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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乌兰县赛坝沟地区金成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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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青海省乌兰县赛坝沟地区金矿床勘查资料和野外工作的综合研究发现，赛坝沟地区金的成矿作用与

志留纪岩浆活动有关，成矿物质来源于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地层与岩浆热液。金矿体多位于北西-南东向破碎蚀

变带派生的次级脆韧性断裂中，赋矿围岩为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绿泥石片岩、斜长角闪片岩、加里东期英云闪长

岩、斜长花岗岩。矿体规模小，矿石品位变化大。找矿标志为北西-南东向破碎蚀变带、褐铁矿化石英脉、黄铁绢英

岩、化探异常等。该地区地质勘查工作程度低,具有一定的找金潜力。

关键词：赛坝沟；次级断裂；含金石英脉；黄铁绢英岩

中图分类号：P618.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135（2018）03－0191-07

收稿日期：2017-10-20

资助项目:青海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青海省乌兰县拓新北金及多金属矿预查”（青国土资矿[2014]26号）

作者简介：张玉瑜（1985-），男，本科，2009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资源勘查工程师，现从事矿产勘查和区域矿产地质调查工

作，E-mail:544012891@qq.com。
①青海省第八地质队.青海省乌兰县赛坝沟矿区外围金矿普查报告，2000.

1994年青海省第六地质队通过“青海省乌兰地

区托莫尔日特、哈尔哈特、查汗德尔森金1/20万水系

沉积物异常三级查证”工作，在赛坝沟地区圈定了1/5

万水系沉积物金异常，并发现了3个金矿点，1995年

对赛坝沟地区进行了1/5万水系沉积物金异常二级

查证，1996年、1997年进行了金矿普查工作，最终提

供了2处可供开发利用的小型岩金矿产地（赛坝沟金

矿、乌达热乎金矿）。主要金矿体从1996年就小规模

开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①。截至目前仍在开采

当中，随着探明的保有资源储量的不断减少，采金企

业面临亏损、停产等问题。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

青海省地勘局在赛坝沟金矿外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进行勘查找金，笔者在2015年、2016年度主持了“青

