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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墨西哥是矿产资源大国，其中产量最高的包括银、铜、铁、铅锌等。这些矿产的生成主要源于多种多样的矿床类型和各式
各样的矿化类型，其中浅成低温热液型、斑岩型、矽卡岩型、IOCG（铁氧化物铜金）型是最突出的矿床类型。这些矿床的形成
与北科迪勒拉山系的形成有关，体现了联合大陆长期积聚或解体的某些阶段，尤其是中新生代成矿带的空间展布特征与其形
成的大地构造环境密切相关。划分的 9 个构造-岩浆-成矿带，分别形成 3 个俯冲成矿系列，即从沿海到内陆依次发育的
IOCG 型铁铜金成矿带→斑岩型铜钼金成矿带→浅成低温热液型银金多金属成矿带，分别代表太平洋古板块、法拉隆板块和
科科斯板块向北美板块从俯冲、挤压到碰撞后伸展的板块构造岩浆成矿环境。这类俯冲边界型成矿系统的主体部分是西马德
里造山带岩浆弧中的斑岩型铜钼矿成矿系统和盆岭省中的火山岩控制的浅成低温热液型银金矿成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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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ic metallogenic series and belts in Mexico and its tectonic significance.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36(12):2116-2123
Abstract: Mexico is a great production country in mineral resources such as in silver, copper, iron, lead and zinc with the highest
output of these resources. The generation of these minerals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a variety of types and all kinds of mineralization
types of ore deposits. Among these types, the epithermal type, porphyry type, skarn type, IOCG typ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types.
The formation of these deposits is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rdilleras, which embodies some stages of long-term accumulation
or disintegration of the united continen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esozoic-Cenozoic metallogenic belts, in particu⁃
lar,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ectonic environment. The authors recognized nine tectonic-magmatic metallogenic belts, which respec⁃
tively form three subductional metallogenic serie: from the coast to the inland, they are the IOCG iron-copper mineraliza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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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rphyry gold-copper-molybdenum mineralization zone and the epithermal gold-silver polymetallic metallogenic belt, which
represent the plate tectonic magmatic metallogenic environment from subduction, extrusion to post-collision stretching of the Pacific
plate, Farallon plate and Cocos plate towards the North American plate. Mexican subduction boundary metallogenic systems are main⁃
ly reflected in the porphyry copper-molybdenum metallogenic system of the magmatic arc in the west Madre orogenic belt and the
silver-gold hypothermal metallogenic system controlled by volcanic rocks in the basin-ridge province.
Key words: Mexico; Mesozoic-Cenozoic; metallogenic series; metallogenic belts; tect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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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区域地质概况

成矿期
通过对墨西哥境内矿产种类特征及 471 个矿产

墨西哥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太平洋科科斯（Co⁃

地的成矿年龄统计，发现墨西哥的成矿作用主要发

cos）板块与大西洋加勒比板块之间，属于双向俯冲

生在中—新生代（图 3），时代明显分布在晚侏罗世、

带之间的隆起地块（图 1），
其南以左旋走滑断裂带与

早白垩世、晚白垩世、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中新

加勒比板块相邻，西北以转换断层和东太平洋部分

世。这与 Clark 等 [3] 对墨西哥的成矿历史确定的几

洋脊与太平洋板块相接，西南以科科斯板块和里维

个成矿期的划分基本一致。

拉（Rivera）板块洋壳岩石圈俯冲断层为界，西南近

2.2

海区内部发育复杂的太平洋板块、科科斯板块和里
[1]

