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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天柱大河边重晶石矿床的地质特征、矿石特征、矿物组分、矿物的形成途径、成矿古地理和成矿盆地
沉积特征的研究分析，认为区内重晶石矿床形成于雪峰运动后，扬子陆块发生裂解形成雪峰期裂谷盆
地，在裂谷盆地边缘常发生同生断裂，形成东西向次级断陷盆地，成矿盆地类型属地垫式盆地。成矿盆地
可能形成于埃迪卡拉纪—寒武纪时期。区内重晶石矿床的分布、规模、形态及矿床特征严格受成矿盆地
的制约，根据成矿盆地的矿体厚度、品位、结构构造特征划分为中心相、过渡相和边缘相。中心相：矿体
厚度大，品位富，以块状、条带状、花斑状及结核状重晶石为主，分带明显；过渡相：矿体厚度一般不大，品
位中等，以条带状、结核状重晶石为主，分带不明显；边缘相：矿体厚度薄，品位差，仅有结核状矿石，无分
带。通过天柱大河成矿盆地的沉积相带和含矿岩系分布研究，认为区内重晶石矿床形成于雪峰运动后，
成矿盆地类型属地垫式盆地，成矿盆地可能形成于埃迪卡拉纪寒武纪时期。区内重晶石矿床的分布、规
模、形态及矿床特征严格受成矿盆地的制约，根据成矿盆地的矿体厚度、品位、结构构造特征划分为中心
相、过渡相和边缘相，预测天柱贡溪向斜深部仍有较大找矿潜力，下步找矿应围绕古沉积盆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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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83—1985
大河边重晶石矿床于 1957 年发现，
年由贵州省地矿局 103 队普查，
提交重晶石矿石资源
量 1.08 亿吨。2012—2014 年由贵州省地矿局 101 队
开展整装勘查，提交重晶石矿石资源量 1.66 亿吨，是
2014 ①）。
贵州唯一超大型重晶石矿矿床（文星桥等，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很多学者对矿床地质特征
（余洪云，1988；范峻慧和吴湘滨，2012）、矿床地球
2002；夏菲等，
2004，2005；吴
化学特征（方维萱等，
2009；孙泽航，
2015）、成矿物质来源（侯东
卫芳等，
1999；孙学通和姚
壮等，2015）、矿床成因（彭军等，
2005；杨瑞东等，
2007）进行了不
慧，2005；夏菲等，
同程度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对于矿床成因各

持已见，主要观点有：
（1）生物成因；
（2）热液成因；
（3）成岩成因；
（4）冷泉成因。矿床成因认识分歧
导致对成矿机制及控矿因素研究、成矿规律总结和
成矿理论的认识有较大影响。为此，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本文依托“贵州省天柱寨脚重晶石矿大精
查”，从矿床地质特征、
成矿盆地特征，
讨论该重晶石
矿床形成机制，
以深化对重晶石成矿理论的认识。

1

区域地质特征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于扬子陆块（Ⅰ级）的上扬
子地块（Ⅱ级）之江南加里东造山带（Ⅲ级）南西端
（图 1）。区域成矿带，按照全国成矿区带的划分，属
滨太平洋成矿域的扬子成矿省（陈毓川等，2006）；
按贵州成矿区带划分方案，属江南加里东造山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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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县大河边重晶石矿床区域构造图（据李文炎和余洪云，1991，修改）

1—早古生界寒武系；2—新远古界震旦系；3—新远古界南华系；4—新远古界青白口系；5—地质界线；6—背斜轴；7—向斜轴；8—断层；9—
重晶石矿床；10—省界；11—上扬子北缘活动带；12—四川中生代前陆盆地；13—鄂湘渝黔前陆褶断冲断带；14—江南加里东造山带；15—南
盘江 - 右江印支造山带；16—康滇隆褶带；17—扬子陆块；18—上扬子陆块；19—下扬子陆块；20—华夏陆块

段 重 晶 石 Au-Sb-Pb-Zn-Cu-W-Sn 成 矿 带（陶 平 等，
2018）；按照全国重晶石矿成矿区带划分，属江南隆
起西段成矿带（田升平等，2014）。
研究区位于贡溪复式向斜的南东翼，具有褶皱
构造复杂，断裂构造发育的特点，主要断裂有北东、
北北东向及东西向三组构造，这些断裂构造为重晶
石成矿期后构造，对重晶石具有破坏作用。区域出
露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下江群、南华系、震旦系、古
生界寒武系，区内重晶石矿主赋存于震旦系—寒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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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老堡组。

