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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蒙古昌图锡力地区地表覆盖严重，地质找矿标志不明显。本次利用1/1万土壤测量、地面高精度磁法测量

及激电中梯测量等方法对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异常进行查证，通过对物化探异常套合地段开展工程验证，取得了

较好的找矿效果。从已发现矿体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地表具有黑色、灰黑色氧化锰矿化蚀变的岩石，可作为寻找

锰、银、铅、锌多金属矿体的直接标志；Mn、Ag、Pb、Zn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浓度高、元素全、套合好的区域可以作为地球

化学找矿标志；线性的弱负磁异常带可以作为磁性方面的找矿标志；高极化率、中高电阻率可以作为电性方面的找

矿标志。昌图锡力地区找矿标志的确立，可为该区域寻找同类型矿床提供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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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位于内蒙古中部，大兴安岭中段华力西、

燕山期铁、锌、钨、金、铅、铬成矿带与突泉-林西华力

西、燕山期铁（锡）、铜、铅、锌、银、铌（钽）成矿带交汇部

位[1-2]。该区地质矿产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但多金

属矿的找矿工作并没有显著进展。近年来，区域上新

发现的多处多金属矿床，引起众多学者的广泛关

注[3-14]。2013年开展的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在昌

图锡力地区发现了M13Hs-20水系沉积物异常，共圈

出 58 个异常，异常面积 33.56 km2，异常总规模为

799.55，以银、镉、铅、锑、锌元素异常为主，异常套合紧

密，为乙1类异常。在M13Hs-20异常重点异常区域

开展了 1/1万土壤剖面测量工作，圈定出多条面积

大、强度高的矿致异常带，同年开展了槽探工程验

证，发现了一系列锰银铅锌找矿线索。2016—2017

年针对强异常带开展了1/1万激电中梯测量、高精度

磁法测量等工作，并对物化探异常叠加部位进行钻

探工程验证，取得突破性找矿成果，发现了火山构造

控制的锰银铅锌多金属浅成低温热液矿床[15]。昌图

锡力矿区取得较好的找矿效果，但尚无对矿区找矿

标志的总结性的报道。本文针对矿区的地质、地球

化学、地球物理找矿标志进行总结，建立了本区找矿

模式，以期为区域上锰银铅锌多金属矿床找矿靶区

的优选和物化探找矿方法的应用提供新思路。

1矿区地质特征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于滨太平洋构造域之大兴安

岭中生代火山-岩浆岩带的中南部，二连-贺根山蛇

绿混杂岩带以北，属于东乌珠穆沁旗-多宝山俯冲-

碰撞火山-侵入岩带（图1a）。前中生代主要受古亚

洲洋板块构造演化影响，中、新生代主要受滨太平洋

构造域构造活动的影响，复杂的地质构造、强烈的岩

浆活动为区域成矿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研究区

出露的地层有：上侏罗统玛尼吐组中性火山沉积建

造、下白垩统白音高老组酸性火山沉积建造、新近系

上新统宝格达乌拉组弱固结沉积建造及第四系未固

结沉积建造（图 1b）。玛尼吐组的岩性以安山岩为

主，少为安山质火山碎屑岩。白音高老组以流纹岩

为主，次为英安岩、流纹质火山碎屑岩，局部夹凝灰

质砂岩、凝灰砾岩，地层倾向北东，倾角15～45°。宝

格达乌拉组的岩性为弱固结的砖红色泥岩、含砾泥

岩、黄褐色的砂砾岩。区内断裂发育，火山断裂在火

口附近发育，呈放射状、环状分布，区域性断裂主要

呈北东向、北西向展布，北西向断裂为控矿构造，北

东向断裂对矿体有破坏作用。矿体均发育在下白垩

统白音高老组流纹岩、英安岩及流纹质火山碎屑岩

中。区内岩石破碎较强，特别是矿体出露处岩石强



破碎，岩石硅化普遍，部分地段强硅化，还发育有粘

土化、碳酸盐化。受近地表氧化作用影响，锰的原生

矿石均氧化成软锰矿、硬锰矿、锰铅矿，还包括在氧

化层各类成矿元素二次氧化淋滤富集的铅锌氧化矿

石以及银的氧化矿石等，多呈黑色、灰黑色。

2异常查证
2.1 1/1万土壤测量

