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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Z.Brdo 金矿床位于欧洲东南部 Apuseni-Banat-Timok-Srednogorie 岩浆成矿带的 Timok 杂岩带上，成矿条
件优越。矿体赋存于早白垩世中粗粒安山岩（原称“黑云角闪斜长安山岩”）与中细粒安山岩（原称“角
闪斜长安山岩”）内，其形态、规模、产状严格受北西向构造蚀变带控制，黄铁矿化、硅化、高岭石化蚀变带
是该矿床的主要含矿蚀变带，矿床位于正磁异常与负磁异常交界处，磁异常界线的走向与矿体的走向基
本一致。本文结合成矿地质背景，研究分析了 Z.Brdo 金矿地质特征和矿化富集规律，并对矿床成因进行
了探讨，认为矿床成因类型为低硫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通过该矿床地质特征和成因的研究，为寻找
带内类似的金矿床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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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矿 Bigar Hill（Zivanovic, 2019），Z.Brdo 金矿是近年
在该地区来新发现的金矿床，根据 Z.Brdo 金矿床的

Apuseni-Banat-Timok-Srednogorie 铜金成矿带

地质特征判断，属于与 Bigar Hill 不同类型的浅成低

（ABTS 成 矿 带）是 特 提 斯 成 矿 域 的 一 部 分，形 成
于与环太平洋区域相似的俯冲环境（Quadt et al.,

温热液矿床。原矿山地勘部门仅通过少量的钻孔
控制，认为 Z.Brdo 矿体属于受斑岩体控制的隐伏穹

2005, 2007）。 特 提 斯 成 矿 域 经 历 了 从 大 陆 裂 谷

窿状矿体；2019 年以来，通过系统的地表地质工作，

到俯冲再到陆 - 陆碰撞的威尔逊旋回的所有阶段
（Zimmerman et al., 2008）。ABTS 带 内 有 近 120 个

发现了显著的北西 - 南东走向的地表蚀变带，且通

矿床和矿点，矿化与晚白垩世钙碱性岩浆岩密切相
关（Ciobanu et al., 2002），矿床类型主要包括斑岩型

构造蚀变带控制，呈厚板状、透镜状的特征。本文

铜 - 金 - 钼矿床（部分矿床伴生铂族元素）、矽卡岩

成矿规律及找矿标志，探讨矿床成因，以期为该区

型钼 - 铁 - 铅 - 锌矿床和浅成低温热液型铜 - 金 银矿床（Zimmerman et al., 2008）。Z.Brdo 金矿位于

域的金矿找矿勘查及矿产开发提供参考。

0

ABTS 成矿带的 Timok 杂岩带、塞尔维亚东部的 Bor
矿集区内，矿区中心坐标 E 22°07′03″，N 44°05′48″。
塞尔维亚矿业部门通过地质勘查，于 1903—1951 年
期间，在 Bor 矿集区内相继发现了 Majdanpek、Jama
及 Veliki Krivelj 等超大型铜矿床，但金矿床较少，仅
在 Timok 杂岩带的西北边缘存在一个沉积浸染型金

过探槽揭露了地表矿头，进一步确认了矿体严格受
通过对该金矿的地质特征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其

1

成矿地质背景
Bor 矿集区位于塞尔维亚东部，其所在的 Timok

杂岩体带位于欧洲阿尔卑斯 - 喜马拉雅造山带最西
段 的 Apuseni-Banat-Timok-Srednogorie（ABTS） 岩
浆弧造山带中（图 1，Heinrich and Neubauer, 2002）。
Timok 杂岩体带内广泛发育有晚白垩世火山岩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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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BTS 成矿带大地构造背景图（据 Heinrich and Neubauer, 2002 修编）