2
2.1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地质

矿区出露地层为南华系、震旦系、寒武系等地
层，重晶石主要赋存于震旦—寒武系老堡组中。赋
矿地层岩性组合特征及含矿岩系特征如下：
3
陡山陀组（Pt3 d）：顶部为灰黄、灰白色含锰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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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岩和含锰页岩，厚 1.0~1.5 m；顶部为黑色含铁、
锰炭质粘土岩或含黄铁矿泥晶白云岩、粘土岩。中
部至下部为黑色炭质页岩。底部细晶白云岩，偶见
铅锌矿呈团块状、浸染状产于白云岩中。并以其
作为与下伏分界标志，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厚
10~217 m。主要分布于坪地向斜两翼。
3b
老堡组（Pt3 -Є1l）：也称留茶坡组，为跨系岩石
地层单位。岩性以深灰色薄层—中厚层硅质岩为
主，其间夹黑色薄层炭质粉砂岩、炭质粘土岩、粉砂
质炭质粘土岩，岩层褶皱发育，顶部硅质岩及炭质
粘土岩中常磷质结核，结核大小不等，多为球状、椭
球状，少数为不规则状，杂乱无序分布，岩石局部显
示水平纹理、具水平层理。该组赋存重晶石矿层称
为“含矿岩系”。含矿岩系厚度 0.73~18.17 m。以
大河边剖面为代表，自下而上可细分 6 层（图 2）。
其中，3~5 层为重晶石的主矿体；2 层和 6 层分别为
直接底板和直接顶板，是围岩与重晶石矿层之间的

图2

沉积过渡带，BaSO4 含量 32%~98%。矿体形态多
呈层状。在距上结核层顶界之上 1~3 m 内常见由
方解石、重晶石、细粒黄铁矿及少量石英矿物组成
的白色“斑点”，斑点内部具环带状构造，内圈由白
色方解石、少量石英及重晶石矿物组成，外圈为细
粒黄铁矿围绕，平面形态为不规则多边形，大小 2~
4 mm，沿层分布，较为稳定。
九门冲组（Є2jm）：顶部为灰、深灰色薄至中层
细 晶 灰 岩，偶 夹 深 灰 色 含 炭 质 页 岩；中 上 部 为 黄
灰—灰色粘土质页岩，粉砂质炭质页岩；下部为黑
色含炭质页岩、含炭粘土岩夹薄层状云母细砂岩，
风化后呈灰白、灰褐色。厚 50~200 m。
区内褶皱、
断裂构造发育。褶皱以贡溪 - 坪地向
斜为主，向斜轴线总体走向 NE45°，延伸长 50 余 km。
跨度 10 km，核部出露上寒武系—中寒武地层。两
翼为震旦系、南华系及青白口系地层。南东翼地层
倾角一般为 30~40°，北西翼倾角为 35°。核部地层

天柱大河边重晶石矿床含矿岩系剖面柱状图（余洪云和吴学贵，1986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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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较平缓，多在 15° 以下。两翼还发育崩龙山背
斜、坪能向斜、云洞背斜、高架背斜、卜登寨背斜、脚
寨向斜，呈北东向雁列式展布。区内断裂构造主要
为北东—北东东向。计有 F1、F2、F3、F4、F5、F6、
F7、F8 等断层，其中规模较大断层，且对重晶石矿体
控制及破坏的断层有 F1、F2、F3 和 F8 等断层，其余
断层对重晶石矿体影响较小（图 3）。

2.2

矿体特征

重晶石矿体产于震旦系—寒武系老堡组上部。
矿体长向长 1.1 km，倾向延伸宽 400~1200 m，为大
型规模。最大厚度 14.64 m，最小厚度 0.53 m，一般
厚度 3~5 m，平均厚度 3.49 m。矿体呈层状，与围岩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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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接触，同步褶皱。矿体走向北东 45°，倾向北西，
倾角 25~45°，一般为 35°。沿倾斜方向在深部矿体
倾角变缓，平均 12°。
按矿体沿走向变化特征规律，由西南至东北大
致划分为南段、中段和北段，各矿段特征综述如下。
南段：位于坪地向斜南东翼的大代白至圭勺一
带。矿体走向长 3258.13 m，最大厚度为 8.78 m，最
小厚度为 2.50 m，平均厚度为 5.16 m，矿体厚度变化
系数 35.28％。
中段：位于坪地向斜南东翼的大河边至上公塘
一带。矿体走向长 3654.99 m，最大厚度 14.64 m，最
小厚度为 0.92 m，平均厚度为 3.49 m，矿体厚度变化
系数为 37.20%。

