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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圭亚那地盾位于南美洲亚马孙克拉通的北部，其北部广泛发育太古宙典型的花岗岩-绿岩带，主要岩石组成为花岗岩、
片麻岩和英云闪长岩，古元古代变质超基性-基性火山岩-侵入岩、其他变质火山岩等。由于独特的地质构造位置和复杂的构
造演化历史，形成了良好的绿岩型金成矿地质背景，产生了大量的金矿床。通过总结圭亚那地盾北部绿岩带的岩石特征、成岩
时代和构造演化历史，对委内瑞拉埃尔卡劳金矿、圭亚那欧迈金矿和苏里南罗瑟贝尔金矿进行典型矿床剖析，系统研究了该区
绿岩带型金矿的成矿地质背景、成矿流体及成矿年代学特征，建立了区域绿岩带型金矿成矿模型，并在分析找矿要素的基础
上，提出圭亚那地盾北部的金矿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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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D K, Chen J, Yao Z Y, Kuang F X, Yao C Y. Geological features of greenstone belt, typical gold deposits and gold miner⁃
alization in northern Guiana shield, South America.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36(12):2197-2207
Abstract: Guiana shield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Amazon Craton, South America. Typical Archean granite-greenstone belt is devel⁃
oped extensively in the north part of Guiana shield. The rocks mainly include granite, gneiss, tonalite, Paleoproterozoic metamorphic
ultrabasic-basic volcanic rock-intrusive rock and some other metavolcanic rocks. Guiana shield has a good geological background of
greenstone- gold mineralization due to its unique tectonic position and complex tectonic evolution history. This paper provides a
guideline for gold mine exploration in northern Guiana shield through a typical ore deposit analysis of Venezuela El Callao, Guiana
Omai and Surinam Rosebel by Summarizing petrological features of Guiana greenstone belt in northern shield, petrogenic epoch as
well as its tectonic evolutionary history. In addition, the authors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background of
greenstone- gold deposit, ore- forming fluid, metallogenic chronology, and established a mineralization model for greenstone- gold
mine. Exploration guides for gold deposits of Guiana shield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re-prospecting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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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地盾位于南美洲亚马孙克拉通的北部，

瑞拉东南部、巴西北部及哥伦比亚东部（图 1）。地

亚 马 孙 河 与 奥 里 诺 科 河 盆 地 之 间 ，面 积 约 150 ×

盾的大部分地区遭受了长时间的岩浆作用、变质及

10 km ，包括圭亚那、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全境、委内

变形作用。研究表明，地盾中金矿床或矿点大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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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中级变质的花岗-绿岩带有关。由于受到花岗

