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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南色如朗金红石矿床位于米拉山口断裂带东段北缘，矿床的赋矿岩石主要为绿片岩。由北向南圈定了 3 个矿体，矿体
沿北东方向延伸，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矿石矿物以金红石为主，其他金属矿物有磁铁矿、赤铁矿、黄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
等。金红石主要为红褐色，少数为暗红褐色，呈自形-半自形柱状和他形粒状，粒径多为 0.01~0.2mm，大者可达 1~2mm。该矿
床的形成主要受地层和变质作用控制，后期构造对矿床形态有一定的破坏作用。通过与中国典型金红石矿床地质特征对比，
初步认为色如朗金红石矿床的成因类型为中低压变质型。
关键词：矿床地质特征；控矿条件；中低压变质型金红石矿床；色如朗矿床；松多地区
中图分类号：
P61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1-2552（2017）11-2091-07

Gao Z W, Xie C M, Ren Y S, Liu Y M, Luo A B.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e-controlling conditions of the Serulang ru⁃
tile deposit in southern Tibet.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36(11):2091-2097
Abstract: The Serulang rutile deposit in southern Tibet is located at the north edge of the eastern Mila Pass fault zone. The green
schist is the major ore-hosting rock. Three orebodies were discovered from north to south, which are broadly distributed in simple
layers and extend in the northeast direction. The major ore mineral is rutile,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such metal minerals as magne⁃
tite, hematite, pyrite, chalcopyrite and pyrite. The rutile, which exhibits euhedral- subhedral columnar and anhedral granular forms,
is mainly red brown and subordinately dark brown in color. Its particle size is 0.01~0.2mm, with the largest up to 1~2mm. The for⁃
mation of the deposit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both strata and metamorphism. The later structures had a certain destructive effect on
the shape of the ore deposit.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of the Serulang deposit with other typical rutile ore deposits in Chi⁃
na indicates that the genetic type of the Serulang ore deposit is the medium-low pressure metamorphic type.
Key words: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eposit；ore-controlling conditions; medium-low pressure metamorphic type rutile deposit;
Serulang deposit; Songduo area

金红石是提炼金属钛的重要原料，在航空、海

成矿带已发现众多的金属矿床及矿化点 ① 。色如

洋开发、化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 [1]。中国金红

朗矿床最早由青海省区调综合地质大队在 1994 年

[2]

石主要分布在鄂、豫、苏、晋、鲁等诸省 ，在西藏至

发现 ② ，是青藏高原冈底斯成矿带内的唯一的金红

今未有金红石矿床方面的公开报道。

石矿床。2016 年笔者参与了松多地区 1∶5 万区域

色如朗金红石矿床位于冈底斯-喜马拉雅成

地质调查，对该矿床的矿化特征、控矿条件等进行

矿区冈底斯矿带的却桑-松多成矿亚带中，迄今该

了重点调查，结合岩相学和矿相学方面的初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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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讨论分析了矿床成因，旨在为松多地区金红石
矿床的进一步研究和地质找矿提供资料和依据。

1

2

2017 年

矿床地质特征
色如朗金红石矿床的矿体主要赋存于绿片岩

区域地质背景

及变质辉长岩中，石英片岩及变砂岩为不含矿夹

藏南色如朗金红石矿床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中

层。根据野外实测剖面测量（图 1-b、图 2），含矿地

冈 底 斯 和 南 冈 底 斯 板 块 的 交 界 部 位 ，属 于 沙 莫

层分布长度大于 10km，宽度约 4km，该岩组中矿层

勒-米拉山断裂带东段（图 1-a），位于色如朗沟内

或含矿层约占 3/4。矿体呈层状及似层状，与围岩

的岔沙浪沟口（图 1-b）。区内前奥陶纪、石炭纪

界线清楚，自北而南圈定出 3 个矿体，推测矿体长度

及中新生代地层均有出露 ，前奥陶纪地层岩石

分 别 为 1300m、1600m、700m，宽 度 分 别 为 300m、

以 绿 片 岩 为 主 ，夹 有 榴 辉 岩 、超 基 性 岩 、辉 长 岩

500m、250m②。

[4]

