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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０１５；

７１００５４）

九子沟铜矿位于铅硐山—铜牌沟铜铅锌成矿带中部。 矿区赋矿部位为星红铺地层内灰岩与千枚岩接触
面及其附近，此界面两侧岩性能干性相差大。 一方面在北东向应力作用下，在二者接触部位容易形成滑
脱，为成矿热液向上运移提供通道。 另一方面，二者构成“ 硅钙面” ，引发流体物理化学条件变化，导致矿
质沉淀。 矿床矿体主要呈层状、似层状，局部为透镜状。 根据矿区成矿地质环境、矿体特征、成矿物质组
分、矿石组构、成矿物质来源等特征，初步确定了九子沟铜矿床的成矿要素及成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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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子沟铜矿属于陕西省凤县三岔镇苇子坪村，
位于陕西省凤县苇子坪—留坝县铜牌沟铜铅锌多金
属成矿带中西部，苇子坪铜矿化区中东部（ 图 １） 。

１

矿床地质特征

１ １

１ ２

矿床位于铅硐山—水柏沟复式背斜北翼中东

部，区内断裂构造较发育，主要为北西西向（ Ｆ１ａ ） 及
北东向（ Ｆ１ｂ 、Ｆ７ｂ ） 两组， 均为成矿后断裂，对地层及矿
体起一定的破坏作用。 其中 Ｆ１ａ 地表推测分布于矿

地层

区北侧，是一条较大的逆断层。 在深部将矿体沿倾

矿区出露地层为上泥盆统星红铺组第一岩性段

（Ｄ ３ ｘ １ ） ，分为两个岩性层。 其中第二岩性层（ Ｄ ｘ ）
２
３ １

主要由钙质粉砂质千枚岩、粉砂质千枚岩、铁白云质
千枚岩；第一岩性层（ Ｄ ３ ｘ １１ ） 上部层主要由炭质绢云

向截断，推测断距沿垂向约 １５０ ～ １８０ ｍ，向东被 Ｆ７ｂ
早期斜向断层阻断，向西进入河道。

１ ３

母千枚岩夹含炭薄层灰岩、铁白云质绢云母千枚岩、
含炭钙质绢云母千枚岩与薄—中层结晶灰岩组成，
底部为灰岩层（ Ｌ） ，主要为薄—中厚层含生物灰岩，
结晶灰岩、 局部夹炭质薄层灰岩、 炭质千枚岩 （ 图

２） 。

构造

矿区地层走向总体近东西向。 其中星红铺组地

层内千枚岩与细晶灰岩、硅化灰岩接触部位及其附

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岩不甚发育，仅见少量钠长岩脉、辉

绿岩脉、闪长岩脉。

１ ４

蚀变类型及分布
矿区内的蚀变类型主要为与矿化密切相关的硅

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其次为与矿化不密切的绿
泥石化、绢云母化、灰岩褪色化、石墨化等。

近为矿床主要的赋矿层位。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０８
［ 第一作者简介］ 马邮国，男，１９８９ 年生，硕士，工程师，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Ｅ－ｍａｉｌ：９６４８４５２９６＠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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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凤太矿田西部地质矿产简图

九子沟铜矿床地质简图

１—第四系残坡积物； ２—星红铺组第一岩性段上层钙质粉砂质千枚岩、粉砂质千枚岩、铁白云质千枚岩； ３—星红铺组第一
岩性段下层铁白云质千枚岩、含碳千枚岩、炭质钙质千枚岩夹薄层灰岩； ４—灰岩层 ５ 实（ 推） 测断层及编号； ５—铜矿体及
编号； １０—钠长岩脉

１ ５

矿石特征
矿床矿石结构、构造在不同的成矿期表现各有

差异，既有早期沉积—变质的特点，又有后期改造、
交代叠加的特征（ 表 １） 。

２

合九子沟铜矿床成矿要素特征如表 ２。

３

３ １

成矿模式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南秦岭弧盆系凤县—镇安陆缘斜坡带

成矿要素

晚古生代裂陷带中部泥盆系海相热水沉积盆地中，

据九子沟铜矿床成矿地质环境及地质特征，综

随南秦岭造山带形成和同生断裂活动，中—晚泥盆

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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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九子沟铜矿床不同成矿期矿石的结构、构造特征

成矿期

沉积—变质期

热液期

表生期

结构

草莓结构、生物假象结构、自形－半自形

他形粒状结构、自形针状结构、半自形

多层反应边结构、残留结构、叶片状

晶粒结构、他形粒状结构、碎裂结构

粒状结构、填隙结构、定向乳浊状结构、

结构

交代结构、包含结构
构造

纹层－条带状构造、揉皱状构造、角砾状

脉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斑杂状构造、条

网脉构造、 皮壳状构造、 胶 状 构 造、

构造

纹－条带状构造、团块状构造

蜂窝状构造

表２
成矿要素

描述内容

成矿要

特征描述

海相（ 火山） 沉积—改造型铜矿

素分类

地质

岩石类型

环境

岩石结构构造

灰岩、千枚岩

必要

结构：微晶、斑状变晶、粒状鳞片变晶等结构。 构造：薄层状、中厚层状、千枚状等构造

必要

成矿时代

沉积成矿期为中—晚泥盆世，后期改造为印支—燕山期

重要

成矿环境

中—晚泥盆世于海底形成含 Ａｕ－Ｐｂ－Ｚｎ－Ｃｕ 的硫化物碳酸盐岩、泥沙质碎屑岩建造，并于二者之

必要

成矿构造
矿床

九子沟铜矿床成矿要素

矿体特征

间的接触面附近形成以 Ｃｕ 为主的矿源层

酒奠梁—江口同生断裂控制盆地沉积—成矿，铅硐山—汪家沟断裂控制 Ｃｕ、Ｐｂ、Ｚｎ 矿化体产出

矿体呈层状、似层状、局部为透镜状、脉状，整体近顺层产出，与围岩界限明显。 矿床圈出 Ｋ１、Ｋ２
两个矿体，Ｋ１ 为主。 继续延长 １２００ ｍ，厚度 ０．７９ ～ ４．８３ ｍ，平均 ２．０９ ｍ，Ｃｕ 品位 ０．３％ ～ ４．３６％，平