岩等变质火山-沉积岩。在委内瑞拉中北部地区，

岩-片麻岩稳定克拉通的挤压，圭亚那地盾的火山-

可见分布在伊马塔卡杂岩体与古元古代地层之间

沉积序列发生过变质-变形。金矿床或矿点主要产

的北东—南西向的 Guri 断层，断层两侧分别是太古

于与构造作用同时或者稍晚的石英脉、网状脉岩、

宙伊马塔卡杂岩体和帕斯托拉（Pastora）超群的火山

角砾岩或透镜体中。虽然圭亚那地盾金矿等矿产

岩。②古元古代地层主要为低级变质火山-沉积绿

资源丰富，但当前中国对圭亚那地盾金矿研究仍较

岩序列（图 1、图 2），主要分布在委内瑞拉中北部、圭

薄弱，制约了有关单位在该地区地质矿产工作的开

亚那北部、苏里南东北部及法属圭亚那北部，形成

展。本文旨在通过该区绿岩带型金矿的矿床地质、

时代为 2.25~2.11Ga[3-7]。此沉积序列主要包括：委内

成矿流体、成矿年代等特征研究，建立区域绿岩带

瑞拉中北部帕斯托拉超群、圭亚那地区北东向 3 条

型金矿成矿模式，分析找矿要素，提出在圭亚那地

相互平行的岩带组成巴拉马-马扎鲁尼（Barama-

盾北部的金矿找矿方向。

Mazaruni）超群、分布在苏里南的马若威吉安（Ma⁃

1
1.1

rowijine）超群。野外地质现象表明，该火山-沉积

区域地质背景

绿岩序列属于古元古代造山旋回，地层外围可见麻

区域地层

粒岩、片麻岩、云母片岩等。③圭亚那地盾广泛发

圭亚那地盾区的地层大致可以分成 5 个单元，

育古元古代花岗岩类侵入体，前人称为花岗岩类杂

包含太古宙、古元古代及新生代地层。①主要出露

岩体（图 1、图 2）。研究表明，此岩层与跨亚马孙造

于委内瑞拉境内的太古宙地层。以伊马塔卡（Ima⁃

山运动 2 期明显的侵入事件有关，早期以钠质岩浆

taca）杂 岩 体（图 1、图 2）为 代 表 ，形 成 时 代 为 3.4~

为主，晚期则以钾质岩浆为主[2]。④该地区较年轻的

3.7Ga 。主要岩性包括片岩、混合岩、麻粒岩、角闪

地层主要为非造山沉积岩序列的罗雷马（Roraima）

[2]

图 1 圭亚那地盾北部区域地质图（据参考文献[1]修改）
Fig. 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northern Guiana sh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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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圭亚那地盾北部地质概况重建图（据参考文献[1]修改）
Fig. 2 G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map of northern Guiana shield
1—古元古代罗雷马（Roraima）组沉积岩，Uatuma 组和 Avanavero 组镁铁质和长英质火山岩；
2—古元古
代高级变质岩；3—古元古代花岗岩类杂岩体；
4—古元古代低级绿岩带；
5—太古宙伊马塔卡（Imataca）
杂岩体；
6—一般断层；
7—剪切断层；8—Roraima 组底部古水流方向；
9—马卡帕-库里布隆
（Makapa-Kuribrong）剪切带；
10—圭亚那中央（Central Guiana）剪切带；
11—北苏里南
（North Suriname）剪切带；
12—北圭亚那地槽；
13—主要金矿床；14—城市

组，
以及由乌突马（Uatuma）组组成的侵入岩系，
其中

合岩、麻粒岩、角闪岩等变质火山-沉积岩组成的伊

包括长英质岩石、
阿瓦纳瓦罗（Avanavero）系列、
奥长

马塔卡杂岩体，分布在 Guri 断层西侧。Guri 断层东

[1]

环斑花岗岩、
镁铁质脉岩及碱性岩 。⑤中生代大西

侧长英质的火山-次火山岩侵入到镁铁质火山岩

洋扩张形成的一些裂谷和地堑。圭亚那地盾古近

中，后期受到褶皱、变质变形作用影响形成绿岩相

系—新近系主要是三角洲沉积的砂土和粘土序

的岩石（帕斯托拉超群）。

列。这些沉积物通常有几十米厚，主要分布在圭亚

主 亚 马 孙 造 山 运 动（D1 和 D2a) 发 生 于 2.28~

那和苏里南北部地区。
1.2

2.08Ga 之间，主要包括一套南西走向的英云闪长

区域构造

1.2.1

（2）亚马孙造山运动

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TTG）和后期形成的

圭亚那构造演化
对圭亚那地盾的构造、岩石、地层及年代学的

花岗岩侵入体[8]。

研究发现，其地质演化主要分为 4 个阶段（图 2）：太

主亚马孙造山运动第一阶段（D1）TTG 深成侵

古宙基底、主跨亚马孙造山运动（D1 和 D2a）、晚跨

入作用主要源自于洋壳的俯冲，西非克拉通的南向

[8]

亚马孙造山运动（D2b）和元古宙非造山期的岩石 。
（1）太古宙基底
圭亚那地盾北部太古宙基底主要是由片岩、混

俯冲与北亚马孙的南北向汇合，使得形成于弧后盆
地或大洋中脊环境的拉斑玄武岩发生低级变质、变
形作用，形成花岗岩-绿岩带 [9-10]。花岗岩-绿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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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质时代为 2.18~2.12Ga [9-10]。圭亚那境内的花岗
岩-绿岩带形成于延伸的洋弧系统的弧后

[11-12]

；法属

圭亚那的绿岩带形成于弧后盆地或大洋中脊环境
中的拉斑玄武岩，地质时代为 2.156~2.137Ga 。
[10]

2017 年

带（NSSZ）交会。此处分布许多大型金矿，如罗瑟
贝 尔（Rosebel）金 矿 、圣 艾 利（St- Élie）金 矿 、多 林
（Dorlin）金矿等。
1.3