海省乌兰县拓新北金及多金属矿预查”工作，对该地

区的成矿地质背景以及矿床地质特征有了较为深入

的认识。在此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勘查成果资

料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出该地区金成矿地质特征以

及找矿标志，希望对以后的勘查找金工作起到借鉴

意义。

1区域地质背景
1.1区域地质特征

区域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柴北缘滩涧山蛇绿混

杂岩带内（图 1），属东昆仑-西秦岭地层分区、柴达

木北缘小区[1]。区域出露地层有寒武-奥陶系滩间

山群（ϵ -OT）绿片岩、斜长角闪片岩，上泥盆统牦

牛山组（Dm）及第四系（Q）。区域内断裂构造发

育，按其展布方向可分为北西西向、东西向。其中

北西西向断裂最为发育，形成时间较早，为区域大

断裂的次级脆韧性断裂，带内蚀变强烈，岩石破碎，

挤压片理、糜棱岩化发育。其次为北东向脆性断裂

构造。两组断裂活动与金矿化关系密切，金矿体均

赋存于北西西向断裂中，并严格受其控制[2]。区域

内岩浆活动频繁，分布面积较广，从超基性到酸性

均有出露，以中酸性为主。

1.2 区域岩石的含金性

从区域各类岩石含金统计①情况看（表1），石英

脉金含量最高。地层中石英脉平均金含量为

203.35×10-9，岩体中石英脉平均金含量231.4×10-9，有

的石英脉已构成金矿体；地层中断裂破碎带平均金

含量为118.09×10-9，岩体中断裂破碎带平均金含量为

105.29×10-9；斜长角闪片岩、二云母石英片岩，其平均

金含量分别为26.84×10-9、24.29×10-9。说明区域地层

中金元素与成矿关系密切，矿体受断裂破碎带、构造

裂隙控制作用明显。断裂构造为金矿化的形成提供

了运移通道和富集场所，热液活动特别是富含SiO2



热液的灌入，为金的活化迁移和富集提供了催化介

质和能量。

1.3 区域矿产概述

截至目前已发现小型金矿床 3处，分别为拓新

沟、赛坝沟和乌达热乎金矿床，金矿（化）点若干处。

这些矿床（点）宏观上呈北西西向线型排列，赋矿围

岩为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绿片岩、加里东期英云闪

长岩、斜长花岗岩。矿床（点）严格受北西西向破碎

蚀变带控制[3]，矿体规模一般不大，长度不超过 200

m，厚度不超过2 m。矿石类型为含金石英脉型和含

金构造蚀变岩型。

2典型矿床地质特征
2.1赛坝沟金矿床

矿区出露的地层为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绿片

岩，出露的侵入岩为加里东期浅灰色不等粒斜长花

岗岩（γo3
c）、灰色中细粒英云闪长岩（S3S），脉岩为灰

色细粒闪长岩脉、γo3
c闪长玢岩脉、石英脉。脉体走向

与区域构造线（NW-SE）方向基本一致，矿区断裂构

造十分发育，滩间山群绿片岩逆冲于侵入岩之上（图

2）。截至1997年，已控制的11条金矿体均赋存于浅

灰色中粒斜长花岗岩内的五条蚀变破碎带中，破碎

蚀变带呈北西方向展布，具密集平行分布的特点。

矿体长度 18.6～116.3 m，平均品位 3.73 × 10- 6～

10.36×10-6，厚1.04～3.27 m。矿体的形态以脉状、不

规则脉状为主，局部呈透镜状。同时产状变化较大，

同一矿体不同部位其产状扭动变化频繁，但总体以

北东倾斜为主，往深部逐渐变陡。矿体沿走向具有膨

大收缩、分支复合等现象，各矿体特征详见表2。截至

1997年，共获得D+E级金金属资源储量2 087.85 kg。

图1 赛坝沟地区地质简图与构造位置图

Fig.1 Geological sketch and structural location map of the Saibagou area

1.第四系；2.泥盆系牦牛山组；3.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4.肉红色似斑状中粗粒钾长花岗岩；5.浅肉红色中粗粒二

长花岗岩；6.浅灰色中粗粒花岗闪长岩；7.灰色细粒石英闪长岩；8.灰色中细粒英云闪长岩；9.灰色中粗粒角闪斜长

花岗岩；10.超镁铁质岩类；11.镁铁质岩类；12.石英脉；13.地质界线；14.断层；15.脆韧性断裂带；16.金矿床

岩性

样品数
平均含量

石英脉
岩体
72

231.4

地层
55

203.35

构造碎裂岩
岩体
102

105.29

地层
526

118.09

花岗
斑岩
22
3.35

花岗岩
（脉）
14
4.26

角闪绿
泥片岩

48
5.26

绿泥石
片岩
74
4.45

二云石
英片岩

56
24.29

黑云角闪
绿泥片岩

43
6.21

斜长角
闪片岩

36
26.84

表1 区域地层岩石含金性（×10-9）统计表①

Tab.1 Gold content of the rock in regional st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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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金石英脉由矿石矿物和脉石矿物组成，矿石

矿物为自然金、黄铁矿、磁铁矿、赤铁矿、毒砂、自然

铋等。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次为绢云母。矿石构

造主要为浸染状，其次为条带状、细脉浸染状。自

然金的形态大部分为不规则粒状，少数为自形微粒

状及片状。粒径 0.015～0.025 mm，散布在脉石矿

物之间，个别充填于岩石裂隙之间，形成脉状集合

体。围岩蚀变有褐铁矿化、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矿

化、高岭土化、绿泥石化等。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的

为前四种，后两种在矿区内普遍存在。金矿化主要

与铁质氧化紧密伴生，具蚀变叠加类型的，含金普

遍较高。如糜棱岩中有褐铁矿化，又有绢云母化

（即黄铁绢云岩化），金品位往往达到工业品位。褐

铁矿化与后期硅化蚀变叠加时，局部地段可见浸染

状、细脉状明金。

2.2 乌达热乎金矿床

矿区出露的岩石均为中酸性岩浆岩，有加里东

期角闪斜长花岗岩（γo4）、石英闪长岩（S3D），印支期

钾长花岗岩（T3W）。脉岩有闪长玢岩（δμ）、花岗斑岩

脉（γπ）、石英脉等（图 3）。脉体走向与区域构造线

图2 赛坝沟金矿地质简图

Fig.2 Geological map of Saibagou gold deposit

表2 赛坝沟金矿体特征一览表②

Tab.2 A lis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ld deposits in the Saibagou