特征

必要

均 １．４２％，深部 ０．３％ ～ ３％，平均 ０．９２％，浅深不平均厚 ２．０６ ｍ，品位 １．１４％。 Ｋ２ 连续性差，已控

重要

制长 ８０ ｍ，地表厚度 ０．８ ～ １．６７ ｍ，Ｃｕ ０．３％ ～ １．０５％
矿物组合

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铜矿、黄铁矿，次为闪锌矿、方铅矿、钛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铁
白云石、次为绿泥石、石墨、黑云母、钠长石、电气石、磷辉石

矿石结构构造

必要

结构：半自形、它形粒状；构造：稠密浸染状、脉状、角砾状、块状

重要

蚀变类型

硅化、碳酸盐化、褐铁矿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

重要

控矿条件

矿（ 化） 体主要受上泥盆统星红铺组近底部的灰岩与千枚岩两组岩性界面控制

必要

风化特征

矿区氧化程度较低，以孔雀石、褐铁矿为主、其次为少量的蓝铜矿、铜蓝，范围小

次要

世于海底形成含 Ａｕ － Ｐｂ － Ｚｎ － Ｃｕ 的硫化物碳酸盐
岩、泥沙质碎屑岩建造，并于二者之间的接触面附近

形成以 Ｃｕ 为主的矿源层。 其后，区域构造及变质

３ ３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晶粒、他形粒状；

作用逐渐强，使得成矿物质在碱性还原环境聚集成

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状、脉状、角砾状、块状。

矿。

３ ４

３ ２

围岩特征

矿石矿物组合
矿区有 ５ 种矿石类型，即纹层状黄铜矿矿石；浸

矿床矿体上盘围岩主要为含炭钙质千枚岩，岩

染状黄铜矿矿石；条纹、条带状黄铜矿矿石；斑杂状、

石可见细粒黄铁矿及炭质，穿插大量方解石石英脉

块状黄铜矿矿石及脉状黄铜矿矿石。 金属矿物以黄

等；下盘围岩为细晶灰岩，局部为硅化灰岩、硅质岩

铜矿、黄铁矿为主，次为闪锌矿、方铅矿。 脉石矿物

或方解石石英脉。 因上下盘围岩岩性差异较大，矿

以石英、方解石、铁白云石、绢云母为主，次为黑云

体与围岩接触部位裂隙发育，为含矿热液迁移和沉

母、绿泥石、石墨、钠长石等（ 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

淀提供了空间。

七一七总队，２０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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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类型及特征
矿化带内蚀变较强烈，主要分布于矿体顶底板

几米—几十米范围内，与铜矿化相关的蚀变主要有：
硅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 在不同成矿阶段矿化特
征表现不同：早期以黄铁矿化、黄铜矿化为主，中期
以黄铜矿化为主，后期以褐铁矿化、孔雀石化、蓝铜
矿化为主。

３ ６

控矿条件
矿床矿体赋存于千枚岩与灰岩接触面或其附

近，沿接触带稳定分布，多呈层状或似层状产出。

３ ７

成矿机制
随南秦 岭 造 山 带 的 形 成 和 同 生 断 裂 的 活 动，

中—晚泥盆世，来自地下热卤水，以海底喷流方式，
伴随正常沉积作用，在碱性还原环境下，沉积形成了
凤太矿集区富含 Ａｕ －Ｐｂ － Ｚｎ － Ｃｕ 硫化物的硅质岩建

图３

九子沟铜矿成矿模式图

造及浅变质的泥质碎屑岩建造为代表的含矿层（ 富

１—上泥盆统星红铺组；２—灰岩层；３—中泥盆统古道岭组；４—

运动区域构造活动的加剧，变质过程中分泌出的部

７—中厚层结晶灰岩；８—断层；９—矿体；１０—矿化体；１１—矿质

大气水） 。 该含矿层形成的同时及之后，随着造山

晚元古代—早古生代基底；５—绢云千枚岩；６—薄层细晶灰岩；
运移方向； １２—大气降水

分酸性物质，使得成矿物质再次活化、迁移渗透、富
集，形成成矿热液，沿断裂及裂隙上侵沉积。 最终在
印支—燕山期褶皱改造作用下，形成如今九子沟式
铜矿。

李建华．１９９９．凤太矿田铜矿找矿潜力分析及靶区优选［ Ｊ］ ．有色金属
矿产与勘查，８（１） ：５－９．

冉凤琴，钟康慧，陆茂欣．２０１５．会理县力马河铜镍矿成矿要素及成矿

据矿区成矿地质环境、矿体产出状态、成矿物质

模式研究［ Ｊ］ ．四川有色金属．４（４） ：４－４６．

组分、矿石组构、成矿物质来源等特征分析，本矿床

王瑞廷，王涛，高章鉴，陈二虎，刘莉霞．２００７．凤太多金属矿集区主要

图 ３。

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七一七总队．２０１５．陕西凤太矿集区金铅锌铜多

成因为 “ 海相（ 火山） 沉积—改造型” ，成矿模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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