区域岩浆岩

主亚马孙造山运动第二阶段（D2a），北亚马孙

在委内瑞拉，帕斯托拉超群的火山岩，主要由

和西非洲克拉通之间的南北向汇合转变成北东—

古元古代不同旋回的长英质和镁铁质岩石组成，岩

[13]

南西向倾斜，形成了区域左旋走滑断层 。该期构

石受后期褶皱和变质变形作用影响，形成绿片岩相

造事件是北圭亚那地槽裂谷盆地形成的主要原因

的岩石，而在伊马塔卡杂岩体或大型花岗岩类岩基

（NGT，图 2），裂谷盆地被法属圭亚那和苏里南罗瑟

附近，则主要分布角闪岩相的岩石。

贝尔（Rosebel）组的碎屑沉积岩覆盖，碎屑沉积岩与

在圭亚那地区，巴拉马-马扎鲁尼超群主要由 3

花岗岩-绿岩带呈不整合接触，并在晚亚马孙造山

条相互平行的岩带组成。该超群主要由拉斑玄武

运动期发生变形和变质。法属圭亚那的碎屑沉积

岩、辉长岩、科马提岩等组成，且被钙碱性安山质火

岩的锆石 U-Pb 年龄为 2.11~2.12Ga 。

山岩和陆源沉积岩覆盖。

[4]

（3）晚亚马孙造山运动（D2b）

在苏里南地区，马若威吉安超群分为帕拉马卡

晚亚马孙造山运动发生于 2.07~1.93Ga ，主要

（Paramaca）组和美尼亚（Armina）组，这些岩石被罗

构造事件为因地壳变薄引发的地幔柱活动。随时

瑟贝尔组碎屑岩不整合覆盖[15]。帕拉马卡组火山岩

间的推移，岩石的变质-变形程度加深，如苏里南西

（图 2）主要由低级变质玄武岩组成，分布在钙质与

[8]