2014 ①）
天柱县大河边重晶石矿床地质图（a）及剖面图（b）
（据文星桥等，

1—寒武系敖溪组；2—寒武系杷郎组 + 清虚洞组；3—寒武系九门冲组 + 变马冲组；4—震旦系—寒武系老堡组；5—震旦系陡山沱组；6—南华
系南沱组；7—青白口系；8—背斜；9—向斜；10—断层编号及产状；11—重晶石矿体及编号；12—地层产状；13—地质界线；14—见矿钻孔及
编号；15—线及编号；16—厚度及品位；17—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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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段：位于坪地向斜南东翼山环至高吊一带。
矿体走向长 4266.89 m，
最大厚度 3.54 m，
最小厚度为
0.53 m，
平均厚度1.42 m，
矿体厚度变化系数52.47％。
区内重晶石矿体与含矿岩系厚度变化如（图 4）
所 示，即 ZK2602（1.36 m）→ ZK2001（10.2 m）→
ZK1602（10.07 m）→ ZK1401（14.64 m）→ ZK1203
（8.27 m）→ ZK1006（2.35 m）→ ZK801（1.91 m）→
ZK403（5.08 m）→ ZK002（3.97 m）。

2.3

矿石特征

2.3.1

矿石矿物组分
矿石矿物主要为重晶石，次要矿物为白云石、
方解石、炭质有机质，少量自生石英、斜长石、粘土
矿物、
黄铁矿等，
其含量因矿石类型不同各异（表1）。
2.3.2 矿石化学组分
（1）有 益 组 分：BaSO4 是 矿 石 中 的 主 要 有 益
组 分，单工程品位为 32.06%~98.06%，平均品位为
85.58%；工程平均品位为 48.53%~96.55%，平均品
位 85.56%；块段平均品位 78.64%~87.17%，平均品

图4

位 84.97%。
（2）有害组分：矿石中含 SiO2：0.46%~11.22%，
Al2O3：0.15%~3.18%，Fe2O3：0.41%~3.69%，CaO：
0.39%~2.94%，MgO：0.20%~2.20%，水溶盐：0.46%~
0.75%。其中 SiO2、Al2O3、Fe2O3 近地表含量分别为
1.49%、0.89%、0.76%，往 深 部 含 量 分 别 为 1.01%、
0.38%、0.35%，地 表 比 深 部 高；CaO、MgO 地 表 含
量 分 别 为 0.05%、0.09%，深 部 含 量 分 别 为 0.88%、
0.47%，地表比深部低。
B
（3）伴生组分：矿石伴生元素有 Sr（1.0×10-6）
、
-6
-6
-6
（0.0185×10 ）
、Y（0.03×10 ）
、Yb（0.001×10 ）
，Mn
-6
-6
（0.002×10 ）、Cu（0.002×10 ）、Pb（0.001×10-6）。
2.3.3 矿石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按矿石结构构造划分，分为块状
矿石、条带状矿石、花斑状矿石、溶孔状矿石、结核
状矿石等（图 5）。工业类型按有用矿物含量及伴生
杂质成分划分为优质型、钙质型、硅质型和泥炭质
型。矿石成因类型为海相沉积型矿石。
区内矿石结构构造在垂向上的分布呈现一定

天柱大河边重晶石矿床含矿岩系及矿体厚度变化对比图

1—寒武系九门冲组；2—震旦系—寒武系老堡组；3—震旦系陡山沱组；4—炭质页岩；5—硅质岩；6—白云岩；7—重晶石结核；8—重晶石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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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大河边重晶石矿床矿物含量特征表
矿石类型