青海省区调综合地质大队的 35 个样品分析结

等，为无层、无序的构造地层。区内断裂和褶皱
，米拉山口断裂是区域内的主要断裂

果表明，除 6 个夹层样品外，其余样品 TiO2 含量均大

构造，在绿片岩中可见大型倒转向斜构造和众多

于 0.0001%，13 个样品含量大于 2.5%，TFe 和 V2O5 含

构造发育

[4-6]

小型背斜向斜构造 。区内有较强的岩浆活动，

量较低，分别为 11%~18%、0.03%~0.11%。3 个矿体

以 早 白 垩 世 花 岗 闪 长 岩 和 晚 白 垩 世 黑 云 母 二长

概算地质资源量合计 3250.28×104t②。

[7]

花岗岩为主。

金红石多呈单晶形式存在，主要为红褐色，少

区域地层区划属冈底斯-喜马拉雅构造-地层

数为暗红褐色，呈自形-半自形柱状（图版Ⅱ-a）和

大区，处于拉萨-沃卡地层分区和却桑-松多地层分

他 形 粒 状（图 版 Ⅱ- b），金 红 石 粒 度 多 为 0.01~

区的结合部位，出露地层多经历了印支期—喜马拉

0.2mm，
粒径大者可达 1~2mm。

[4]

雅期多期次的构造运动 和区域低级变质作用，变

磁铁矿多呈半自形晶（图版Ⅱ-f），少数为他形

质变形较强烈 [6]。绿片岩片理化极其发育，含少量

粒状，粒度多为 3mm 左右。少数金红石分布在磁铁

的白云母石英片岩和变质石英砂岩。具体岩性描

矿边缘。
赤铁矿多呈不规则粒状，粒度较细小，1~2mm，

述如下。
绿片岩 ：金 红 石 的 主 要 含 矿 岩 石 ，呈 层 状 分

赤铁矿多沿磁铁矿周围进行交代（图版Ⅱ-e）。

布 ，属 于 蛇 绿 岩 端 元 组 分 ，岩 石 主 要 由 绿 泥 石

黄铁矿呈自形-半自形粒状，粒度较小，0.1mm

（45%）、绿帘石（30%）、钠长石（25%）组成，少量黑

左右。黄铁矿在岩石中含量极少，仅在石英脉和部

云母、方解石和阳起石，粒状鳞片变晶结构，片状

分岩石中可见，与其他金属矿物未见有明显的接触

构造（图版Ⅰ-a、e）。进一步可细分为钠长绿帘绿

关系（图版Ⅱ-d）。
黄铜矿呈他形粒状，多数小于 1mm。在矿石中

泥片岩、黑云绿帘绿泥片岩、阳起钠长绿帘绿泥片
岩、方解钠长绿帘绿泥片岩等。

含量极少，与磁黄铁矿形成连晶（图版Ⅱ-f）。

变质辉长岩：
含金红石，
以脉状形式产出，
地表露

磁黄铁矿呈半自形粒状，粒度多在 0.2mm 左

头较好，
与周围地层呈侵入接触关系，
岩石主要由辉

右。与黄铜矿形成连晶，未见与其他金属矿物有明

石（20%）、
绿泥石（20%）和斜长石（60%）及少量方解石

显的接触关系（图版Ⅱ-f）。

组成，
未见原岩结构，
片状构造（图版Ⅰ-b、
f）。
白云母石英片岩：岩石呈层状产出，是松多岩
组 的 主 要 岩 石 组 成 ，主 要 由 白 云 母（15%）、石 英