部 的 巴 克 惠 斯（Bakhuis）遭 受 了 麻 粒 岩 相 变 质 作

硅质沉积岩层之间。

用。晚亚马孙造山运动的最后阶段以深成侵入岩

在法属圭亚那，花岗岩类岩石较复杂。U-Pb

活动的开始为标志，可能源于碰撞后期与俯冲有关

同位素测年数据显示，该花岗岩类形成的时间约

的岛弧岩浆作用 [14]。上述岩层属于乌突马组，位于

为 70Ma[1] 。较老的侵入体一般形成于构造运动之

绿岩带和 D2a 花岗岩的南部。

前或同期，形成时间与长英质火山岩相近；而较新

（4）非造山期的古元古代岩石
主要分布在巴西北部、圭亚那南部、苏里南。
罗雷马组为带有砂石的沉积岩。
1.2.2

圭亚那构造特征
圭亚那构造简图如图 2 所示，地盾的主体构造

线方向为北西—南东向，发育北西—南东向断裂。

的侵入体一般在构造运动之后，且未经历变质变
形作用。

2
2.1

成矿地质特征
区域地质
圭亚那地盾金矿大多产出于韧性剪切带或构

金矿床大多产出于韧性剪切带或构造破碎带内，这

造破碎带内，通常与剪切带和构造活动同期或晚期

些破碎带或裂隙是含金流体最有利的运移通道。

形成[1]，仅少量金矿床与特殊的岩石地层单元有关，

在委内瑞拉北部，分布在太古代地层与古元古

成矿流体沿着构造通道运移，使金主要分布在韧

代地层之间的北东向 Guri 断层将太古代伊马塔卡

性-脆性的部位。因此，大多数金矿为后生金矿。

杂岩体和古元古代帕斯托拉超群火山岩一分为
二。Guri 断层东部发育北西—南东向卡帕-库里布

金矿主要分布见图 2，
成矿地质特征见表 1。
欧迈 金 矿 是 赋 存 在 火 成 岩 中 的 典 型 后 成 矿

隆（Makapa-Kuribrong）剪切带（MKSZ），MKSZ 附

床，金主要赋存在石英、铁白云石、白钨矿网脉中，

近分布很多金矿床，如委内瑞拉埃尔卡劳、圭亚那

这些网脉主要分布在 400m×500m 的石英-闪长岩

欧迈金矿、老鹰山（Eagle Mountain）金矿等。MKSZ

岩株中。

延绵 200km，向东与圭亚那中央（Central Guiana）剪
切带（CGSZ）相吻合。

老鹰山金矿位于欧迈金矿南西向 60km，是一种
比较独特的矿床类型，金主要赋存在长英质深成岩

在法属圭亚那，北圭亚那地槽（NGT)向西延伸

中。该矿床是圭亚那地盾区仅有的深成岩中的同

到苏里南北部，受到褶皱的影响发生左旋变形，与

生金矿床。围岩主要为中粒角闪岩-黑云母花岗闪

近平行于 CGSZ 的北苏里南（North Suriname）剪切

长岩岩基和花岗斑岩岩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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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圭亚那地盾典型金矿床的主要特征[1]
Table 1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gold deposits in the Guiana shield
矿床名称

