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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撒纳龙哇铜多金属矿床特征
及成矿模式研究
马晓光１ ，才永吉１ ，马国财１ ，宋小超２ ，李定武１
（１ 青海省有色地质矿产勘查院，西宁

２ 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摘

要

８１０００７，

１０００１２）

为能够在撒纳龙哇地区有更大发现，在野外地质调查和岩性岩相学研究基础上，运用岩石学、矿物学、矿
床学等知识结合岩石地球化学、年代学测得的区内玄武岩锆石 Ｕ－Ｐｂ 年龄为（２２１±２ １） Ｍａ，确定为晚三叠
世地层。 流体包裹体、Ｈ－Ｏ－Ｓ－Ｐｂ 同位素地球化学测试等方法，查明及分析了撒纳龙哇矿床的成矿地质
体、成矿构造与成矿结构面、成矿作用特征，并建立成矿模式，确定了矿区的矿床成因类型为海相火山岩
型铜多金属矿床，为该地区后期找矿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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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青海省内的矿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展，先后完成了 １ ∶ ２０ 万地球化学测

量、１ ∶ ２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１ ∶ ５ 万矿产远景调查，
提供了丰富的地物化矿产资料，为矿床铜多金属矿
勘查提供了依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间，青海有色矿勘

大找矿突破，但仍有诸多问题尚未查明，需进一步系
统评价矿床潜力，因此利用实际与理论相结合方法，
开展矿床特征研究工作，为下一步找矿及评价矿床
提供充分依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撒纳龙哇矿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三江特提

院在青海省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对撒纳龙哇地区 １

斯构造带北西段，是我国新兴的铜多金属重要矿产

体 ３６ 条，估算铜铅锌 ３３４ 资源量为 ２７ 万 ｔ，并初步

位置位于北羌塘地体，进一步构造单元划分将其归

∶ ５ 万水系沉积物异常进行了查证，发现铜铅锌矿

资源基地（ 孙鸿烈等，２０１２） 。 勘查区主体大地构造

研究了成矿条件、控矿因素及成矿类型。 区内现已

至北羌塘—昌都地体之吓根龙—巴塘滞后火山弧带

发现了一批大中型铜铅锌矿床，主要有尕龙格玛大

内，介于可可西里—金沙江缝合带与玉树—乌兰乌

型铜矿床，查涌、撒纳龙哇、多日茸、当江等中型铜矿

拉湖断裂之间，呈北西西向分布于吓根龙—巴塘火

床，可见该区发现中大型铜矿的潜力巨大（ 张洪瑞

山岩带，属三江多金属成矿带通天河印支期铜、铅、

等，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杨志明等， ２００８；吴城明，２０１１；辛天
贵等，２０１４；张飞等，２０１７；田世洪等， ２０１１） 。 撒纳

龙哇矿床通过近 ３ 年的勘查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火山碎屑岩中发现了以铜、铅锌为主的多金属矿

床（ 杨德等，２０１７；陈根等，２０１６；谭俊，等，２０１５；张尊

侠等，２０１３；李善平等，２０１０） 。 该区内虽然取得了较

锌成矿亚带。 区域地质演化强烈，构造断裂为主，岩
浆活动频繁，使得各地质体在时间上的演化及空间
上的配置有明显的规律性，形成斑岩型、矽卡岩型及

火山热液沉积型等多样的成矿类型，如下图 １ 所示，
构成青海三江北段成矿的重要组成部分。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２３
［ 基金项目］ 青海省地质勘查基金（ 编号：［２０１５］ 学士，８３ 号） 资助。
［ 第一作者简介］ 马晓光，男，１９８３ 年生，学士，工程师，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Ｅｍａｉｌ：８８４２１４６＠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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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纳龙哇铜多金属矿区地质图

矿床地质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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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其次，有稠密浸染状、块状、细脉状。

２ ３

矿体特征

矿床成矿地质体
撒纳龙哇矿区内仅出露上三叠统巴塘群火山岩

至 ２０１７ 年底撒纳龙哇矿床共圈定矿体 ３６ 条，

灰岩组，岩性为火山熔岩类，火山碎屑岩类及沉积—

１８ ３３ ｍ，最大厚度为 ２４ ０６ ｍ，一般倾斜延深 ２００

ｍ，最大倾斜延深为 ３５０ ｍ，其中，铜铅锌含量较稳

灰岩地层中。 为查明矿床成矿地质体，对撒纳龙哇
矿区内玄武岩开展 ＬＡ － ＩＣＰ － ＭＳ 锆石 Ｕ － Ｐｂ 年龄测

～ ２ １６％，Ｚｎ 品位为 ０ ５０％ ～ ４ ３６％，同时共（ 伴） 生

龄为（２２１±２ １） Ｍａ，具有岛弧玄武岩特征。 通过与

分布在矿区南部，矿体长 １００ ～ ７００ ｍ，厚度 １ ０９ ～

定，Ｃｕ 品位一般为 ０ ２０％ ～ ３ ５％，Ｐｂ 品位为 ０ ３０％

金、银矿。 区内矿体主要赋存于巴塘群的黄铁矿化

变质岩类。 矿区内矿体仅赋存于英安质岩屑晶屑凝

试和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分析（ 图 ２） ，得到玄武岩年
同为多彩整装勘查区内的尕龙格玛大型铜多金属矿