火山岩，形成了一系列的斑岩型铜 - 金矿床及与其
密切相关的高硫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接触交
代矽卡岩型矿床（铁、铅锌、铜金）、脉状铜（金）矿
床和层控热液脉型金矿床（Jelenković et al., 2016），
构成了晚白垩世与火山岩、次火山岩相关的斑岩型
铜金矿床 -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 矽卡岩型铁、
铅锌、铜金矿床的成矿系列（图 2）。
区域地层单元总体可分为 Timok 杂岩体带及其
外部的 Timok 基底岩层，上覆新生界地层（Gallhofer
et al., 2015）。其中新生界主要为新近系上新统（M22、
M3）及第四系（Q），Timok 基底岩层主要为变质岩
层及沉积岩层，与成矿密切相关的 Timok 杂岩体带
1
2+3
3
岩层主要为中生代上白垩统（K2 、K2 、K2 ）的火
山碎屑岩（Ignjatović et al., 2014）。
区内构造的形成与北西向深大断裂右行走滑密
切相关，按产状可分为北西向构造、近南北向构造、
北东向构造（Kräutner and Krstić, 2002）。北西向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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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内最为重要的断裂系统，
在区域东部发育，
由西
往东依次为 Bor 断裂、Z.Brdo 断裂和 Krivelj 断裂。
区内岩浆活动较为发育，主要分布有加里东
期、海 西 期 及 燕 山 期（Banješević et al., 2019）。 其
中燕山期岩浆活动规模最大，且与铜、金、银、铅、
锌、铁 等 多 种 矿 产 成 矿 关 系 密 切（Antonijević and
Mijatović, 2014）。根据岩浆活动期次，本期岩浆活
动可分为 3 相，具体如下。
（1）I 相黑云角闪安山岩及英安岩（αhb）：主要
分布于矿集区东部，区内上覆于森诺曼期和土仑
期的沉积岩之上，岩性主要为角闪安山岩和富钾粗
安岩（Đorđević, 2005）。区内已发现矿床 21 个，矿
点 96 个（Jelenković et al., 2016），其中 Majdanpek、
Jama、Veliki Krivelj、Čukaru Peki 等超大型铜矿和
Z.Brdo 金矿均产在 I 相碎屑岩内。
（2）II 相辉石安山岩 - 安山岩（αa）：该组火山岩
主要分布在矿集区的中、西部。岩性包括主要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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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Z.Brdo 金矿矿区地质简图

1—冲积物；2—上白垩统上段火山碎屑岩；3—上白垩统中段砂砾
岩；4—上白垩统黑云角闪安山岩；5—矿体水平投影边界；6—地质
界线；7—断裂

图 2 Timok 成矿带区域矿产分布图（据 Jelenković et al.,
2016 修编）
1— Timok 杂岩体；2—蚀变矿化带；3—斑岩型铜、金矿床；4—热液
网脉状、浸染状型矿床；5—热液交代块状硫化物型矿床；6—热液脉
型、细脉浸染状及角砾岩型矿床；7—矽卡岩型及碳酸盐化型矿床；
8—热液层控型金矿床；9—地名

石玄武安山岩组成的 Osnić 玄武安山岩，
主要由角闪
安山岩组成的 Ježevica 安山岩（Kolb et al., 2012）。
（3）II 相闪长岩（Γ）：分布于 Timok 杂岩体的西
部，岩性分别为二长闪长岩、二长岩、闪长岩、石英
闪长岩、花岗闪长岩、正长岩，少量的辉长岩。
（4）III 相粗面安山岩（αam）：分布于 Timok 杂岩
带体的西部，主要呈岩脉产出，该岩脉常侵入 Osnić
玄武安山岩和 Ježevica 安山岩。

2

矿床地质特征

Z.Brdo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晚白垩世的火
山碎屑 - 陆源碎屑沉积组合（图 3），岩性主要为蚀

变角闪安山岩、角闪黑云母安山岩及其火山碎屑
岩，少量玄武安山岩、火山碎屑岩、砂岩、矽卡岩、
大理岩及泥岩等，另有少量的早白垩世的沉积岩。
矿区构造以北西向断层系统为主，是最主要的
控岩控矿构造，其中 Z.Brdo 断裂是 Z.Brdo 金矿最重
要的控矿构造，另发育一系列近于东西向、北东向
的平移断层。Z.Brdo 断裂位于矿区中部，其上盘为
未蚀变的黑云角闪安山质火山碎屑岩，下盘为弱绢
英岩化弱绿泥石化安山质火山碎屑岩，断层走向约
310~330°，倾角约 50°，主要由绢英岩化、硅化、重晶
石化的安山质火山碎屑岩、构造挤压片理（泥）及构
造角砾组成。
矿床热液蚀变十分发育，自矿体中心向两侧蚀
变分带如下：强黄铁矿化重晶石化强硅化高岭石化
→黄铁矿化绢英岩化弱重晶石化高岭石化→弱黄
铁矿化弱绢英岩化→绿泥石化（图 4）。