欧迈

老鹰山

罗瑟贝尔

圣艾利

多林

埃尔卡劳

范内尔（Fennell）矿体：

容矿岩石

石英闪长岩、安山岩、

EM 矿体：花岗岩类、

玄武岩

花岗岩斑岩

维诺特（Wenot）矿体：

麦哈哈（Minehaha）

流纹岩、石英斑岩、

地区：安山岩、沉积岩

沉积岩、镁铁质及
长英质火山岩、
火山碎屑岩

流纹岩、花岗岩、
镁铁质火山岩

花岗岩类、石英
斑岩、火山岩、
沉积岩

镁铁质及长
英质火山岩、
沉积岩、
花岗岩类

沉积岩、安山岩
围岩变质程度

绿片岩相、未变

绿片岩相、未变

质的花岗岩类

质的花岗岩类

构造

剪切带，网脉状

围岩年龄

范内尔矿体：2094Ma

成矿时代

2002Ma

EM 矿体：网脉状；
麦哈哈矿体：剪切带

无数据，推测类似
于 Omai 矿床
——

自然金、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 黄铁矿、磁铁矿、辉
主要矿石及脉石矿物

热液蚀变类型

中高级变质

中高级变质

剪切带，褶皱

剪切带

——

2146Ma

2110Ma

——

1983~2002Ma

2067Ma

自然金、黄铁矿、磁 自然金、磁黄铁矿、

磁黄铁矿、闪锌矿、碲化物、辉钼

钼矿、黄铜矿、白钨

黄铁矿、黄铜矿、

黄铁矿、黄铜矿、

矿、白钨矿、石英、碳酸盐岩、绢

矿、锡石、石英、黑云

石英、碳酸盐岩、

碲化物、方铅矿、

云母、电气石、绿泥石、绿帘石

母、绿泥石、绿帘石

钾长石、电气石

辉钼矿、硫镉矿

钾化、硫化、

钾化、硫化、碳酸

碳酸盐岩化

盐岩化、硅化

硫化、碳酸盐岩化、硅化、绢
云母化绿泥石化、钠长石化

硅化、硫化、绢云
母化、绿泥石化、
泥化、钠帘石化

绿片岩相
剪切带，
网脉状

电气石、石英、
碳酸盐岩、绿
泥石、白云母

电气石化

绿片岩相
剪切带，网脉状

2154Ma
——
黄铁矿、黄铜矿、
辉钼矿、铜蓝、
赤铁矿、石英、
碳酸盐岩
电气石化、绢
云母化、泥化

流体温度

170~260℃

——

——

>350~400℃

200~300℃

——

深度

<5km

浅成

5~10km

5~10km

5~10km

——

δ34S（‰ CDT）

-5.9~-4.5

——

——

+0.8~+5.9

-0.5~+2.6

——

δ18Oquartz（‰ SMOW）

+13.2~+14.0

——

——

+9.0~+11.7

+12.2~+14.0

——

+11.7~+15.3
δ18O（‰ SMOW）

(方解石,铁白云石),

——

——

+3.8~+4.3(白钨矿)
δ13Ccarb（‰ PDB）

+1.4~+4.7

——

——

+11.0~+11.7
(方解石)
-3.5~-2.1

+10.8~+15.7
(方解石、铁白

——

云石、菱铁矿)
-5.2~-0.8

——

围岩为沉积岩且不整合覆于绿岩带之上的金

在采的矿床主要有 4 个，分别为哥伦比亚（Colom⁃

矿床，主要见于圭亚那地盾区北部包括苏里南和

bia）金矿、托米（Tomi）金矿、索萨门德斯（Sosa Men⁃

法属圭亚那的东部地区。如苏里南的罗瑟贝尔

dez）金矿和乔科 10（Choco 10）金矿。

金矿。

埃尔卡劳金矿隶属于圭亚那地盾的帕斯托拉-

法属圭亚那的多林金矿，包括委内瑞拉的克里

博塔那摩（Pastora-Botanamo）省，产于镁铁质和长

斯蒂娜（Las Cristinas）金矿，矿石矿物含较丰富的电

英质变质火山岩、变质沉积岩和岩浆岩组成的绿岩

气石。多林金矿围岩主要为细粒英安岩和火山砾

带。火山沉积岩的形成年代为 2.3~2.0Ga。埃尔卡

凝灰岩（电气石化强烈），局部可见块状电气石叠覆

劳金矿即为帕斯托拉-博塔那摩省的火山-沉积序

在火山砾凝灰岩和晶屑凝灰岩之上。

列演化的产物。镁铁质岩浆岩源自中性和长英质

2.2

火山活动，随后被碎屑沉积所形成的沉积岩覆盖。

2.2.1

矿床地质
埃尔卡劳金矿
埃尔卡劳位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玻利维亚

火山沉积岩形成后被镁铁质和长英质岩墙和岩脉
侵入。花岗岩株和深成岩的侵入是该区演化最后

城南部，是委内瑞拉已开发的最大的金矿聚集区，

阶段的产物。埃尔卡劳金矿化主要发生于埃尔卡

自 1870 年以来已开采出约 170t 黄金。目前该矿区

劳组（图 3），金矿化可能与花岗质侵入体同期，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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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为 2.1~1.8Ga。埃尔卡劳金矿遭受了绿片岩相

西走向的流纹岩脉，侵入于维诺特矿区的火山岩

变质，变质事件与亚马孙造山运动有关。前人研究

中，厚度为 0.3~10m，流纹岩强烈硅化，呈块状、隐晶

表明，该区重要的金矿化大部分与亚马孙造山运动

质结构。流纹岩无年龄数据，但据其产状推测可能

的晚期有关，
成矿时代为 2.0~1.9Ga。

与长英质斑岩脉同期产出。维诺特矿区的沉积岩

埃尔卡劳金矿的成矿特征与太古宙脉状金矿

包括粉砂岩、砂岩和杂砂岩。上覆围岩为古近纪—

床相似，主矿体均受剪切带控制。金矿化产出于石

新近纪伯比斯（Berbice）群。韧性剪切带仅发育于
维诺特矿区，在宽约 100m 的区域可见几条宽度为

[1]