矿体编号

Ⅱ－1

Ⅱ－2

Ⅱ－3

Ⅱ－4

Ⅲ－1

Ⅲ－2

Ⅳ－1

Ⅳ－2

Ⅳ－3

Ⅴ-1
Ⅴ-2

规模
长

71.2

54.9

52.0

57.4

73.4

18.6

116.3

107.7

31.2

158.2

214.4

146.5

厚
1.65

1.51

3.27

1.39

3.11

0.69

1.97

1.04

1.67

2.1

2.42

1.26

形态

脉状

脉状

不规则
脉状

分枝脉状
脉状
脉状
脉状
脉状
脉状
脉状
脉状

产状
倾向

地表190°，深部20°
NW端190°～225°，

SE端355°～5°
150°

40°～55°

215°～235°

255°

35°

5°～40°

240°

42°

5°～15°

180°～230°

倾角
85°

50°

65°～85°

45°～63°

50°～86°

80°

80°

50°～70°

35°

52°

85°

40°～55°

平均品位

4.61

9.93

4.28

5.67

3.77

10.36

3.73

5.98

4.09

4.65

8.62

4.58

矿石类型

构造蚀变岩型

构造蚀变岩型

石英脉型
石英脉型、构造蚀变岩型
石英脉型、构造蚀变岩型
石英脉型、构造蚀变岩型
石英脉型、构造蚀变岩型

构造蚀变岩型
构造蚀变岩型
构造蚀变岩型

石英脉型、构造蚀变岩型
构造蚀变岩型

②青海省第六地质队.青海省乌兰县赛坝沟金矿普查报告，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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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SE）方向基本一致，矿区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破碎蚀变带呈北西向展布，具密集平行分布的特点，