研究区属内蒙古东部半干旱中低山丘陵地球化

学景观区[17]，由于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结果反映

的是近地表元素的富集状态，受风化剥蚀、水流作用

影响较大，而土壤测量较水系测量采样层位更深，采

集的土壤样品可代表原生晕特征。

本次对M13Hs-20异常浓集中心及地表矿化蚀

变地段开展 1/1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面积为 9.30

km2。采样介质为B层-C层（岩屑土壤-岩屑），采样

深度约50～120 cm，截取-4 ～+20粒级岩屑过水筛，

单个样品重量大于150 g。分析元素为Au、Ag、As、

Sb、Cu、Pb、Zn、W、Mo、Bi、Hg、Cd、Sn、Cr、Co、Ni、Mn

等17种元素。共圈出单元素异常254个，以Mn、Ag、

Pb、Zn等元素异常为主，其中Mn异常18个、Ag异常

10个，Pb异常10个，Zn异常19个。各异常元素套合

好，其他元素异常分布于银、铅等主要异常内。区内

共划分组合异常11处，其中14Ht-01、14Ht-05组合异

常为矿致异常。

14Ht-01组合异常位于研究区西北部，呈北西向

展布（图2），异常面积1.79 km2，异常总规模541。Mn

元素圈出 7 个异常，其中 Mn-5 异常规模最大，为

2.126，发育异常内带，平均值 1.543 × 10- 2，最高值

4.943×10-2，异常面积0.689 km2；Ag元素圈出1个异

常，异常面积0.299 km2，发育2处浓集中心，异常中带

较为发育，平均值5.262×10-6，最高值18.6×10-6；Pb元

图1 研究区地质简图（据参考文献[16]修改）

Fig.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study area

1.第四系；2.新近系上新统宝格达乌拉组；3.下白垩统白音高老组；4.上侏罗统玛尼吐组；5.安山岩脉；6.流纹斑

岩脉；7.闪长玢岩脉；8.地质界线；9.不整合界线；10.断层；11.环状火山断裂；12.锰银铅锌矿床位置；13.1/1万土

壤测量范围；14.1/1万高精度磁法测量范围；15. 1/1万激电中梯测量范围；16.研究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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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圈出4个异常，其中Pb-3异常效果最好，异常面积

0.833 km2，发育3处浓集中心，异常中带、内带较为发

育，平均值1 074.1×10-6，最高值7 178.9×10-6；Zn元素

圈出 8个异常，其中Zn-3异常效果较好，异常面积

0.310 km2，发育3处浓集中心，异常中带较为发育，平

均值628.5×10-6，最高值1 952.9×10-6。该异常区内出

露白音高老组流纹岩、流纹质角砾晶屑凝灰岩，主要

矿化蚀变为硅化、粘土化、锰银铅锌矿化。

14HT-05组合异常位于研究区东部，呈北西向展

布（图3），异常面积0.78 km2，异常总规模166。Mn元

素圈出2个异常，其中Mn-11异常面积0.571 km2，发

育异常内带，平均值1.79 ×10-2，最高值5.912 ×10-2，异

常规模2.044；Ag元素圈出2个异常，其中Ag-3异常

效果较好，异常面积0.316 km2，发育1处浓集中心，异

常中带较为发育，平均值4.025，最高值14.771；Pb元

素圈出1个异常，异常面积0.65 km2，发育1处浓集中

心，异常中带、内带十分发育，平均值1 758.6 ×10-6，最

高值7 353.8 ×10-6；Zn元素圈出1个异常，其异常面积

0.69 km2，发育1处浓集中心，异常中带、内带十分发

育，平均值1 679.5×10-6，最高值9 182.6×10-6。该异常

区内出露白音高老组流纹岩、流纹质角砾晶屑熔结

凝灰岩，主要矿化蚀变为硅化、锰银铅锌矿化。

图2 14Ht-01异常剖析图

Fig.2 14Ht-01 anomalies analysis maps

1.第四系；2.下白垩统白音高老组 ；3.上侏罗统玛尼吐组；4.流纹斑岩脉；5.地质界线；6.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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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1万高精度磁法测量