3
3.1

控矿地质条件与矿床成因
控矿条件

（85%），以及少量绿帘石、绿泥石、石榴子石、方解石

野外实测剖面表明，藏南色如朗金红石矿床的

组成，鳞片粒状变晶结构，片状构造（图版Ⅰ-c、g）。

矿体主要赋存于绿片岩中，矿体主要呈层状、似层

变质石英砂岩：呈层状产出，属于松多岩组，与

状产出，矿体与地层产状一致。该矿床火山构造属

绿片岩呈断层接触关系，岩石主要由石英（超过

于冈底斯陆缘火山-岩浆弧，火山活动强烈，绿片岩

95%）组成，含少量黑云母、白云母、绿泥石，变余碎

为前奥陶纪火山活动喷出的玄武岩变质而成，说明

屑结构，变余层理构造（图版Ⅰ-d、h）。

火山活动形成的火山岩地层是重要的赋矿层位，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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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松多地区大地构造位置（a）和区域地质简图（b）
（据参考文献[3]修改）
Fig. 1 Tectonic location（a）and geological map（b）of the Songduo area
1—典中组火山岩；
2—松多岩组；
3—岔萨岗岩组；
4—叶巴组；
5—古新世正长花岗岩；
6—晚白垩世黑云母二长花岗岩；7—早白垩世花岗闪长岩；
8—早白垩世闪长岩；
9—辉长岩脉；
10—金红石矿体；11—角度不整合地层界线；
12—岩体侵入围岩
界线（箭头表示接触面倾向）；13—岩体与岩体界线（锯齿表示接触面倾向）；
14—逆断层；
15—性质不明断层；
16—角岩化；
17—飞来峰；18—岩层
产状；
19—倒转地层产状；
20—剖面位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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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PlateⅠ

a.富含金红石的绿片岩；b.含金红石蚀变辉长岩脉；c.白云母石英片岩；d.变质石英砂岩；
e.绿片岩；
f.变质辉长岩；
g.白云母石英片岩；
h.变质石英砂岩。Chl—绿泥石；
Ep—绿帘石；
Ab—钠长石；Px—辉石；Ms—白云母；Q—石英

体的形成明显受地层的控制。
本地区的构造活动主要发生在奥陶纪之后，自
二叠纪以来先后受古、新特提斯洋盆的扩张与消减

闭合，特别是喜马拉雅陆块与冈底斯陆块的强烈碰
撞造山和大规模的隆升、伸展拆离、旋扭走滑作用，
造成了本区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强烈，形成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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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酸性侵入岩体及小规模的断裂。中酸性侵入岩

岩组普遍遭受了强烈的变质变形作用，以区域动力

的侵入和断裂构造对绿片岩中的金红石矿体形态

热变质作用为主，变质程度达到低绿片岩相。原岩

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为以玄武岩为主的富 Ti 基性火山岩，在火山喷发过

本区变质基底变质作用主要发生在加里东期，

程中，由于岩石中 Fe 的含量较高，使 Ti 不能以金红

且在不同地段具有多相变质特点[8-9]，但变质程度没

石的形式直接从岩浆中析出[10]。在后期的区域动力

有明显的地域界线。区域内出露的绿片岩及松多

热变质作用过程中，原岩中的 Ti 组分发生活化，形
图版Ⅱ PlateⅡ

a.金红石的他形粒状单晶；
b.金红石的半自形粒状单晶；
c.黑云母绿帘石绿泥石片岩；
d.黄铁矿的自形晶；
e.赤铁矿沿边缘交代磁铁矿；
f.黄铜矿与磁黄铁矿形成连晶。Rt—金红石；
Chl—绿泥石；
Ep—绿帘石；
Ab—钠长石；Bi—黑云母；
Py—黄铁矿；
Mag—磁铁矿；
Hem—赤铁矿；
Ccp—黄铜矿；
Po—磁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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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松多地区色如朗含矿地层实测剖面简图
Fig. 2 Geological section of Serulang ore-hosting strata in Songduo area
1—变质石英砂岩；2—白云母石英片岩；
3—含金红石绿片岩；
4—变质辉长岩；
5—正断层；
AnOc—岔萨岗岩组；
CPs—松多岩组