主要成矿期矿床类型
中—新生代与岩浆活动有关的矿床类型主要有

维拉板块的构造边界三联点 。墨西哥大陆主要由

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
矽卡岩型矿床、
斑岩型矿床、
与

墨西哥造山带（南科迪勒拉褶皱带）和墨西哥湾向斜

火山相关的块状硫化物（VMS型）矿床、
铁氧化物铜金

盆地两大构造单元组成（图 2）。西部的墨西哥造山

（IOCG型）矿床、
火山型锡矿床及火山型铀矿床，
这些

带明显受太平洋板块的中新生代俯冲碰撞活动的影

矿床在时间和空间上重叠[4]。根据矿床的时空分布特

响，
地貌上大多表现为雄伟的山脉与高原，
形成墨西

征及主要类型，
中、
新生代可以确定7个成矿时空段：
①

哥国土的主体，
发育多种多样的火成岩、
沉积岩和变

中侏罗世—早白垩世，
位于墨西哥西南部，
主要为VMS

质岩，
包括许多碱性和基性侵入岩体，
以及大型蒸发

型矿床；
②白垩纪，
在墨西哥西南部及太平洋地区，
主

岩盆地，
盆地内发生过强烈的火山喷发，
并伴有热液

要是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矿床；
③古新世—始新世

活动；而东部的墨西哥湾盆地区则受北美板块与南

早期，
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及太平洋地区，
主要为斑岩型

美-非洲板块拼合及中新生代裂解作用的控制，
自中

矿床，
也有 IOCG 型矿床和随时间推移而增加的矽卡

生代以来长期处于稳定大陆边缘的构造位置，接受

岩型矿床；
④早—晚始新世，
在墨西哥西北部和中部，

了大量的陆相和海相沉积，地貌上表现为低平狭长

主要为矽卡岩型矿床和热液型矿床；
⑤渐新世的矿床

平原和台地。同时，
北美板块与南美-非洲板块之间

分布广泛，
主要为低温热液型矿床、
云英脉型锡矿床

的一系列微板块的运动和变化也影响着该地区的构

（中央高原南部）和一些矽卡岩型矿床；
⑥渐新世末—

造演化，特别是墨西哥湾盆地的形成。墨西哥大陆

中新世早期，
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部，
以浅成低温热液

位于北美板块西南区，小部分靠近危地马拉，
其中下

型矿床为主；
⑦中中新世—现在，
矿床分布广泛，
含有

加利福尼亚半岛位于太平洋板块内。

多种矿床类型。大多数矿床和多数已测年的矿床都与

墨西哥大陆格局是由古陆基底残片和古洋壳
地体不断增生融合形成的。墨西哥东部拉张作用

不同种类的岩浆作用有关，
并就位于地壳的不同深度。
2.3

成矿系列

活跃，西部俯冲消减作用仍在发展。因此，墨西哥

墨西哥境内几乎所有的地壳单元都存在岩浆

可能是北美范围内最适合研究 2 个不同构造单元相

侵位，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构造演化特征及岩浆岩

互作用的区域。

系列，也形成与之相关的特殊的成矿系列。具有经

2

济开采价值的矿床绝大部分赋存于中生代晚期及

中—新生代成矿系列和成矿带的划分

新生代岩浆岩集中区，岩浆活动主要沿太平洋板

墨西哥特殊的大地构造环境造就了境内特征

块与北美大陆汇聚带分布。二叠纪开始，大洋岩

性的岩浆活动，相应地造就了与岩浆事件有关的特

石圈大规模向东俯冲于墨西哥西缘之下，导致墨

征性的成矿作用、成矿系列及成矿带。

西哥大陆发生大量的岩浆构造事件。持续的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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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板块分布示意图[1]
Fig. 1 Sketch map of global plates distribution

作用使大陆碎块、岛弧和陆间盆地增生，导致大陆
向西和向南生长，与俯冲相关的弧岩浆作用向南

图 2 墨西哥及墨西哥湾盆地板块构造图[2]
Fig. 2 Tectonic plates of Mexico and the gulf of Mexico basin