块状矿石

花斑（溶孔）状矿石

条带状矿石

结核状矿石

重晶石

主要

主要

主要

主要

方解石

微量

30%~40%

少量

／

白云石

微量

5%~10%

微量

／

炭质有机质

1%~5%

5%~8%

3%~5%

15%~25%

石英

1%

30%~50%

1%

5%

长石

少量

／

少量

／

粘土矿物

少量

3%~5%

少量

4%~8%

黄铁矿

1%~3%

1%~2%

少量

少量

褐铁矿

少量

5%~8%

少量

少量

铁氧化物

表生

表生

／

／

胶磷矿

微量

少量

／

1%~2%

磷灰石

微量

／

／

／

绢云母

／

少量

／

少量

图5

主要矿石类型照片

a—块状重晶石（细晶结构，少量方解石呈细脉状充填于矿石裂隙中，矿石主要成分为重晶石，BaSO4 约占 75%）；b—花斑状重晶石（花斑状
构造，不等粒变晶结构，矿物长期风化呈黄褐色，脉石矿物主要为碳酸盐矿物，矿石主要成分为重晶石，BaSO4 约占 65%）；c—纹层状重晶
石（细晶结构，矿石表面风化呈淡黄色，见铁质化合物，矿石主要成分为重晶石，BaSO4 约占 80%）；d—结核状重晶石（细晶结构，结核大小
8 cm×6 cm×4 cm，结核表面富有铁质化合物，矿石主要成分为重晶石，BaSO4 约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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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条纹构造主要出现于矿层下部和上部，一般
为粉—细晶结构；块状、花斑状构造位于矿层中部，
一般为碎裂状、溶蚀结构、砂屑结构；结核状构造分
布于矿层顶板或底板，一般为他形—半自形粒状结
构和条柱状结构等。
2.3.4 矿石结构与构造
（1）矿石构造
矿石构造主要为条纹状、块状、花斑状和结核
状等构造（图 6）。
（2）矿石结构
矿石结构主要为他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和
粉—细晶结构，其次为交代熔蚀结构、泥晶藻砂屑
结构、碎裂结构（图 7）。
2.3.5 后期蚀变
重晶石矿层产于老堡组中上部硅质岩层系内，
形成层纹状、块状及“花斑状”构造。其中的“花斑

图6

状”构造为矿层（岩石）中包含一定的方解石团块
及条件等而致。因此，矿化蚀变特征，主要发生于
重晶石矿层。硅质岩及炭质泥岩等围岩未见明显
的方解石化蚀变。
含矿岩系硅质岩及炭质泥岩等普见的黄铁矿
细粒及团块，系赋矿地层沉积建造时所还原环境伴
生沉积作用形成。重晶石矿层中的少量黄铁矿，部
分应为伴随重晶石矿形成过程的矿化蚀变。
此外，在震旦系陡山沱组白云岩中偶见闪锌矿
化、方铅矿化、白云石化及硅化。

3
3.1

成矿盆地特征
含矿岩系分布变化规律

含矿岩系主要分布圭勺—大河边—高吊一
带。其厚度由南西至北东由厚变薄，即在圭勺—

矿石典型构造照片

a—变形纹层构造（重晶石的深灰色条纹与灰黑色炭质有机质条纹相间产出，从而使矿石具有条纹状构造。它们是矿石中含的炭质有机质及
少量粘土矿物成层状偏集形成，条纹宽 1～2 mm，少数 4～5 mm）；b—块状构造（主要由重晶石晶粒组成，断口具粉晶细晶结构，质纯、品位高；
c—花斑状构造（常见到一些浅色—白色方解石脉和孔隙、
状似石灰岩；矿石中常含少量有机质呈不稳定的线纹分布，致使矿石微量层纹构造）；
少量玉髓石英之斑块，从而构成花斑状构造。它是重晶石经微弱硅化、碳酸盐化的产物，镜下可见方解石，白云石等碳酸盐矿物交代重晶石而
形成粗晶石的方解石、白云石）；d—结核构造（重晶石（含重晶石灰岩）呈饼状、透镜状夹于炭质页岩中，并伴有球形磷结核、硅质结核，从而构
成结核状构造；重晶石透镜体大小 1 cm×1.5 cm×1 cm～2.5 cm×6 cm×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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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典型结构照片