矿体均赋存于次级断裂裂隙中,矿区主要有7条构造

破碎带，长240～1 600 m，宽2～30 m，且由北向南破

碎带含金量有逐渐降低之趋势。截至1997年，矿区

内共圈出5条金矿化带，金矿体26个。Ⅰ、Ⅱ-3、Ⅲ-

4、Ⅳ-3号为主矿体，其中Ⅰ号矿体规模较大，工程控

制长度达180 m，厚最大5 m，平均品位7.08×10-6，矿

石类型为黄铁绢云石英岩型。矿体的形态以脉状、

不规则脉状为主，局部呈透镜状，同时矿体产状变化

较大，但总体以北东倾斜为主，往往形成规模不一，

密集分布的石英脉群矿体，矿体倾向上呈断续延伸

之趋势。矿体长度40～100 m，厚0.40～1.30 m，平均

品位1.0×10-6～3.0×10-6。矿石类型以构造蚀变岩型

（糜棱岩型）为主，石英脉型次之。截至1997年，共获

得D+E级金金属资源储量1701.49 kg。其他特征同

赛坝沟金矿。

2.3 拓新沟金矿床

拓新沟金矿床位于赛坝沟的北西部。矿区出露

的地层有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ϵ -OT）及第四系

（Q）。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变火山岩组呈北西向

展布，分为四个岩性段。第一段以斜长角闪片岩为

主，夹角闪绿泥片岩、绿泥片岩，出露厚度小于380 m；

第二段以绿泥片岩为主，夹角闪绿泥片岩、斜长角闪

片岩及少量糜棱岩。出露厚度小于680 m。第三段

分布于第二岩段北侧，以角闪绿泥片岩为主，夹斜长

角闪片岩，绿泥片岩及绿泥石英片岩，出露厚度小于

420 m。本段内可见褐铁矿化、孔雀石化石英脉，多

呈透镜状、团块状断续分布，往往和地层有一定夹角

切层产出；第四段以黑云母角闪片岩为主，夹角闪绿

泥片岩、斜长角闪片岩、含黄铁矿绿泥板岩及糜棱岩

化白云质大理岩等，出露厚度小于320 m。本岩段内

零星出露有褐铁矿化、孔雀石化石英脉，往往被挤压

搓碎成黄褐色碎裂状石英。

矿区构造形迹受区域构造格架控制，总体呈北

西西向展布。F5断裂破碎带是矿区内主要断裂，位

于滩间山群变火山岩组第三、四段，两端被第四系覆

盖，宽20～60 m不等，长达3.5 km；破碎带迹象明显，

地貌上呈负地形，线状哑口相连；倾向15～25°不等，

倾角50～65°不等，东端转换为往南倾，枢纽呈弧形

弯曲，被F14断层错断。带内热液活动频繁，不规则

状的褐铁矿化、孔雀石化石英团块零星出露，这类石

英脉是金的载体，具有品位高、规模小的特点。矿区

侵入岩大面积分布于沟北，主要有肉红色似斑状中

粗粒钾长花岗岩（T3Wr），浅灰-浅肉红色花岗闪长岩

（C2X），灰色细粒石英闪长岩（S3D）等（图4）矿体赋存

于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斜长角闪片岩中，受北西向

展布的破碎蚀变带控制。矿体形态一般呈脉状、透

镜状，沿走向具有膨大收缩、尖灭再现及分支复合等

现象。各矿体特征见表3。

图3 乌达热乎金矿地质简图③

Fig.3 Geological map of Wu Da Re Hu gold deposit

1.第四系；2.石英脉；3.土褐色花岗斑岩脉；4.浅灰色角闪斜长花岗岩；5.深灰色石英闪长岩；6.灰色闪长玢岩脉；7.灰绿

色辉长岩岩；8.灰绿色辉石岩；9.地质界线；10.正断层及编号；11.构造破碎带；12.表内矿体及编号；13.表外矿体及编号

③青海省第六地质队.青海省乌兰县乌达热呼金矿普查报告，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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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类型为黄铁绢英岩型，矿石矿物为褐铁矿、

黄铁矿、磁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以石英、斜长

石、绢云母为主，次为角闪石、黑云母、黄钾铁钒等。

褐铁矿大多呈不规则粒状假象，粒径<0.09 mm,边缘

多具熔蚀，部分具褐黄色内反射色，呈星散状及浸染

状零星散布。黄铁矿呈他形－半自形粒状，粒径为

0.005～0.68 mm，表面普遍呈麻点状，为均质性矿物，

部分颗粒碎裂纹发育，呈星散状及浸染状分布于脉

石矿物间隙中。黄铜矿呈他形粒状，粒度小于 0.5

mm，呈星点状散布于脉石中。磁铁矿，灰色带棕色，

均质性矿物，呈不规则粒状，粒径<0.2 mm，边缘多具

熔蚀，少数被黄铁矿交代呈残留结构零星散布。矿

图4 拓新沟金矿区地质简图

Fig.4 Geological map of the Tuoxingou gold deposit

1.第四系；2.滩间山群变火山岩组第四段；3.滩间山群变火山岩组第三段；4.滩间山群变火山岩组第二段；5.

滩间山群变火山岩组第一段；6.肉红色似斑状中粗粒钾长花岗岩；7.灰色细粒石英闪长岩；8.大理岩；9.糜棱

岩；10.F5蚀变破碎带；11.石英脉；12.钾长花岗岩；13.花岗细晶岩脉；14.矿体及编号；15.片理产状；16.见矿

钻孔位置及编号；17.未见矿钻孔位置及编号

表3 拓新沟金矿体特征一览表④

Tab.3 A lis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oxingou gold deposit