3

矿（化）体特征

矿区共圈定 1 个主矿体和若干小矿体（图 5）。
主矿体形态呈厚板状，透镜状，局部出现分支，整体
延长约 750 m，宽 40~330 m，垂向高差达 530 m。矿
体主要受蚀变矿化带内的北西向断裂带控制，在 4
号至 7 号勘探线线控制程度较高，且矿体厚大、分
布连续，沿走向往两端急剧变薄、出现分叉。矿体
走向 310~330°，倾角 44~53°，剖面上呈喇叭状、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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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rdo 金矿床典型蚀变矿化特征

a—强黄铁矿化重晶石化；b—黄铁矿化绢英岩化弱重晶石化；c—弱黄铁矿化弱绢英岩化；d—绿泥石化

图5

Z.Brdo 金矿 2 号勘探线剖面示意图

1—辉石角闪安山岩；2—黄铁矿化绿泥石化；3—黄铁绢英岩化高岭土化；4—弱绢英岩化弱绿泥石化；5—地质界线；6— Z.Brdo 断裂；7—矿
化带；8—工业品位矿体；9—钻孔及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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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南西倾向。矿体在北东部出露地表，产于氧化
带内，南西部受无矿蚀变带相隔断（绿泥石化带）；
在纵向上矿体往北西侧伏，侧伏角 45°。
矿 体 严 格 受 Z.Brdo 断 裂 控 制，Z.Brdo 断 裂 具
有明显多期次活动的特征：成矿期为成矿热液提供
有利的导矿通道及容矿空间，控制了矿体的形态、
产状及空间分布，并常可见构造张性角砾（图 6a、
b）及后期叠加的呈不规则状、梳状的张性硫化物脉
（图 6c、d）；成矿期后主要对矿体起破坏改造作用，
因成矿期热液活动强度在不同空间具有差异性，成
矿后对矿体的破坏也呈间断分布，强应变域矿体
常被改造成挤压片理状构造泥，金品位往往较低，
弱应变域矿体被改造程度较低，金品位往往较高
（图 6e、f）。
矿石中的金元素主要赋存于自然金和银金矿，
少量的碲金银矿和微量的锑碲金矿，载金硫化物主
要为黄铁矿，其次为毒砂。金矿物主要以包裹金及
裂隙金形式出现，其中包裹金主要赋存于石英、重
晶石颗粒内，另可见少量金分布于黝铜矿、黄铁矿
晶体内，裂隙金主要赋存于黄铁矿、石英晶体附近
的裂隙内（图 7）。

图6

4

矿化富集规律研究
Z.Brdo 金矿的成矿过程总体可划分为 3 个成矿

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为黄铁矿化硅化（高岭石化）蚀
变，构建高品位矿体的雏形，其内往往形成弱的浸
染状黄铁矿化，形成金元素的初始富集；第二阶段
为石英黄铁矿化阶段，主要呈细脉状叠加在早阶段
黄铁绢英岩化带之上；第三阶段主要为重晶石 - 黄
铁矿 - 硫砷铜矿脉，主要叠加在第一阶段黄铁矿绢
英岩化蚀变岩及第二阶段石英黄铁矿化基础之上，
常胶结早期的角砾。
金矿体高品位带主要产于强黄铁矿化重晶石
化强硅化高岭石化带，低品位带主要产于黄铁矿
化绢英岩化弱重晶石化高岭石化带内（闫宝文等，
2019 ①）。对比矿化强弱不同的矿石发现：①金矿石
是多阶段矿化叠加的产物。早阶段形成的黄铁矿
化硅化（高岭石化）蚀变造成了金元素的初始富集，
金含量随着后期细脉状石英黄铁矿脉及重晶石 - 黄
铁矿 - 硫砷铜矿脉的叠加富集，尤其是同时叠加有
细脉状石英黄铁矿脉及重晶石 - 黄铁矿 - 硫砷铜矿
脉，其金品位最高；②金矿石与早阶段的硅化强度

