金和金刚石等矿床（点）（图6），多分布

在和构造有关的岩体边部[20]，代表性的矿床（点）特征

如下。

5.1 铀矿

铀的化学性质活泼，在地壳中存在形式多样，它

既是一种能源资源，也是重要的国防战略资源，对国

民经济、核电事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和意义[22-23]。非洲中南部铀矿资源分布较为广泛，

主要分布在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在坦桑尼亚

和马拉维等国也有少量分布。

伊鲁米德带内成型的铀矿主要是分布在东北部

马拉维境内的卡耶勒克拉（Kayelekera）砂岩型铀矿

床。该铀矿被澳大利亚帕拉丁能源公司（Paladin En-

ergy Ltd.）和马拉维政府掌控，按照 U3O8边界品位

0.03%计算，该矿床的测定资源量为753吨，矿石平均

品位为0.101%[24]。卡耶勒克拉铀矿属于卷状前缘砂

岩型铀矿床，矿层之间被页岩和巧克力色泥岩分隔，

铀矿化大多呈透镜状赋存与长石砂岩中，少量赋存

于泥岩中，该铀矿中的铀矿化主要分为还原相、氧化

相、过渡相三种类型，不同类型发育不同的铀矿物。

矿床中的铀最初来源于花岗质岩石的侵蚀，随后伴

随裂谷断裂和相关褶皱，铀在氧化地下水中运移流

经高渗透性长石砂岩，并在此沉淀成矿从而形成卡

图6 赞比亚主要矿产地分布略图（据文献[19]修改）

Fig.6 Sketch map of the deposits in Zambia

1.铜钴；2.金；3.铅锌；4锰；5.铁；6.祖母绿；7.金刚石；8.石油天然气；9.铀；10.铌；11.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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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勒克拉铀矿。