成流体，使 Ti 元素运移，在适宜的位置富集形成金

主的基性火山岩，富铁、高钛，Ti 元素背景值高，经

红石矿体。因此，变质作用是最主要的成矿控制

区域动力热变质作用发生富集形成金红石；矿石中

因素。

的金红石主要以单晶形式出现，粒度较细且分布较

3.2

矿床成因类型

均匀[7,13]，具有变质成因金红石的特点。通过该矿床

金红石矿床是自然界中钛矿物在趋于高压、

的地层、构造、岩浆岩、矿体特征及矿石特征与中国

高温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地质作用（内生作用、变

典型金红石矿床地质特征对比（表 1）发现，该矿床

质和外生作用）均有可能形成金红石，因此，金红

矿化特征与八庙-青山角闪片岩型金红石矿床特征

石的产状和成因类型非常丰富。参照金红石矿床

相似，因此，初步推断该矿床的成因类型为中低压

[11]

成因类型的划分方案 ，结合金红石的产状及其形

变质型金红石矿床。

成的地质作用性质，可将其划分为岩浆热液型（陕

4

西安康大河金红石矿床）、变质型（八庙-青山角闪

结

论

片岩型金红石矿床、江苏东海榴辉岩型金红石矿

（1）藏南地区色如朗金红石矿床的矿体主要呈

床、大阜山金红石矿床）和沉积型（非洲塞拉里昂

层状和似层状，赋存于岔萨岗岩组绿片岩中，与地

Gbanbama[12]）。

层产状一致；主要矿石矿物为金红石和钛铁矿，还

藏南色如朗金红石矿床的矿体主要呈层状及

可见较多的磁铁矿和少量的赤铁矿、黄铁矿、黄铜

似层状产于绿片岩中。绿片岩原岩为以玄武岩为

矿、磁黄铁矿等；金红石主要以单晶形式存在，粒度

表 1 藏南色如朗金红石矿床与中国典型金红石矿床地质特征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s of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utile
deposits between the Serulang deposit in southern
Tibet and other typical deposits in China
藏南色如朗

内蒙古羊蹄

陕西安康大河

大阜山金

碾子沟金

八庙-青山角闪片

江苏东海榴辉岩

金红石矿床

子山钛矿床

金红石矿床

红石矿床

红石矿床

岩型金红石矿床

型金红石矿床

赋矿岩石

绿片岩

石英岩

花岗伟晶岩

榴闪岩

斜长角闪片岩

黑云母闪长岩

榴辉岩

矿石矿物

金红石

钛铁矿、金红石

钛铁矿、金红石

金红石、钛铁矿

金红石、钛铁矿

金红石、钛铁矿

金红石

呈半自形柱状，

柱状、针状和他形

呈针状或粒状，

粒状，0.01~0.03mm

0.25~0.6mm

矿床实例

金红石的 自形-半自形柱状和他
特征

形粒状，0.01~0.2mm

他形、半自形粒
状，0.01~0.3mm

自形-半自形柱状、 网格状、港湾状，
粒状

0.1~1mm

0.1~80mm

层状、脉状、

似板状、透镜状、

板状、似板状、

透镜状

似透镜状

似透镜状

2.17%~3.25%

2%~15%

2.14%~4.16%

2.32%

主要为层状

透镜状、不

矿体形态

层状、似层状

似层状、透镜状

矿石品位

1.94%~4.17%②

1.2%~15%

矿床成因

中低压变质型

沉积变质型

热液型

中高压变质型

变质蚀变型

中低压变质型

超高压变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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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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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小且分布较均匀。
（2）该矿床主要受地层、变质作用等因素控制，
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地层，变质作用使 Ti 元素活化
富集形成金红石。
（3）通过国内典型矿床特征对比研究，初步认为
该矿床成因类型为中低压区域变质型金红石矿床。
致谢：文章撰写过程中得到吉林大学任云生、
彭晓蕾教授、商青青硕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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