和向西迁移。根据矿床成矿年龄及相关岩体形

主要分布于东部的科阿韦拉地体（Coahuiltecano）和

成时代，结合板块构造活动特征，墨西哥中新生

马雅（Maya）地体，但存在露头较少，成矿意义不

代以来的矿床可以划分为 3 个成矿系列（9 个亚系

大。晚三叠世—晚侏罗世，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发

列），分别代表古太平洋板块、法拉隆板块和科科

生不均一的伸展作用，导致墨西哥东部及相邻地区

斯板块与北美板块之间从俯冲、碰撞到伸展的演

的地壳厚度和基底深度不均一分布，表现为联合大

化过程。

陆（Pangea）裂解，即北美洲和南美洲克拉通之间的

2.3.1 古太平洋板块俯冲、
碰撞到伸展演化成矿系列

侏罗纪伸展（仅限于墨西哥湾区域），形成裂谷环境

二叠纪开始，古太平洋大洋岩石圈大规模向东

下海相火山岩 VMS 型铜-铅-锌矿，与中基性、基性

俯冲于墨西哥陆块西缘之下，这时钙碱性岩浆作用

岩有关的 IOCG 型铁（铜金）矿、岩浆弧斑岩型铜

图 3 墨西哥与岩浆活动有关的矿床成矿时代统计
Fig. 3 Statistics of metallogenic epochs related to magmatic activities in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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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渐新世，与火山活动有关的浅成低温热液

（1）侏罗纪，与海相火山岩有关的 VMS 型铜-

型银金矿（主要集中在 36~27Ma）、与流纹岩伴生的

铅-锌矿（178~145Ma）主要分布在格雷罗地体中，

锡矿、矽卡岩型铁铜铅锌矿和少量 IOCG 型铁氧化

代表性矿床主要有墨西哥州蒂萨帕（Tizapa）铜-

物铜金矿，为拉腊米期间法拉隆板块经俯冲、碰撞

铅-锌矿床 [5]、萨卡特卡斯圣尼古拉斯（San Nicolas）

后晚期伸展作用过程中的产物。浅成低温热液型

铜-锌-银-金矿床。

银金矿在墨西哥中部，呈北西向带状展布，主要分

（2）与侏罗纪岩浆弧有关的斑岩型铜矿，主要

布在古地体边界上，渐新世为浅成低温热液型银金

分布于下加利福尼亚区，代表古太平洋板块俯冲而

矿形成的主要时期。IOCG 型铁氧化物铜金矿在东

形成的海洋弧，代表性的矿床为 EI Arco 铜矿 。

北部的科阿韦拉州局部分布。

[6]

（3）早白垩世与中基性、基性岩浆有关的 IOCG

（4）渐新世，南马德里造山带中少量钙碱性斑

型铁-金-铜矿（大约 110Ma），主要分布在下加利福

岩有关的铜岩型铜矿，代表法拉隆板块俯冲于墨西

尼亚海岸线上，可以代表古太平洋板块俯冲、碰撞

哥大陆下，局部伴随岩浆侵入活动。代表性矿床如

后短暂的裂谷环境伸展过程中的产物，这个时期形

La Verde（32Ma）铜矿[12]。

成的 IOCG 型铁-金-铜矿规模均小，如下加利福尼

2.3.3

亚区西部沿海 Mixzy、La Grulla、San Isidro 等一系列

科科斯板块俯冲、碰撞到伸展演化成矿系列

（1）中新世，横贯墨西哥火山带南北两侧的浅

的铁-金-铜矿 。

成低温热液型银金矿（主要集中的 23~18Ma），是

2.3.2

科科斯板块俯冲与地幔柱联合作用的产物，代表

[7]

法拉隆板块俯冲、碰撞到伸展演化成矿系列

（1）晚白垩世—始新世，与钙碱性岩浆有关的
斑岩型铜-钼-金矿、与中性岩有关的 IOCG 型铁-

性矿床主要有哈利科斯州的博拉尼奥斯（Bolanos）
银矿[13]、辛科纳斯（Cinco minas）银金矿[1]。

金-铜矿及少量矽卡岩型的钨-钼-铅-锌矿，主要

（2）中上新世，分布于南马德里造山带中的少

集中在 80~50Ma，其中斑岩型铜-钼-金矿及少量矽

量 钙 碱 性 岩 浆 与 斑 岩 型 铜 矿 ，如 Toliman

卡岩型钨-钼-铅-锌矿主要分布在索诺拉州及锡

（5.75Ma）、Ixhuatan(2.8Ma)，代 表 科 科 斯 板 块 俯 冲

纳罗州，IOCG 型铁-金-铜矿主要分布在南部沿海，

作用的产物[6]。

为拉腊米期法拉隆板块向北美板块俯冲的产物。斑

墨西哥中生代以来的上述 3 个成矿系列（9 个亚

岩型铜-钼-金矿中代表性的矿床有索诺拉州的卡纳

系列）主要是按时代和地质环境划分的，它们在空

[8]