5.2 铌矿

铌矿主要位于伊鲁米德带东北部。19世纪50年

代在伊索卡东 30 km 处的卡姆布瓦山（Nkombwa

hill）前寒武系碳酸岩体中发现了多种矿物的矿化痕

迹。地质调查人员对该处进行了经济价值潜力研

究，认为当地具有寻找烧绿石、磷酸岩、铌和钽的巨

大潜力。其中烧绿石为铌的主要承载矿物，这是一

处低品位大规模的铌矿产地[25]。

该碳酸岩体呈环形构造，南东向陡倾。该岩体

被一条北东向断裂断开，沿断裂分布有几条平行的、

小规模的断层，以及一些裂隙、脉体和放射状断裂。

该侵入体由四种碳酸岩组成，即金云母碳酸岩、白云

石碳酸岩、铁白云石碳酸岩和硅化碳酸岩。金云母

碳酸岩主要分布在岩颈外围，呈不连续的角砾状夹

层分布。金云母晶体浸染在碳酸岩中，是母岩霓长

石化的产物。白云质碳酸岩和脉状的铁白云石碳酸

岩分布在中部，为碳酸岩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夹

层，其可能为最初的碳酸岩体，经后期侵入，被少量

的较纯的脉状铁白云石碳酸岩取代。白云质碳酸岩

呈浅棕色至白色，由白云石组成，副矿物为磷灰石、

烧绿石、金云母、独居石、氧化铁和石英。铁白云石

碳酸岩呈棕色及暗棕色，其主要组分为铁白云石和

少量的方解石，副矿物为磷酸盐、磷灰石、独居石、烧

绿石、金云母、石英和氧化铁。岩颈部位以硅化碳酸

岩为主，以帽状盖在卡姆布瓦山上，具有坚硬的燧石

状玉髓和石英条带，矿物组成主要为氧化铁、石英和

含有磷酸盐、磷灰石、烧绿石和独居石的次生碳酸

岩。碳酸岩体中部以多脉、多构造和组分变化大为

特征，明显受到断层构造控制[25]。

铌元素赋存在烧绿石中，烧绿石多呈聚集的粒

状体，整个碳酸岩体的Nb205平均品位为1.6%，局部

的Nb205品位达到3%～4%，据估算，这是一个资源量

超过7×105 t的Nb205矿体，经济前景大。除此之外，

岩体中的P2O5亦具有经济价值，磷的主要来源为氟

磷钙镁石颗粒，P2O5平均品位4.7%，磷酸岩矿产资源

储量约5.5×109 t，但是由于酸性氟磷钙镁石的选冶较

为困难，因此P2O5的经济价值显得较低[25]。

5.3 金矿

伊鲁米德带中部、中南部和东北部陆续分布多

个金矿点。在赞比亚北部班韦乌卢地块，姆波罗科

索盆地东部姆巴拉组中前人对含金砾岩进行过探

讨[26]，但关于伊鲁米德带内的金矿资料较少。

近年来东华理工大学潘家永教授及其团队在伊

鲁米德断褶带南东侧边缘的Vobwe金矿点开展工

作[27]，并认为该金矿床产于前寒武纪穆瓦超群绿岩带

内，呈脉状、透镜状、层状-似层状产出，矿石结构主

要为柱粒状变晶结构，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蜂窝

状、条带状等；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矿、自然金、磁铁

矿等。金矿化主要有3种类型：含铁蚀变石英岩型、

石英脉型和硅化辉长岩型。

通过综合研究，潘家永教授及其团队认为Vob-

we金矿床大致形成于中元古至元古宙晚期。大规模

构造运动形成的富含金络合物的含矿热液与以绿岩

带为主的围岩发生强烈的渗透、交代和沸腾作用，含

矿流体的物理化学条件发生改变，致使金沿构造带

及地层层位富集成矿[27]。

5.4 金刚石

中南部非洲的金刚石矿床以金伯利岩型为主，

时代主要为太古宙和元古宙[28]。伊鲁米德带内尚未

发现规模较大的金刚石矿床，但自上世纪50年代起，

众多国际矿业公司就开始了在该区域寻找金刚石的

工作。

戴比尔斯公司对位于伊鲁米德带东北部的伊索

卡金刚石矿点进行了工作[25]，该区域主要出露地层是

变质沉积岩，侵入岩除金伯利岩外，还分布有辉绿岩

岩脉等。上世纪30年代，Loangwa特许有限公司在

该地区做了填图工作，1965年戴比尔斯公司做了水

系取样调查，并在 1969 年重新做了更加详细的工

作。金伯利岩指示矿物在该区域也有发现，1970-

1973 年完成了 700 多探井及近 2 000 m 的钻探工

作。最终发现15处金伯利岩，从超过1 400 m3的金

伯利岩、表层土和砾石中找到 101 颗钻石，总重量

0.484 9克拉。在伊索卡西约3 km的Swarm地区还

发现有一个孤立的岩筒，在近160 m3的样品中共发

现金刚石48颗。

6结论
赞比亚伊鲁米德带为北东向中元古构造活动

带，岩石地层单元主要为古元古代变质基底、穆瓦超

群沉积变质岩盖层以及中元古时期岩浆岩；构造特

征为小倾伏角的等斜直立褶皱，造山运动引起了赞

比亚东部、北部基底杂岩和穆瓦超群岩层大范围的

折叠和剪切，后期伴随大量花岗质岩体的侵入；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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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岩石变质程度都属于角闪岩相变质。构造带

内矿产资源丰富，以铀、铌、金、金刚石为主。

赞比亚政治稳定，是与中国具有多年传统友谊

的友好国家，伊鲁米德构造带具有良好的成矿地质

条件。目前，勘探开发程度较低，找矿潜力较大。因

此，了解伊鲁米德构造带的地质特征及其矿产资源

现状，可为中资矿业企业的矿权登记、与国外公司股

权合作或购买股权及矿产开发等方面提供基础的地

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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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ide 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he groundwater of Endemic Goitre
high incidence area in Wudi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LI Chuan-sheng1, QI Xiao-fan2, LIU Zhi-wen1

(1. Shandong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Geology, Jinan 250002, China;

2.Shandong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Jinan 250013 ,China)

Abstract: Wudi county is located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flood plain, and it is the high- incidence area of

aquagenic high iodine type endemic goit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roundwater samples, the distribution of

iodine ions in groundwater was obtained in this paper. Both the shallow phreatic water and the slightly confined

water have no obvious iodine ion high value zone in the research area. The content of iodine ions increases

gradually from the southwest inland area to the northeast coastal area, and increases from the alluvial plain to the

interchannel depression. The enrichment of iodine ions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of the ocean,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e micro-topography. The iodine ions in the deep confined water are very well

distributed, and the iodine ions in the whole region are generally higher,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paleo-sedimentary

environment. When the deep confined aquifer formed, the transgression was comparatively frequent, which

provided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enrichment of iodine ions. The enrichment of iodine ions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other factors. The concentrations of iodine ions

in the tectonic uplift areas are main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ectonic sag,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iodine ions in

both the hydrogeological recharge and runoff areas are main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hydrogeological discharge

areas.

Key words: endemic goitre; iodide ion; Wudi county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ineralization of
the Irumide belt in the mid-southern Africa

XING Shi1，2, ZHANG Jin-da2, REN Jun-ping1, GU A-lei1, DU Ming-long2, JI Shan-Qin2

（1.Tianjin Centre，China Geological Survey，Tianjin 300170, China; 2.No. 5 Geological Team，Bureau of Geologic Exploration and

Mineral Development of HeBei Province，Hebei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Irumide belt is Located in the mid-southern of the Africa，is stretching 1 000 km and 300 km wide，

formed in the Mesoproterozoic age.The lithological units in the Irumide belt consists of Archean-

Palaeoproterozoic basement，sediment-metasediment rock serise which belong to Muva supergroup and granitoid

rock mass. Irumide belt had undergone multiple deformation，metamorphism and magmatism events，lead to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metallogenesis well.There are many ore occurrence along the Irumide belt，witch mainly

is uranium，niobium，diamond and gold，some of the deposits have reached large - medium scale. Now in view of

the degree of geological study is low，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llect various geological date for study.We can

provide geological data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mining enterprises .

Key words: Irumide belt; geodynamic evolution; uranium; niobium; gold; mid-souther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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