Z.Brdo 断裂岩性特征

a—混杂张性角砾岩（BFJ-6A 钻孔 343.70 m）；b—张性构造角砾岩被后期硫化物胶结（BFJ-6A 钻孔 371 m）；c—硫化物脉穿插绢英岩化安山岩
（BFJ-23 钻孔 261.30 m）；d— Z.Brdo 断裂的次级构造中石英重晶石黄铁矿脉呈梳状发育（BFJ-36 钻孔 317 m）；e、f—挤压片状构造泥对早期角
砾岩（矿体）改造破坏（e：BFJ-6A 钻孔 265~269 m，f：BFJ-12 钻孔 180~18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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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rdo 金矿矿石显微镜下特征

a—重晶石（Bar）穿插早期黄铁矿（Py）；b—草莓状黄铁矿呈它形结构；c—自然金（Au）颗粒包裹在重晶石内；d、e—自然金赋存于石英内；f—
重晶石交代早期黄铁矿

呈正相关，硅化强烈的部位，原岩结构基本被改造，
金品位往往较高。硅化改造不彻底的部位，原岩结
构残留，往往仅发育金矿化，品位低。

5

矿床成因探讨

特提斯成矿域具有多金属、多类型的特征，主
要有斑岩型、岩浆热液型、岩浆型、VMS 型、浅层低
温热液型和沉积岩型等 6 种矿床类型（张洪瑞等，
2010）。中东欧地区的金属矿床主要产于其南部阿
2017）
尔卑斯造山带（江思宏等，
，ABTS 铜 - 金成矿
带的矿床类型主要为斑岩型和浅成低温热液型（韩
2019）。Z.Brdo 金矿床是 ABTS 成矿带在东欧
宁等，
的 Timok 杂岩带东部区域构造运动的结果。该构造
运动形成了包括 Bor 断裂、Krivelj 断裂和 Z.Brdo 断裂
等一系列平行的复杂断裂带。在北西向区域构造的
定向剪切作用下，形成一套次级构造裂隙发育的均
匀地块（Banješević et al., 2014），伴随强烈的火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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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发生，为热液运移和存储提供了通道和空间。
Z.Brdo 金矿床的形成与爆发相古地理环境和
热液喷发有关。热液中的 Au 和伴生元素萃取在热
液系统中，流体沿着构造裂隙运移，并在盖层下部
几百米处发生沉淀。
Z.Brdo 金矿床的矿石类型主要有角砾岩型、黄
铁矿细脉状型、浸染状安山岩型以及含重晶石脉型
（细粒重晶石型）。从整体上看，
构造、
裂隙较发育的
部位，往往伴随着含矿热液的叠加，造成矿化富集；
从不同的矿石类型看，
叠加可能是多期次的，不同期
次伴随的热液不尽相同，对矿石有充填、交代、溶蚀
等作用；从角砾岩型矿石看，角砾成分基本与胶结
物相同，角砾形态呈棱角状，大小不一，搬运或错动
有限，为可拼凑型角砾，推测处于张性构造环境。
高硫化型金矿蚀变主要为中酸性矿物组合，有
孔洞状石英、明矾石及高岭石等，低硫化型金矿中
形成的蚀变主要为中碱性矿物组合，有石英、玉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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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云母及一定量冰长石等（杨永胜等，2015）。Z.Brdo

向的 Z.Brdo 断裂是其最主要的控矿构造，黄铁矿化

金矿床的赋矿围岩为安山质及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硅化高岭石化蚀变带是该矿床的主要含矿蚀变带，

矿体呈厚板状、透镜状；矿石构造为脉状、网脉状、
角砾状、浸染状；矿石矿物为黄铁矿、自然金、银硫

而重晶石的出现往往是高品位矿化带的标志。
（3）Z.Brdo 金矿属于浅成低温热液矿床，矿区

矿、闪锌矿、胶状黄铁矿、方铅矿、毒砂、白铁矿、菱

内的主要含矿蚀变带沿北西方向仍有较清晰的延

铁矿、黝铜矿、黄铜矿、自然铋、辰砂、自然砷；脉石

伸，表明沿矿体走向的两端仍有一定的找矿前景。
致谢

矿物为石英、玉髓、重晶石、绢云母、伊利石、高岭

感谢紫金波尔地勘项目组的勘查实施

石、绿泥石、绿帘石；后期脉状充填碳酸盐脉。从矿

和野外地质资料的收集整理，感谢审稿专家提出

体中心向两侧围岩蚀变呈现较明显的分带特征：强

的宝贵意见！

黄铁矿化、重晶石化、强硅化、高岭石化（高品位带）
→黄铁矿化、绢英岩化、弱重晶石化、高岭石化（低
品位带）→弱黄铁矿化、弱绢英岩化（矿化带）→绿
泥石化（外围构造带）
（表 1）。
综上，Z.Brdo 金矿处于拉张的成矿环境，区内