矿体
编号

M3-1

M5-1

M6-1

M7-1

M8-1

产状

10°∠50°

50°∠70°

40°∠60°

30°∠60°

40°∠55°

走向长度
（m）

80

30

300

140

100

斜深
（m）

25

10

98

40

47.5

真厚度
（m）

0.93

1.32

1.06

1.43

0.99

平均品位
Au（10-6）

2.06

0.18

0.79

0.54

14.12

Cu（10-2）

2.20

2.41

1.70

1.44

备注

呈透镜状分布，由TC20控制，
赋矿岩性为硅化、褐铁矿化角砾岩

呈透镜状分布，由TC41揭露，
赋矿岩性为褐铁矿化、孔雀石化石英脉

呈豆荚状断续分布，由TC1、TC54、TC55、ZK24-1
控制，赋矿岩性为碎裂状硅化、褐铁矿化、孔雀石化
斜长角闪片岩，蚀变石英细脉沿裂隙呈网状分布

呈团块状、豆荚状断续分布，由TC1、TC4、TC56
控制，赋矿岩性为碎裂状褐铁矿化、孔雀石化石英
脉及其围岩（褐铁矿化、孔雀石化斜长角闪片岩）

呈团块状断续分布，由TC7、ZK30-1控制，赋
矿岩性为碎裂状褐铁矿化、孔雀石化斜长角闪

片岩（蚀变石英脉宽1～5 mm，沿裂隙呈网状分布）

④宁夏回族自治区有色金属地质勘查院.青海省乌兰县拓新沟北金及多金属矿预查报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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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结构主要有交代结构、交代残留结构、碎裂结构、