凝灰岩中，在重晶石周围富集，矿石多为块状、层状

内英安岩对比分析，发现两类岩石均形成于晚三叠

和脉状—细脉状，呈近平行状，与围岩为渐变接触。

世，均具有岛弧火山岩特征，表明两个矿区内发生的

矿体走向 ＮＷ 向，与地层走向和构造走向基本一致，
倾向为 ＮＥ 向。

２ ２

矿石特征
矿石类型按矿物组成可分为铜矿石、铜铅锌矿

石、铅锌矿石和氧化矿石等，氧化矿物主要为铜蓝、

火山喷发活动应同属于晚三叠世一次大规模的岩浆
活动，同时成矿也发生于该期次岩浆活动，故本次研
究认为撒纳龙哇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地质体应为晚
三叠世中酸性隐伏岩体。

２ ４

成矿构造与成矿结构面

孔雀石、褐铁矿，原生矿物有黄铜矿、方铅矿、闪锌

通过专题地质填图、实测地质剖面等多方面综

矿、黄铁矿、镜铁矿等，其中，铜矿物有原生黄铜矿和

合研究，认为撒纳龙哇铜多金属矿床成矿受控于火

氧化矿物铜蓝、孔雀石，黄铜矿呈中细粒自形—半自

山机构，具体研究成果如下所述：撒纳龙哇矿区内火

形结构，铜蓝和孔雀石呈皮壳状分布；铅矿物为方铅

山岩展布受火山机构控制，以矿区中心出露次火山

矿，呈细粒自形—半自形结构；锌矿物为闪锌矿，呈
细粒自形—半自形结构。 矿石构造主要为稀疏浸染
１０７４

岩相———英安玢岩为中心，火山熔岩与火山碎屑岩
交替出现，共形成 ６ 个韵律层，目前矿区内发现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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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撒纳龙哇铜多金属矿床玄武岩锆石 Ｕ－Ｐｂ 谐和图及锆石 ＣＬ 图

明的矿体仅赋存于第三韵律层———青灰色岩屑晶屑

方铅矿、闪锌矿、褐铁矿、孔雀石、蓝铜等，非金属矿

凝灰岩。 火山喷发活动时不仅形成了含矿层青灰色

物有石英、重晶石、方解石等。 矿石构造以网脉状块

岩屑晶屑凝灰岩，同时火山机构也连通了地表与深

状、脉状块状、浸染状及块状为主，矿石结构有自形

部，为成矿流体及成矿物质向上运移提供了通道，故

粒状结构、半自形粒状结构、填隙结构、网状结构、残

撒纳龙哇铜多金属矿床成矿构造为火山机构。

余结构、交叉结构、星状结构等。 围岩蚀变发育有黄

基于矿床成矿受火山机构控制这一研究成果，

铁矿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绿帘石化、硅化、碳酸

通过对矿区钻孔内地层蚀变矿化研究，以查明其成

盐化等。 成矿期次可划分为火山气液沉积期、海底

矿结构面。 在钻孔二次编录及蚀变矿化研究中，发

热液喷流成矿期和表生氧化期，其中海底热液喷流

现撒纳龙哇矿区含矿层青灰色岩屑晶屑凝灰岩中，

成矿期为主要成矿期，其可进一步分为硫酸盐—硫

发育一由白云岩、硅质岩及重晶石等热水沉积岩组

化物阶段、多金属硫化物阶段、碳酸盐—硫化物阶

成的固结壳，该热水沉积岩固结壳下部往往是矿体

段，多金属硫化物阶段为主成矿阶段。

的产出位置，且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等蚀变矿
化在该界面及附近发育最为强烈，向外围地层逐渐
减弱。 热水沉积岩固结壳是成矿热液流体与海水混
合反应形成并冷却固结成壳的结果，固结壳下部往
往是矿体的赋存位置，表明固结壳起到了地球化学
障的作用，使成矿流体在其下部积聚、沉淀。 故撒纳
龙哇铜多金属矿床成矿结构面为灰绿色岩屑晶屑凝
灰岩与白云石、硅质岩及重晶石固结壳的岩性界面。

３
３ １

矿床成因分析

图３

撒纳龙哇矿区内矿体剖面图

矿床矿化特征
撒纳龙哇矿区内矿体呈层状、似层状赋存于灰

绿色英安质岩屑晶屑凝灰岩中（ 图 ３） ，矿体上部以
铜铅锌矿石为主，下部以铜矿石为主。 矿石类型有

黄铁—黄铜矿矿石、黄铜矿矿石、方铅—闪锌矿矿石
等；矿物组成较为简单，金属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