英-碳酸盐脉中，
并与硫化物伴生 。
埃尔卡劳金矿的主要围岩为绿片岩相的钙碱性

1~2m 的剪切带。剪切平面组构与区域叶理平行，切

火山岩（块状和枕状玄武岩）、
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凝

断火山-沉积岩系和斑岩、流纹岩脉，表明韧性剪切

灰岩和集块岩）和碎屑沉积岩（板岩、千枚岩和杂砂

带和区域叶理可能形成于同一构造事件。韧性剪

岩）。埃尔卡劳金矿的控矿构造为洛因克雷贝尔（Lo

切带内无明显矿化现象。研究表明，2.2Ga 和 2.0Ga

Increible）剪切带，
整体走向为北东 40°，
长约 15km，
最

是欧迈金矿的主要侵入、变质、变形和热液演化

宽处约 1.5km。洛因克雷贝尔剪切带含有复杂的张

期。矿化后期的脆性断裂、偶发的岩浆侵入（如突

裂和分支断裂。金矿化产生在剪切-热液系统中，
伴

马突马里-欧迈（Tumatumari-Omai）辉长岩脉）事

有强烈的角砾岩化、
硅化、
碳酸盐化、
绢云母化和硫化

件对矿化作用不明显[17]。
欧迈金矿矿体产状分为 2 类，分别为：①近水平

物矿化。蚀变矿物包括方解石、
白云石、
铁白云石、
绢
云母、
黄铁矿、
毒砂等。矿区褶皱发育，
褶皱轴面倾角

矿脉：210°∠30°、130°∠25°和倾角为 10°共 3 种矿脉；

主要为60°和80°，
或介于100°~120°之间，
褶皱的倾伏

②近垂直矿脉：330°∠75°、220°∠80°和 250°∠80°。

角为 20°~40°。该金矿围岩的褶皱构造较复杂，一般

矿石构造为碎裂状、条纹状、角砾状等。矿石矿物

呈紧密褶皱和同斜褶皱。矿区发育的岩浆岩包括镁

包括自然金、黄铁矿、白钨矿、辉锑矿、黄铜矿、磁黄

铁质岩石（辉绿岩和辉长岩）、
少量长英质岩墙和岩床

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铁白云石、

（石英二长斑岩）。
2.2.2

钠长石、绢云母、绿泥石、电气石、金红石和绿帘
石。前人对欧迈金矿矿脉的研究表明，其矿化可分

欧迈金矿
欧迈金矿位于南美洲圭亚那共和国的中部，在

为 3 期：第 1 期主要矿物为黄色石英、白钨矿、铁白

其首都乔治敦以南约 260km 处，靠近欧迈河。该金

云石、钠长石、方解石、绿帘石、绿泥石、绢云母、磁

矿 包 括 范 内 尔（Fennell）和 维 诺 特（Wenot）2 个 矿

铁矿、电气石、黄铁矿、黄铜矿等；第 2 期主要矿物为

区 。 欧 迈 金 矿 储 量 约 为 130t ，平 均 品 位 约 为

乳白色石英、铁白云石、方解石、绿泥石、绿帘石、绢

1.87g/t ，属于浅成太古宙造山带型金矿 。欧迈

云母、赤铁矿、黄铁矿、磁黄铁矿、方铅矿、黄铜矿、

金矿产出于古元古代巴拉马-马扎鲁尼超群（图 4），

自然金等；第 3 期主要矿物为乳白色石英、方解石、

巴 拉 马 - 马 扎 鲁 尼 超 群 是 一 个 绿 岩 体 ，遭 受 了

黄铁矿、方铅矿、黄铜矿、辉钼矿等。其中，第 1 期的

2.25Ga 和 1.9Ga 跨亚马孙造山运动的变质和变形作

黄色石英和白钨矿中可见少量不规则状自然金，主

[17]

[18]

[17]

[2]

用 。变质级别为低绿片岩相，也有部分火山沉积

要金矿化发生在第 2 期和第 3 期[19]。
欧迈金矿围岩蚀变主要分为近源和远源蚀变 2

岩变质至葡萄石-绿纤石相或角闪石相[3,11]。
欧迈金矿围岩主要为镁铁质火山岩，其底部为

种，主要蚀变类型包括碳酸盐化、硅化、粘土化、青

多源砾岩，顶部为细粒沉积岩（图 4）。火山岩被长

磐岩化等。近源蚀变发育在矿脉周围的狭长区域

英质斑岩、流纹岩脉和欧迈花岗岩岩株侵入，后期

内，主要蚀变矿物为绢云母、方解石、铁白云石、黄

被镁铁质岩脉和岩床切断。火山岩主要由块状或

铁矿、绿泥石、绿帘石等。远源蚀变主要为碳酸盐

枕状拉斑玄武岩和钙碱性安山岩组成。长英质斑

化和硅化。矿石矿物和围岩蚀变矿物的关系表明

岩脉沿维诺特剪切带侵入维诺特矿区的安山岩中，

远端蚀变发生于近源蚀变之后。研究表明，第 3 期

厚约 7m，长逾 1.3km，深约 300m，倾角较大，呈垂直

矿化不发育热液蚀变[19]。

或陡倾斜状。长英质斑岩脉的 U-Pb 锆石年龄为

2.2.3

2120±2Ma 。矿区还发育高度不规则、不连续、北
[7]

罗瑟贝尔金矿
罗瑟贝尔金矿位于南美洲苏里南共和国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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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埃尔卡劳（El Callao）金矿区域地质图（据参考文献[16]修改）
Fig. 3 Geological map of the EI Callao gold deposit