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在研究区开展

了1/1万高精度磁法测量工作。测量结果表明，研究

区正负磁场特征与地质体对应较好。从1/1万高精

度磁测量△T化极等值线平面图（图4）可以看出，区

内北部、西部、南部以面状正磁场为主，磁场强度多

在 300～500 nT，局部伴生弱的负磁场，这反映了区

内中生代火山岩的特征，西部、西南部磁场强度略高

于北部和南部，这反映了西南部玛尼吐组中性火山

岩与北部和南部白音高老组酸性火山岩的磁性差

异；区内中部以负磁异常为主，局部叠加正磁异常，

这反映了火山通道附近岩石受晚期深部热液活动影

响引起的岩石消磁、退磁的特征；区内东部、东北部、

东南部可见大面积的等值线宽缓稀疏的正负弱磁

图3 14Ht-05异常剖析图

Fig.3 14Ht-05 anomalies analysis map

1.第四系；2. 新近系上新统宝格达乌拉组；3.下白垩统白音高老组；4.地质界线；5.不整合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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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磁场强度多在－50～100 nT，这反映了新生界新

近系宝格达乌拉组沉积岩的磁性特征。研究区内断

裂构造非常发育，共划分出线形断裂构造24条，环形

构造2条，多数线形构造以环形构造为中心呈放射状

展布，火山机构明显。与1/1万化探异常图对比不难

看出，14Ht-01、14Ht-05组合异常与北西向线性弱负

磁异常带套合较好，化探异常中心多分布在北西向

线性的弱负磁异常带处，即分布在放射状断裂处，说

明异常受火山构造控矿特征明显。

2.3 1/1万激电中梯测量

2016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在研究区

开展了1/1万激电中梯测量工作。从激电中梯ηs等

值线平面图（图5）可以看出，研究区东部发育一个北

西向近椭圆形的面状高极化体，极化率多大于

1.20％，最高4.38％。研究区西部、北部、东南部为低

极化体，极化率多小于1.00％。在研究区中部可见多

条北西向带状高极化体，极化率最高5.67％；在北西

向条带状高极化体内地表矿化明显，在正地形区域

断续可见锰银铅锌矿体的颗粒或碎块；并且北西向

高极化体与北西向条带状弱负磁异常和化探异常套

合较好。从视电阻率等值线平面图（图6）可以看出，

研究区中部为一个近椭圆形面状相对高阻体，该高

阻体由一系列北西向条带状高阻体叠加而成，电阻

率多大于100 Ω·m，最高317 Ω·m。研究区东部、西

部为低阻体，电阻率多小于50 Ω·m。在北西向条带

状弱负磁异常和化探异常套合的部位显示条带状中

高电阻率异常的特征。

研究区内近椭圆形极化体、中高阻体与高磁反

映的负磁异常区重叠性较好，代表了白音高老期火

山口的特征；多条北西向条带状极化体、中高阻体与

图4 研究区内1/10 000高精度磁测ΔT等值线平面图

Fig.4 1/10 000 High precision magnetic survey ΔT contour plan in the study area

1.高磁解译断裂；2.等值线及标注；3.土壤异常范围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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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弱负磁异常带重叠，反映了