鳞片粒状变晶结构。构造主要为稀疏浸染状、千枚

状、片状构造。

3成矿条件及找矿标志
3.1成矿条件

（1）地层与成矿

区内寒武-奥陶系滩间山群变火山岩组对金矿

产的形成起关键作用。该套地层沿北西-南东向展

布，主体为一套低绿片岩相-角闪岩相的岩石。地层

普遍发生糜棱岩化，广泛发育中浅层次的韧性剪切

带及不同期次、不同规模的脆性断裂。地层中脉岩

较发育，其中以石英脉最为发育，且矿化较好。从不

同的岩性中金丰度值看（表1），各岩性岩石含金量明

显高于大陆地壳金的克拉克值 1.21×10-9，表明在含

矿热液形成过程中有地层中金元素参与成矿。

（2）构造与成矿

赛坝沟地区位于滩涧山蛇绿混杂岩带内[4]，该

带是欧龙布鲁克地块与柴达木地块的缝合带，带

内区域深大断裂发育，且有多期次活动的特点，同

时也派生出多期次多方向的次级脆韧性断裂，为深

部含矿热液、成矿元素的迁移、富集提供了有利的

通道和储矿空间[5]。赛坝沟地区所发现的金矿床、

矿点比较集中的分布在北西向脆韧性断裂破碎带

两侧，从乌达热乎-赛坝沟-拓新沟，宏观上呈北西

西向展布，平行排列，基本上在一条带上。一般断裂

构造密集发育，矿化蚀变较强，伴有后期石英脉活动

的部位往往具有金矿化，构成金矿体。但较大规模

的断裂构造一般不含矿，金矿体往往产出于次级断

裂裂隙中[6]。

（3）岩浆岩与成矿

赛坝沟地区金矿赋矿围岩主要为斜长花岗岩和

滩间山群斜长角闪片岩，局部有石英闪长岩，辉长岩

等。拓新沟金矿、赛坝沟金矿、乌达热乎金矿以及一

系列金矿点构成小型金矿带分布，与志留世花岗闪

长岩、石英闪长岩关系密切，在岩体内的裂隙中也发

现了金矿化，张德全（2005）获得赛坝沟金矿绢云母

Ar-Ar同位素年龄为425.5±2.1 Ma[7]，与志留纪花岗

闪长岩、石英闪长岩成岩年龄相近。另外，虽然三个

小型金矿床的赋存层位不同，但成矿热液具有中等

温度、低盐度等特点⑤。

岩浆热液的上升把深部矿质以及分散在岩石中

的成矿元素萃取出来，把它们携带到一定的构造-岩

石孔隙中通过充填交代方式把矿质沉淀下来形成矿

体[8]。在流体与通道和围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使围

岩发生蚀变，在充填过程中常伴有不同程度的交代

蚀变成矿作用。

（4）脉岩与成矿

脉岩种类较多，常见有细粒闪长岩脉、闪长玢岩

脉、花岗斑岩脉、煌斑岩脉和石英脉等。其中石英脉

有两类，一类是不含矿的乳白色石英脉，一类是具褐

铁矿化含（铜）金石英脉，前者比后者规模较大。区

内石英脉型金矿成矿取决于热液作用强弱，含矿热

液在北西向脆韧性断裂构造的张性部位或与不同方

向构造（北东向）复合部位沉淀成矿[9]。

3.2找矿标志

根据赛坝沟地区金矿体产出以及围岩蚀变等特

征，对本地区找金标志总结如下：

（1）北西-南东向破碎蚀变带派生的次级断裂裂

隙是区内主要控矿构造，这些构造一般地表较明显，

呈线型负地貌分布，但次级断裂裂隙因地表风化覆

盖，难以发现，容易被忽略。因此，要特别注意出露

地表的黄褐色、红褐色构造蚀变岩。

（2）褐铁矿化、孔雀石化、黄铁矿化、黄钾铁矾化、

硅化蚀变为主要找矿标志。

（3）褐铁矿化、孔雀石化石英为主要的含金地质

体，特别是红褐色、黄褐色的石英脉是主要的找矿

标志。

（4）水系沉积物金异常、土壤金异常是直接的找

矿标志[10]。

4找矿方向
从目前赛坝沟地区发现的矿床、矿点产出特征

来看，矿体多位于最小一级的脆韧性破碎蚀变带或

构造裂隙中，而往往含矿的次级构造因地表风化覆

盖无任何显示，难以发现。从地质特征结合土壤异

常来分析①④，As、Sb元素异常的叠加指示了Au的前

缘特征，在深部可能存在有隐伏金矿体的可能。在

找矿方向上应注重北西向脆韧性破碎蚀变带深部隐

伏矿体的寻找，特别是构造分支复合部位，应引起足

够的重视。另外需重视小岩体发育部位，特别是岩

体混杂交叉出现并伴有老地层残留的部位。
⑤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勘查大队.青海省乌兰县托莫尔日特金矿预查报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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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与建议
（1）赛坝沟地区矿床（点）严格受北西向破碎蚀

变带控制，矿（化）体多呈透镜状分布，矿体规模小，矿

石品位变化大，矿石类型为含金石英脉型和含金构

造蚀变岩型。

（2）赛坝沟地区具有一定的找金潜力，但矿床

（点）外围地质勘查工作程度低，对部分化探异常查

证不够，对次级破碎蚀变带的识别追索控制不够，且

对金矿床成因、矿石物质成分以及成矿物质来源等

研究不够，制约着找矿进展。

（3）受该地区地形复杂、矿（化）体产状较陡且

多变、矿化不连续、规模小等因素的制约，深部找

矿采用钻探工程不如坑探工程机动有效，建议以后

有针对性的选择最有效的勘查手段，争取深部找矿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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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the Saibagou area in W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ZHANG Yu-yu1, WANG Qi-meng2, REN Rui-peng1, LU Feng1

（1.Nonferrous Metals Geological Exploration Institute of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Helan Ningxia 750200, China;

2.Institute of Geological and Mineral Resources Survey of Henan, Luoyang Henan 471000, China）

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study was conducted by collecting data on the exploration of gold deposits in the

Saibagou area and integrating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gold mineralization in the

Saibagou area was related to the Silurian magmatic activity, the ore- forming materials are derived from the

Cambrian-Ordovician Tanjianshan Formation and magmatic hydrothermal fluids.The gold orebodies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secondary brittle-ductile fractures derived from the northwest- southeast fault- cracking alteration

zone. The ore-bearing surrounding rocks are chlorite schist, horn-angle horn schist, post-calendered diorite diorite

and plagiogranite in Cambrian- Ordovician Tanjianshan Group. Ore body size is small, and ore grade changes

greatly. The ore- prospecting sign is the northwest- southeast crushing alteration zone, limonite quartz veins,

beresite,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anomalies. The low geological exploration work in this area and there will be

great potential for gold exploration.

Key words: Saibagou; secondary fracture; gold-bearing quartz veins; bere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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