部，储量约为 133t，平均品位为 1.0g/t。罗瑟贝尔

究表明，罗瑟贝尔金矿的形成可能与跨亚马孙造

金矿赋存于圭亚那地盾绿岩带中，属于太古宙造

山运动有关[1]。

山带型金矿。罗瑟贝尔金矿遭受了低-中级变质

罗瑟贝尔金矿区主要发育 5 种类型的岩石：长

作用，矿体受脆-韧性剪切带控制，矿化产出于未

英质-镁铁质火山岩、浊积岩、碎屑沉积岩、长英质

[8]

变形的含硫化物的石英-碳酸盐岩脉中 。前人研

侵入体和晚期辉绿岩墙（图 5）。其中，沉积岩和火

图 4 欧迈（Omai）金矿区域地质图（据参考文献[19]修改）
Fig. 4 Geological map of the Omai g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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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岩中可见金矿化，侵入体中仅含微量金、辉绿岩

量闪锌矿、斜长石和磁铁矿。蚀变矿物主要为绿泥

墙不含金。除辉绿岩墙外，该区其他岩石均遭受了

石、方解石、绢云母、磁黄铁矿和少量电气石和黄铁

绿片岩相变质。罗瑟贝尔金矿的重要特点是由数

矿。北区矿物组合主要为石英±碳酸盐岩±斜长

个小矿床组成，且每个小矿床的分布均与围岩和该

石±赤铁矿±绿泥石±绢云母±黄铁矿±电气石。与

区主要控矿构造有关。矿区主要发育 2 期构造变

南区相比，少见电气石和磁黄铁矿。此外，南区蚀

形，矿化与第二期有关。矿区依据构造单元可划分

变规模较大，剪切带附近可见明显的蚀变带，蚀变

为 3 个分区，为北区、中区和南区。其中南区发育一

矿物为绿泥石±绢云母±斜长石±赤铁矿±碳酸盐

期构造事件，主要构造为断层。东西走向、向北倾

岩±白云母±黄铁矿。在矿化强烈区域的黄铁矿含

的剪切带是罗瑟贝尔金矿的主要控矿构造，矿化

量约为 5%。

发育在其下盘，剪切带一般宽约数米。北区发育 2
期构造事件，第一期为紧密至同斜褶皱，倾伏角为
70°~90°，仅在浊积岩的局部可见。第二期为开阔褶

3
3.1

绿岩型金矿床的成因讨论
成矿流体

皱，倾伏角为 35°~40°，一般位于火山岩和砾岩的接

圭亚那地盾金矿大多数的包裹体是以水为主体

触带附近。北区少见剪切带的主要原因为该区岩

的 H2O-CO2 或室温下三相（H2O 液体-CO2 液体-

性以浊积岩为主，硬度较低，
易形成劈理。

CO2 气体）包裹体[20]。混合的 H2O-CO2 包裹体含有

罗瑟贝尔金矿化主要发育在剪切带和张性岩

低盐度流体，流体的主要特征为硫（10- 17~10- 11），碲

脉中。比较而言，张性岩脉中的金含量更高，主要

（10-14~10-10.5），和游离氧 10-43~10-36），流体呈弱酸性

含有石英、方解石、白云石、电气石和黄铁矿。南区

（pH 值为 4~5.4）。

和北区的含矿岩脉中矿物的含量和比例不完全相

根据阳离子温度计测试，圭亚那欧迈金矿的

同，南区主要矿物组成为石英±方解石±电气石±绿

流体包裹体的温度在 171~307℃之间 [20] ，Na-K-Ca

泥石±绢云母±绿帘石±磁黄铁矿±黄铁矿，还有少

离子的温度为 166~240℃ [21] ，石英和碳酸盐流体的

图 5 罗瑟贝尔金矿区域地质图（据参考文献[8]修改）
Fig. 5 Geological map of the Rosebel g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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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分别为 150~220℃与 180~200℃。法属圭亚那

现，
形成时代较早的矿床，
其成矿流体具变质流体和岩

的 多 林 金 矿 氧 同 位 素 测 温 显 示 其 温 度 为 200~

浆流体混合来源，
而相对年轻的金矿，
如欧迈矿床金矿

300℃。法属圭亚那的圣艾利金矿硫同位素的形

和圣艾利金矿的成矿流体主要来源于变质流体。

成温度超过 350℃ 。
[6]