注

闫宝文 , 王国平 , 王亮亮 , 林明钟 . 2019. 塞尔维亚波尔斑岩型铜金
矿集区典型矿床地质特征及靶区优选 [R]. 塞尔维亚紫金波尔
铜业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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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成低温热液矿床地质特征对比表

高硫化型（HS）

低硫化型（LS）

Z.Brdo 矿床

赋矿围岩

流纹质 - 英安质火山岩

具双峰式特征火山岩 - 侵入岩

安山质及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矿体形态

不规则体型（残余多孔状硅核）

明显的脉状为主（石英脉），有网脉状

厚板状；透镜状

矿石构造

矿石矿物

脉石矿物
碳酸盐脉石

围岩蚀变

浸染状构造为主、可见角砾状、脉状构
造，少见网脉状

脉状、网脉状构造为主，可见孔洞充填状
（条带状、胶状、晶簇状）和角砾状构造
黄铁矿、银金矿、自然金、闪锌矿、方铅

黄铁矿、自然金、银硫矿、闪锌矿、胶状

矿、毒砂等；富含碳酸盐 - 贱金属硫化物

黄铁矿、方铅矿、毒砂、白铁矿、菱铁矿、

金多金属

黝铜矿、黄铜矿、自然铋、辰砂、自然砷

石英、玉髓、方解石、冰长石、伊利石、重

石英、玉髓、重晶石、绢云母、伊利石、高

晶石、萤石、碳酸盐等

岭石、绿泥石、绿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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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高级泥化带（主要为明矾石和高岭

化（石英和玉髓）和绿泥石化：向外为绢

石、还有地开石、叶腊石等）、再向外为泥

云母化、伊利石化，再向外为泥化蚀变

黄铁矿、硫砷铜矿、黄铜矿、砷黝铜矿、铜
蓝、自然金、碲化物等
石英、明矾石、重晶石、高岭石、叶腊石等

化带（伊利石化、蒙脱石，少量绢云母化）； 矿物（高岭石和蒙脱石），最外带为青磐
最外带为青磐岩化
成矿元素
组合

脉状、网脉状；角砾状；浸染状

岩化

以 Cu、Au、As 为主，Pb、Hg、Sb、Te、Sn、 以 Au、Ag、Zn、Pb 为 主，Cu、Sb、As、
Mo、Bi 为辅

Hg、Se 为辅

中心向两侧：强黄铁矿化重晶石化强硅
化高岭石化→黄铁矿化绢英岩化弱重
晶石化高岭石化→弱黄铁矿化弱绢英
岩化→绿泥石化（外围构造带）
以 Au、Ag 为主

注：据江思宏等（2004）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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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 feature and ore genesis of Z.Brdo gold deposit in Eastern Serbia
LIN Mingzhong
(Serbia Zijin Copper Doo Bor, Shanghang 364200, Fujian, China)

Abstract: The Z.Brdo gold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Timok Magmatic Complex of the Apuseni-Banat-TimokSrednogorie magmatic metallogenic belt in southeastern Europe, with superior metallogenic conditions. The ore
body occurs in the Upper Cretaceous medium-coarse-grained biotite hornblende changandite and medium-ﬁnegrained hornblende changandite, and its shape, scale and occurrence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NW-trending
structural alteration zone. The pyrite silicified kaolinite alteration zone is the main ore-bearing alteration zone
of the deposit. The deposit is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magnetic anomalies,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magnetic anomaly boundary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ore body.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geological background of mineralization,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ineralization enrichment
rules of the Z.Brdo gold deposit are studied and analyzed, and the genesis of the deposit are discussed. The
research on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this gold depos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ﬁcance for
searching for similar gold deposits in the Timok Magmatic Complex belt.
Key words: epithermal gold deposits;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genesis of ore deposits; Timok magmatic
complex; Ser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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