内阿铜矿 、
拉卡里达铜钼矿。矽卡岩型钨-钼-铅-

间上叠加，主要表现在斑岩型铜（钼）矿主要分布在

锌矿中，
代表性的矿床主要有中央高地的圣路易斯波

北部太平洋沿海一带，VMS 型铅锌铜矿受控于格雷

托西查尔卡斯铅锌矿和东北部的圣弗朗西斯科德尔

罗地体，矽卡岩型铁铜铅锌矿主要分布在东北地

奥罗-圣巴巴拉-格拉纳德纳铅-锌-多金属矿。

区，IOCG 型铁铜金矿主要分布在下加利福尼亚和

IOCG型铁-金-铜矿，
主要有高原南部的Las Truchas

南部沿海地区，而浅成低温热液型银金矿分布广

铁矿、
科利马州的Pena Colorada 铁矿 。

泛，受火山岩带控制，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且往往

[9]

（2）始新世，与酸性火山岩有关的浅成低温热
液型银-金矿、火山热液型铀矿、流纹岩中的锡矿、
矽卡岩型铅锌铜矿（56~23Ma），均为拉腊米期间法

与其他类型（斑岩型、矽卡岩型等）重叠。
2.4

构造-岩浆-成矿带的重新厘定
根据墨西哥地体构造格架及墨西哥地质调查

拉隆板块经俯冲、碰撞后早期伸展作用的产物。

局的资料，王磊等[14]划分了 6 个成矿带（图 4）。在此

浅成低温热液型银金矿（主要集中的 48~40Ma）主

基础上，本次研究系统收集了墨西哥境内的地质矿

要分布在墨西哥西马德里西部局部地区，代表性

产资料。按照墨西哥主要构造分区，采用统一格

矿床如 Batopilas 矿、Topia 矿 。火山热液型铀矿

式，整理了墨西哥岩浆岩同位素年龄和岩石化学数

主要分布在奇瓦瓦州，代表性矿床如谢拉佩尼布

据，建立了重要岩体（中新生代）成岩年龄和岩石地

[10]

[11]

兰卡铀矿 。矽卡岩型铅锌铜矿主要分布在墨西哥

球化学数据表，通过不同构造单元（8 个重点三级构

中央台地区，萤石矿在中央台地区和东北部科阿韦

造单元）中 9 个地区 66 个重要岩体的成岩时代及相

拉州也有局部分布。

关的 431 组岩石地球化学数据及 367 组成岩年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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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加利福尼亚造山带西部沿海分布一系列的