a—半自形粒状结构（不同粒度重晶石不均匀分布，呈层偏集，重晶石为他形—半自形，粒状晶体，结晶粒径 0.30～0.001 mm）；b—粉—细晶结
构（主要为重晶石、方解石组成，分布较均匀，结晶粒度 0.03～0.25 mm；粉—细晶级，粒状晶体，具重结晶现象）；c—泥晶藻砂屑结构（由内碎
屑和填隙物两部分组成，其中内碎屑占 55％，分布较为均匀。粒度一般 2.00～0.06 mm，为砂屑级内碎屑；呈次棱角状、次圆状、椭圆状和圆状
d—碎裂结构（由碎块及填隙物两部分组成。其中碎块82%，主要成分为泥晶藻砂屑灰岩，粒度＞2.00 mm，为砾级碎块；
等，圆度及分选性较好）；
呈棱角状、次棱角状，大小不一，无定向排列；填隙物占 17%，主要为碎基、方解石、重晶石、石英。相对于碎块起填隙作用）

大代白一带最厚10~16.37 m；在相公塘—虾麻塘—

峰基底隆起带上，通过对大河边重晶石矿床研究，

大河边一带厚度为 5~8 m；在高吊—山环一带厚度

认为该大河边成矿盆地属地垫式盆地，盆地总体呈

2~5 m。

北东向展布，大河边重晶石矿床位于沉积成矿盆地

3.2

矿体厚度、品位变化规律

南西段，沉积成矿盆地具中心相、过渡相和边缘相
分带特点（图 8），各相带特征如下。

区内重晶石矿体厚度变化与含矿岩系厚度变

（1）中 心 相 特 征：① 钻 孔 揭 露 矿 体 最 厚 度 为

化规律一致，即南西往北东方向由厚变薄变厚的变

14.64 m，一般厚度 5~10 m；②矿石为细—中晶结

化规律；在盆地中心如圭勺—大代白—圭绿山—大

构，矿石以块状、柱状、流纹状构造为主；③矿体内

河边—虾麻塘一带不仅矿体厚度，矿石质量也好，

部很少有夹石，矿层底板主要为炭质页岩及重晶石

品位较高，如 ZK1604 矿体厚度 14.64 m，平均品位

结核，厚度 0.1~0.72 m；④矿体底板直接与陡山沱

85.56%，矿石类型主要为块状矿石，而往盆地边部，

组“盖冒白云岩”接触，没有泥炭质岩作为过渡层；

矿体厚度变薄、品位降低。在盆在中心矿体厚度大、

⑤矿石品位最高达 92%，一般 80%~90%。

品位富。因此区内矿体厚度与含矿岩系厚度变化
规律，正好反映成矿盆地的中心部位置。

3.3

成矿盆地沉积相特征
新晃贡溪—天柱大河边沉积成矿盆地位于雪

2356

（2）过渡相特征：①钻孔揭露矿体最大厚度为
4.5 m，一般 1~3 m；②矿石结构为粉—细晶，以纹层
状、水平状构造为主，有时出现花斑状构造；③矿体
内部常见泥炭质硅质夹层；④矿层顶底板岩性为硅
质岩夹炭质页岩，厚度 2.1~5.0 m；⑤矿石品位最高

第 12 卷

第 12 期

夏瑞等：贵州天柱大河边超大型重晶石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机制探讨

图8

天柱大河边重晶石成矿盆地模式图

1—见矿钻孔及编号；2—见矿探槽及编号；3—矿体厚度 5~10 m 区域；4—矿体厚度 1~5 m 区域；5—矿体厚度＜ 1 m 区域；6—断层；7—矿体露
头线；8—矿体剥蚀范围；9—地名

达 78%，一般 60%~70%。
（3）边缘相特征：①矿体厚度＜ 0.5 m；②矿石

属扬子陆块边缘深大断裂，该断裂从雪峰期—加
里东期—燕山期仍在活动，产于岩浆活动、地震作

为泥晶结构，构造以结核状为主，少量纹层状构造；

用频繁，为区内重晶石成矿提供热源。处于扬子

③矿体内部成分含大量陆源碎屑组分，常与硅质岩

陆被动大陆斜坡带常发生同生断裂，在玉屏—新

和炭质岩互层；④矿层顶底板岩性浙变过渡，界线
不清；⑤矿石品位为 50% 左右。

晃—天柱一带形成一系列次级断陷盆地，沉积成

4

晶石矿床形成。

4.1

成矿机制探讨
成矿背景
大河边重晶石矿床位于扬子陆块与华夏陆块

之过渡带，即江南造山带西南段。雪峰运动之后扬
子陆块发生裂解形成雪峰裂谷盆地，在埃迪卡拉
纪至寒武纪沉积了一套黑色含磷、炭页岩及硅质
岩组合。在该盆地北西侧发育一条东西向古断裂
构造，总体呈北东东—南西西展布，长达 1100 km，