３ ２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矿床主成矿期石英流体包裹体测试显示，均一
温度范围为 ９１ ６ ～ １９４ ８℃ ，峰值为 １４０ ～ １８０℃ ，密
度均值 ０ ９９ ｇ·ｃｍ －３ ，盐度均值 ９ ２３％ ＮａＣｌｅｑ。 δＤ
变化 范 围 为 － １０４ ８‰ ～ － ８２ ３‰， δ １８ Ｏ 值 范 围 为
１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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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９‰ ～ １ ２‰。 流体包裹体和 Ｈ －Ｏ 同位素组成分

矿床与西南三江呷村矿床，得出撒纳龙哇铜多金属

成矿流体来源（ 图 ４） ，可以得出撒纳龙哇矿床成矿

山岩淋滤。

析，对比尕龙格玛大型铜矿床和西南三江呷村矿床
流体为海水与岩浆水的混合流体。

矿床成矿物质主要来自深部岩浆，并非来自赋矿火

３ ３

控矿因素
根据矿体赋存地质条件、矿体特征及成矿时代

分析认为，成矿物质来源主要为巴塘群火山岩，不同
期次火山喷出旋回中矿体主要富集在英安质凝灰岩
中，同时，化学和热水沉积作用形成的重晶石岩、硅
质岩等在矿体上部起到盖层作用，因此，主要受地层
控制矿体；其次，通过槽钻探工程的勘查工作，后期
不同期次的构造对矿体既有导矿、富集等作用，又有
破矿作用，主要为 ＮＷ 向断层构造，针对矿体是破矿

或导矿以及深部主控矿构造等控矿因素有待进一步
开展工作和分析研究。

３ ４
图４

撒纳龙哇铜多金属矿床 Ｈ－Ｏ 同位素组成图

矿床矿 石 Ｓ、 Ｐｂ 同 位 素 分 析 结 果： δ ３４ Ｓ 值 为

－４ ３‰～ １ ７‰；２０６ Ｐｂ ／ ２０４ Ｐｂ 为 １８ ５１２ ～ １８ ７１５；

２０７

Ｐｂ ／ ２０４ Ｐｂ 为 １５ ６９０ ～ １５ ９８１，对比三江尕龙格玛

１０７６

图５

成矿模式分析
区内多期次火山喷发，使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

岩地层交替分布，同时，有化学物质和热水沉积岩在
矿体顶部起盖层作用，阻挡含矿热液的向上运移。
初步分析认为岩浆水和海水混合而成的低盐度成矿
流体携带来自深部隐伏岩体的成矿物质，在岩浆热

撒纳龙哇矿区成矿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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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驱动下，沿火山机构裂隙通道不断上升运移和循
环，在先形成的热水沉积岩下形成层状、似层状铜铅

找矿标志［ Ｊ］ ．地质找矿论丛， ３１（０１） ：５５－６２．

李善平，潘彤，李永祥，等． ２０１０．青藏高原北羌塘盆地多彩地区蛇绿
岩地球化 学 特 征 及 构 造 环 境 ［ Ｊ］ ． 中 国 地 质， ３７ （ ０６） ：１５９２ －

锌矿体。 矿体赋存地层主要为巴塘群英安质凝灰
岩，上部有喷气 － 化学沉积盖层，盖层下部分布块状

孙鸿烈，郑度，姚檀栋，等． ２０１２．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

纳龙哇铜多金属矿床成因类型为海相火山岩型铜多

谭俊，魏俊浩，王凤林，等． ２０１５．三江北段多彩铜多金属矿整装勘查

矿体、层状矿体和脉状—细脉状矿体，因此，推测撒
金属矿床，如图 ５ 所示。

４

１６０６．

建设［ Ｊ］ ．地理学报， ６７（１） ：３－１２．

区成矿规律及找矿突破［ Ｊ］ ．矿物学报， ３５（ Ｓ１） ：４３５．

田世洪，杨竹森，侯增谦， 等． ２０１１． 青 海玉树东莫扎抓铅锌矿床 Ｓ、
Ｐｂ、Ｓｒ—Ｎｄ 同位素组成：对成矿物质来源的指示［ Ｊ］ ．岩石学报，

结语
撒纳龙哇铜矿赋矿地层主要为晚三叠纪巴塘群

火山岩组地层，呈北西向展布。 矿区内岩浆岩活动
频繁，以喷出岩为主。 构造以断裂为主，提供了运移
通道和成矿空间。 通过对撒纳龙哇矿床地质特征、
成矿地质体、成矿构造及成矿结构面、矿化地质特征
及地球化学特征等研究总结，发现撒纳龙哇矿床在
矿床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矿床地球化学特
征及成矿演化等方面与多彩整装勘查区同一成矿带
内的尕龙格玛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及查涌、多日茸铜

铅锌多金属矿等典型 ＶＭＳ 矿床极为相似，分析显示
撒纳龙哇矿区其成矿模式为火山喷发间歇期。 综上
所述，该区成矿地质背景优越，本次研究认为撒纳龙
哇铜多金属矿床成因类型为海相火山岩型铜多金属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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