放射状火山断裂的特征。

3工程验证
本次工作在 14Ht-06组合异

常中选择锰、铅、锌、银异常发育

内带且套合较好的部位布设槽

探、钻探工程进行验证，该位置同

时叠加北西向条带状视极化率异

常、中高电阻率异常和弱的负磁

异常。

通过钻孔验证结合地面揭露

施工，初步圈出11层矿体，矿体一般

厚 1.00～12.25 m。其中ZK39201

钻孔中初步圈定矿体总厚度达

54.35 m，其中氧化矿体厚 26.17

m，原生矿体 28.18 m。所见矿石

主要为锰银矿（氧化矿）、菱锰矿

（原生矿）、铅锌矿。矿石品位：银

平均（52.87～282.85）×10- 6，最高

615.2×10-6；锰平均（8.31～21.54）×

10- 2，最高 34.07 × 10- 2；铅平均

0.66～3.50 ×10- 2，最高 6.92×10- 2；

锌平均（0.34～1.2）× 10- 2，最高

1.96 ×10-2。一般上部（0～60 m）富

锰银，下部（60～100 m）富铅锌银。

昌图锡力银铅锌锰矿床及外

围已发现的蚀变带、矿体和物化

探异常带，多呈北西向展布，环绕

火山机构分布。表明昌图锡力银

铅锌锰矿床明显受北西向断裂构

造控制，同时也和中生代火山活

动有密切关系。研究区燕山期火

山活动发育，岩浆从地壳深部带

来大量富含 Mn、Ag、Pb、Zn 等成

矿元素，构成了成矿元素的初始

富集[18]。由于火山活动的持续作

用以及天水的加入，使得含矿热

液得以不断循环，不断活化、萃取

围岩中的成矿物质，形成了高硅

低硫的成矿热液。成矿热液沿北

西向放射性断裂（张性）向上运

图5 研究区1/1万激电中梯视极化率等值线平面图

Fig.5 1/10 000 IP medium gradient ηs anomaly contour plan in the study area

1.等值线及标注；2.土壤异常范围及编号

图6 研究区1/1万激电中梯视电阻率异常等值线平面图

Fig.6 1/10 000 IP medium gradient ρs anomaly contour plan in the study area

1.等值线及标注；2.土壤异常范围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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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在适当的物理化学和边界条件下沉淀成矿，形成

具有工业价值的锰银铅锌矿床。

浓集的化探异常中心反映了近地表矿体的位

置；北西向线性的弱负磁异常带反映放射状火山断

裂的位置；由于矿体具有高硅低硫特征，矿石的极化

率明显高于围岩的极化率[18]，那么较高的极化率异常

极有可能是矿体引起，而中高电阻率异常能够反映

出硅化蚀变带的范围。昌图锡力地区物化探异常叠

加位置为该地区寻找锰银铅锌多金属矿床的有利位

置，工程验证结果表明，昌图锡力地区利用物化探异

常寻找隐伏矿体取得较好的找矿效果。

4结论
（1）地表具有黑色、灰黑色金属矿化蚀变的岩

石，是寻找锰、银、锰、铅、锌多金属矿体的直接标志。

（2）研究区Mn、Ag、Pb、Zn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浓

度高、元素全、套合好的区域可以作为地球化学找矿

标志。

（3）研究区线性的弱负磁异常带可以作为磁性

方面的找矿标志。

（4）研究区高极化率、中高电阻率可以作为电性

方面的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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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specting criteria of Mn-Ag-lead-zinc polymetallic ore in
Changtuxili area of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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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rface coverage is serious and the ore-prospecting criteria is not obvious in Changtuxili area of

Inner Mongolia. The anomaly of 1/50 000 stream sediment survey was verified by using 1/10 000 soil survey,

ground high precision magnetic measurement and IP ladder measurement method. The trenching engineering

exposure was carried out at the set of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anomalies and getting remarkable ore

prospecting results.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re bodies show that the MnO altered rocks of black and

gray ferrous metals on the surface can be used as direct indicators for prospecting of polymetallic ore bodies.

Areas with high geochemical anomaly concentration, complete elements and well suited elements in Mn, Ag, Pb

and Zn soils can be used as geochemical prospecting indicators. The linear negative magnetic anomaly band can

be used as a magnetic prospecting indicator. The high in chargeability and middle-high resistivity can be used as

the indicators for ore peospecit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ore-prospecting criteria in Changtuxili area can provide

new basis for searching the same type of deposites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the prospecting criteria; soil geochemical survey; high precision magnetic measurement;

measurement of ladder in excited electricity; Changtuxili area; Inner Mongolia

Progres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bauxite of ore-bearing rock series
exploration in Shanxi bauxite

ZHANG Wen-xu

（Shanxi provincial third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Jinzhong Shanxi 030620，China）

Abstract:Shanxi bauxite is the largest amount of bauxite resources in China，but the bauxite resources are

guaranteed to be low，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mand for bauxite resources from the completed bauxite

consump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status of ore-bearing rock resources in Shanxi bauxit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new discoveries and new methods in the g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ore-

bearing rock series in Shanxi bauxite in recent years，and the new understanding and new progress of the“three

rare”elements of ore-bearing rock series and the source of ore-forming materials. The problems of low evaluation

of ore-bearing rock resources in Shanxi bauxite，low utilization rate of resources，non-mineral engineering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red mud are put forward，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re-bearing rock resources in Shanxi bauxite.

Key words：bauxite ore-bearing rock series; exploration research; existing problem;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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