矿盆地控制玉屏丙溪、天柱大河边、新晃贡溪等重

4.2

成矿物质来源
（1）钡来源
关于钡来源观点众多，第一种观点是陆源补

给；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岩浆气 - 液作用（吴朝东等，
1999）；第三种观点认为与钾镁煌斑岩有关（方维萱
等，2002）；第四种观点认为是热水喷流沉积作用形
2005，侯东
成，具壳源和幔源的混合来源（夏菲等，
壮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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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区内重晶石矿床含矿岩系剖面特征观察，
含矿层中均见到重晶石结核、磷结核、硅质结核和
钙质结核，其结核体紧随重晶石共生，通过结核状
34
重晶切片观察，具放射状结构和环带构造， S 同位
素在 30‰~40‰，与块状重晶石接近，均高于同期
海水值，认为结核状重晶石属原生重晶石产物。从
区内矿石和围岩微量稀土元素特征显示，表明重晶
石和围岩的成矿物质来源相同，均为热水沉积产物
（侯东壮等，2015）。
（2）硫来源
根据侯东壮等（2015）对大河边矿床研究，重晶
34
石矿床中硫同位素δ SV-CDT 变化范围为3.64%~4.14%，
34
平均值为 3.89%，具有明显的富 S 特征；热液体系
硫同位素分馏和还原细菌分馏是造成重晶石矿床
34
具有较高 S 特征值的原因，硫的物质来源为海水硫
酸盐和热液中硫酸盐，且海洋生物参与成矿。
（3）氧来源
根据侯东壮等（2015）对大河边矿床研究，重晶
18
石矿床矿石中 δ OSMOW 变化范围为 1.70%~2.18%，
使用硫酸盐 - 氧同位素地热温标法测得热液和海
水混合后的沉积温度为 61.8~97.6 ℃，温度集中在
75~83 ℃，表明热液参与成矿。氧同位素和硫同位
素呈正比关系，表明氧元素和硫元素具有同源性，
2推测以 SO4 的形式参与成矿。
综上，从区内钡、硫和氧等成矿物质的来源分
析来看，大河边超大型重晶石矿床为热水喷流沉积
矿床，是深部来源的钡和海水中硫酸根混合沉积形
成（侯东壮等，2015）。

4.3

钡矿物形成途径

研究表明，区内重晶石结构与构造具有明显热
水喷流特征如脉状构造、冲刷构造、饼状构造、柱状
构造、块状构造、斑状构造、纹层状构造和结壳状构
造（杨瑞东等，2007）。夏菲（2012）对华南下寒武
统重晶石矿床成矿机制研究表明，该区重晶石成矿
具有热水沉积与生物演化作用成矿的特征。
通过本区沉积成矿盆地沉积相及含矿岩系特
征分析，成矿盆地的沉积物分带明显，具有中心相、
过渡相和边缘相特征，处于中心相带重晶石矿体厚
度大，品位富，矿石结构构造复杂，垂向分带明显；
过渡相矿体厚度一般不大，垂向分带不明显；边缘
相矿体厚度薄，无分带性。含岩系岩性变化具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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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性，即中心相硅质岩含量少，以炭质有机质为主，
过渡相至边缘相硅质岩逐渐增多，常出现硅质岩与
炭质页岩互层。表明重晶石沉积受当时沉积环境
的古地形影响较大。

4.4

成矿因素的相互制约

根据涂光炽（1987）对大河边重晶石及围岩的形
成时代研究，其成矿年龄大约在 566~475 Ma。与埃
迪卡拉纪顶界时限（541 Ma）相当，与全球成矿时间
基本一致。研究表明，华南晚震旦世—早寒武世热
水沉积成矿建造主要包括硅质岩建造、
硫化物建造、
重晶石建造等。热水沉积成矿建造广泛发育在震旦
2003）；热水
系顶部，如贵州瓮安磷矿等（郭庆军等，
沉积重晶石建造则广泛分布在扬子地块南缘湘、
黔、
皖、赣、浙下寒武统，如贵州天柱大河边—新晃贡溪
重晶石矿床、
玉屏丙溪重晶石矿床、
安徽绩溪重晶石
矿床等。众多学者研究认为，天柱大河边重晶石矿
床属海底热水喷流沉积成矿，
属低温热液矿床，
矿床
受古地理、
地层、
岩相及成矿盆地等因素控制。