在墨西哥岩浆岩活动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又重

IOCG 型铁-铜-金矿床，形成年龄约为 110Ma；南

点研究了与中新生代以来与岩浆活动有关的矿床

马德里造山带分布少量形成时代较新的斑岩型铜-

的时空分布，采用统一格式，建立了矿床成矿年龄

钼-金矿，形成年龄为 5~3Ma。另外，前人划分的斑

和重要矿产信息数据表。通过 471 个矿产地的矿

岩型铜-钼-金成矿带，矿床形成年龄跨度较大，如

产信息（其中大型 80 个、中型 95 个、小型 255 个、铜

下加利福尼亚造山带斑岩型铜-钼-金成矿带中的

远景区 41 个），重点综合对比了其中的大中型矿床

矿床形成年龄主要在 160Ma 左右，而西马德里造山

不同构造单元的矿产组合和典型矿床，分析了不

带及西部盆岭区斑岩型铜-钼-金成矿带中矿床的

同构造单元的主要成矿时代、主要矿床类型、优势

形成年龄主要为 80~50Ma，考虑到区域构造环境的

矿产，厘定了墨西哥重要成矿事件；对 17 个不同成

不同，显然将其作为成矿带处理不合适。因而，本

因类型的典型矿床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了矿床地

次结合区域构造、岩浆岩、成矿作用、成矿年龄等特

质特征、成矿地质条件、主要控矿因素、成岩成矿时

点，提出九大构造-岩浆-成矿带方案（图 5）：①下

代等。

加利福尼亚造山带西部沿海 IOCG 型铁-铜-金成

对矿床成矿年龄和重要矿产信息数据表中的

矿带；②下加利福尼亚造山带斑岩型铜-钼-金成矿

相关信息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利用 ArcGIS 软件将相

带；③西马德里造山带及西部盆岭区斑岩型铜-钼-

关矿床的名称、地理坐标、矿种、矿床类型、规模等

金成矿带；④中部火山岩带岩浆热液型、浅成低温

重要信息标注到 1∶100 万地理底图中，再套合同比

热液型金-银-铜成矿带；⑤中部高原及东部盆岭矽

例尺的大地构造划分图、地质图，发现本次研究涉

卡岩型锌-铅-银-铜成矿带；⑥横贯墨西哥火山带

及到的矿床分布总体趋势与前人研究结果（图 4）一

格雷罗古地体中 VMS 型金-银-锌-铜-铅成矿带；

致，但个别地区有新的矿产及矿产类型，主要体现

⑦南马德里造山带斑岩型铜-钼-金成矿带；⑧南马

图4

墨西哥重要成矿区带划分[14]

Fig. 4 The division of important metallogenic belts in Mexico
1—浸染状、斑岩型及角砾岩型铜-钼-金成矿带；
2—浸染状、脉状及网脉状铜-金-银成矿带；
3—层状、喷流型及脉状铅-锌-铜-金成矿带；
4—块状硫化物型铜-铅-锌-金-银成矿带；
5—碱性金属和贵金属成矿带；
6—IOCG 型铁矿床成矿带；
7—铁矿；
8—萤石矿；
9—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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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墨西哥区域成矿带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metallogenic belts in Mexico

德里造山带浅成低温热液型金-银-铜成矿带；⑨南

成矿环境，方维萱等[17]论述了全球 IOCG 型矿床的 3

马德里造山带南部沿海 IOCG 型铁矿成矿带。

类大陆动力学背景与成矿模式，认为智利北部-秘

3

鲁南部 IOCG 型矿主要与洋壳俯冲背景下岛弧造山

大地构造意义

带的拉伸环境有关。墨西哥西、南沿海的 IOCG 型

墨西哥成矿作用主要与中新生代太平洋板块

矿床形成环境与智利北部-秘鲁南部 IOCG 型矿床

向北美大陆俯冲作用有关。本次划分出的 9 个构

的大地构造背景相似，也与太平洋洋壳俯冲背景下

造-岩浆-成矿带，分别形成 3 个俯冲成矿系列，即

形成的北科迪勒拉造山带的拉伸环境有关。陈华

从沿海到内陆依次发育的 IOCG 型铁铜金成矿带→

勇等 [16] 也认为，墨西哥西缘加利福尼亚半岛的矿化

斑岩型铜钼金成矿带→浅成低温热液型银金多金

类型显然与北部北美西缘成矿带有显著区别，这些

属成矿带，分别代表古太平洋板块、法拉隆板块和

中生代富铁氧化物铜金矿床与南美安第斯中生代

科科斯板块向北美板块从俯冲、挤压到碰撞后伸展

矿床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对于这种形成于洋壳

（图 6、图 7）。尽管太

俯冲背景下岛弧造山带的 IOCG 型矿床在俯冲带中

平洋板块从俯冲、挤压到碰撞后伸展等板块运动阶

的位置并非只有弧后盆地边缘一种（图7），
还可以形成

段的构造岩浆活动特征被后期改造表现得不完整，

在弧前盆地与弧中盆地中[17]。本次研究的IOCG型成

但其与之后能较完整地体现法拉隆板块和科科斯

矿带在洋壳俯冲背景下岛弧造山带中主要分布于弧前

板块构造运动的构造岩浆岩一起，在空间和时间

盆地中，
其成岩成矿环境与一般俯冲边界环境岛弧造

上，充分体现了板块成矿理论的构造岩浆成矿环

山带的成岩成矿环境一致，
处于抬升状态的中基性、
基

境，有利于成矿规律总结和资源潜力分析。尤其是

性岩石（火成岩或侵入岩）均能为IOCG型矿床的形成

其中的 IOCG 型矿床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大地构造环

提供充足的铁氧化物物源。

的板块构造岩浆成矿环境

[15-16]

境的指示作用更有意义。对于 IOCG 型矿床的成岩

墨西哥（包括整个北美西部）为环太平洋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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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板块俯冲边界主要矿床类型[16]
Fig. 7 Main types of ore deposits in subduction boundary
图 6 板块俯冲边界大陆岩浆弧

[15]

Fig. 6 Continental magmatic arc in subduction boundary

型成矿带东部带的一部分。墨西哥大陆境内分布
[18]

里造山带岩浆弧中的斑岩型铜钼矿成矿系统和盆
岭省中的火山岩控制的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其中
代表性岩体（如下加利福尼亚造山带的埃尔阿尔科

着一系列的微地体 ，如墨西哥西北地区的北美克

岩体、西马德里造山带的锡那罗亚岩基，南马德里

拉 通 型 奇 瓦 瓦（Chihuahua）地 体 和 索 诺 拉 州 的

造山带的阿卡普尔科岩体等）均属钙碱性岩浆系

Caborca 地体 ，中东部地体主要有 Coahuila（科阿韦

列，具有较高的大离子亲石元素和高场强元素比

拉）地体 、Maya（马雅）地体 、东马德雷地体，西部

率，显示与俯冲相关的熔融岩浆的典型特征[26]。

[19]

[20]

[21]

和南部地体主要有 Parral（帕拉尔）地体、Cortez（科
尔特斯）地体 [22]、Guerrero（格雷罗）复合地体 [18]、Las
Ollas（拉斯.奥利亚斯）杂岩、Mixteca（米斯特克）地

4

结

论

（1）墨西哥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太平洋的科科

体、Oaxaca（瓦哈卡）地体 、Juarez（华瑞兹）地体 、

斯板块与大西洋的加勒比板块之间，属双向俯冲带

Xolapa 地体 ，Baja California 半岛主要分布 2 个地

之间的隆起地块，是北美范围内最适合研究不同构

体，分别为北部的 Alisitos 地体和南部的 Vizcaino 地

造单元相互作用的区域。

[23]

[24]

[25]

体。自 180Ma 开始，随着太平洋板块向东北的俯冲

（2）9 个构造-岩浆-成矿带，分别形成 3 个俯冲

作用，这些地体依次拼在北美板块上，形成地体之

成矿系列，即从沿海到内陆依次发育的 IOCG 型铁

间一系列近平行的北西向深大断裂，这些深大断裂

铜金成矿带→斑岩型铜钼金成矿带→浅成低温热

控制了区域地层建造、岩浆岩带及褶皱带轴部呈北

液型银金多金属成矿带，分别代表古太平洋板块、

西向展布的基本构造格架，同时也作为区域性控矿

法拉隆板块和科科斯板块向北美板块从俯冲、挤压

和导矿构造，控制了墨西哥主要成矿带呈北西—南

到碰撞后伸展的板块构造岩浆成矿环境。

东向展布的基本空间分布特征。中中新世以后，墨

（3）墨西哥西部造山带为环太平洋成矿带东部

西哥西部洋壳俯冲作用减弱，板块活动以太平洋板

带的一部分。自 180Ma 开始，随着太平洋板块向北

块和科科斯板块左行走滑为主，在北西向深大断裂

美西缘的俯冲作用，形成俯冲边型成矿系统，其主

构造之间形成一系列呈雁行式分布的北东向断裂

体为西马德里造山带岩浆弧中的斑岩型铜钼矿成

构造，这组构造与北西向断裂构造同期或稍晚形

矿系统和盆岭省中的火山岩控制的浅成低温热液

成，为规模较小的次级脆性断裂，常作为容矿构造

型银金矿成矿系统。

控制矿（化）体的展布方向。随后伴随加利福尼亚

致谢：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邱瑞照研

海湾的打开，形成一系列北西向张性断裂带，对早

究员、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李裕伟研究员、国

期形成的矿体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土资源部信息中心肖庆辉研究员、中国地质科学院

墨西哥大陆西部最主要的成矿标志是西马德

地质研究所卢民杰研究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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