4.5

成矿机制分析

天柱大河边及其周边的湖南新晃、玉屏丙溪的
重晶石矿是雪峰运动之后扬子大陆发生裂解作用
形成埃迪卡拉至寒武纪的次级裂谷盆地，该裂谷盆
地形成于武陵裂谷盆之后。据南华裂谷盆地成锰
理 论 研 究（周 琦 等，2016，2017），将 华 南 裂 谷 盆 地
划分为武陵期和雪峰期两个成矿盆地。在武陵运
动时期，扬子陆块发生裂解形成武陵期谷裂盆地，
形成黔东铜仁松桃大塘坡式锰矿。雪峰运动之后，
扬子陆块再次发生裂解形成雪峰期裂谷盆地，在裂
谷盆地边缘常发生同生断裂，形成一系列近东西向
次级断陷盆地如天柱大河边—新晃断陷盆地和玉
屏断陷盆地等，分别控制着天柱大河边重晶石矿
床、湖南新晃重晶石矿床和玉屏丙溪重晶石矿床的
形成。

5

结论

通过对天柱大河边重晶石矿床的地质特征、矿
石特征、矿物组分、矿物的形成途径、成矿古地理和
成矿盆地沉积特征的研究分析，本文认为区内重晶
石矿床形成于雪峰运动后，扬子陆块发生裂解形
成雪峰期裂谷盆地，在裂谷盆地边缘常发生同生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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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形成东西向次级断陷盆地，成矿盆地类型属地
垫式盆地，成矿盆地可能形成于埃迪卡拉纪—寒武
纪时期。区内重晶石矿床的分布、规模、形态及矿
床特征严格受成矿盆地的制约，根据成矿盆地的矿
体厚度、品位、结构构造特征划分为中心相、过渡相
和边缘相。预测天柱贡溪向斜深部仍有较大找矿
潜力，下步找矿应围绕古沉积盆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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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tallogenic mechanism of the Dahebian
superlarge barite deposit in Tianzhu County, Guizhou Provine
XIA Rui1, XU Dongbo2, LU Shatao3, SHI Qingpeng1, LIU Ling1
(1. 101 Geological Brigade of Guizhou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Kaili 556000,
Guizhou, China; 2.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of Qiandongnan Prefecture, Kaili 556000, Guizhou, China; 3. Natural
Resources Branch of Guizhou Lub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Kaili 556004, Guizhou)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re characteristics, mi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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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mineral formation pathways, metallogenic palaeogeography and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allogenic basi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barite deposits in the area were formed in the snow after the peak
movement, the Yangtze block cracked to form a rift basin in the Xuefeng period. Syngenetic faults often occur
at the edge of the rift basin, forming an east-west secondary fault basin. The type of mineralization basin is a
cushion basin. The mineralization basin may have formed in the Ediacaran-Cambrian period. The distribution,
scale, morph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arite deposits in the area are strictly restricted by the mineralization
basin. According to the thickness, grade,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eralization basin, they are divided
into central phase, transitional phase and marginal phase. Phase: The ore body is thick and rich in grade, mainly
massive, banded, variegated and nodular barite, with obvious zoning; transition phase: the ore body is generally
not thick, medium grade, and banded, Nodular barite is the main, and the zoning is not obvious; the marginal
phase: the thickness of the ore body is thin, the grade is poor, only nodular ore, no zoning.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sedimentary facies bel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ore-bearing rock series in the Tianzhu Dahe Metallogenic
Basin,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barite deposits in the area were formed after the Xuefeng Movement. Dicara
Period-Cambrian Period. The distribution, scale, sha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arite deposits in the area are
strictly restricted by the mineralization basin. According to the thickness, grade,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mineralization basin, they are divided into central facies, transitional facies and marginal facies.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re is still great potential for prospecting in the deep part of the Tianzhu Gongxi syncline, and the next step of
prospect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around the paleo-sedimentary basin.
Key words: barite; deposit characteristics; metallogenic basin; metallogenic mechanism; Tianzhu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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