关于圭亚那地盾金矿的成矿模式，目前主要有

对金矿流体中离子温度的研究发现，离子温度

3 种观点：①绿岩型金矿；②浅成低温热液金矿；③

和离子含量之间有很好的线性相关性。如石英、白

斑岩型铜金矿。圭亚那地盾主要金矿的成矿构造

钨矿、含金硫化物中，钾、硫酸盐离子含量与温度之

背景、变质特征、成矿流体和控矿构造，显示这些矿

间有良好的线性正相关；含金硫化物中碳酸氢盐离

床具有明显的绿岩型金矿特征。Daoust 等[8]研究表

子的含量与温度的值负相关[22]。

明，圭亚那地盾金矿可能并非形成于跨亚马孙造山

欧迈金矿及多林金矿的氧、氢和碳同位素测试

运动的早期挤压环境，而主要与跨亚马孙造山运动

结果显示其成矿流体来自于岩浆水、变质水或变质

晚期的挤压-伸展转换构造背景有关。圭亚那地盾

岩浆水，在欧迈和多林还有大气水的混入

[6,19]

。硫同

南部的俯冲作用和挤压-拉伸转换提供了热液流体

位素和脉状矿物组合表明，多林金矿和圣艾利金矿

混合所需的温压条件。因此，圭亚那地盾金矿为典

[19]

的流体为相对还原的热液流体。Voicu 等 的研究

型的造山带型金矿，形成于跨亚马孙造山带晚期的

表明多林金矿存在流体转换过程，从最初的还原特

挤压-拉伸转换构造背景中。

征转为后期氧化流体。

4

欧迈金矿中白钨矿放射同位素的 143Nd/144Nd 值

控矿因素及找矿方向

为 0.510141，87Sr/86Sr 值介于 0.7019~0.702 之间，暗示

4.1

其成矿流体主要来源于年轻的镁铁质岩石的熔融，

4.1.1

控矿因素
区域构造与矿化
圭亚那地盾的金矿床大多产于韧性剪切带或

该熔融事件可能与跨亚马孙事件晚期的深部地壳
的变质作用有关[23]。

构造破碎带内 [7]，这些破碎带或裂隙是含金流体最

3.2

成矿时代

有利的运移通道。地盾内的长英质火山-次火山岩

圭亚那地盾区有关金矿化的年龄数据较少，主

(流纹岩、英安岩、石英二长斑岩)的分布与剪切带接

要有：圭亚那欧迈矿床热液金红石和榍石 Pb-Pb 同

近平行，而含金脉体一般与其呈正交，如委内瑞拉

位素年龄为 2002±5Ma ，热液白钨矿不确切的 Sm-

埃尔卡劳、圭亚那欧迈、苏里南罗瑟贝尔等金矿（图

Nd 同位素年龄为 1999±140Ma 。法属圭亚那多林

3、图 4、图 5）。

[6]

[23]

矿 床 与 网 脉 状 矿 化 有 关 的 方 铅 矿 Pb- Pb 年 龄 为
2067±1Ma

[24-25]

；St-Pierre、Adieu-Vat 和 Loulouie 矿

床的 Pb-Pb 模式年龄为 1955~2023Ma

[4,24]

圭亚那地盾区大部分金矿床的围岩为绿岩带
中经绿片岩相变质的火山岩。野外地质特征显示，

。St-Elie

石英脉在小的侵入体中较多，在大的岩基中较少

蚀变晕中黑云母的 Ar-Ar 平衡年龄为 1983±7Ma 和

见；在剪切带附近，小的网状脉大多发生金矿化，而

2002±10Ma 。除多林矿床外，其他年龄均与西非

在大的岩基部位，矿带主要位于靠近围岩的接触带

后 造 山 型 金 矿 床 年 龄 相 似（Pb- Pb 年 龄 为 2000 ±

或围岩内。另外，在变形比较严重的岩层中，褶皱

17Ma）。 综 上 ，圭 亚 那 地 盾 金 矿 年 代 介 于 2000~

翼部和核部也可见金矿化富集现象。

2010Ma 之间，代表了与古元古代地盾构造演化有关

4.1.2

[25]

圭亚那地盾的金矿床或矿点大都与古元古代

的晚期金属成矿事件。
3.3

花岗岩-绿岩与成矿

矿床成因讨论

低-中等程度变质的花岗岩-绿岩带有关，而高级变

前人研究表明，
赋存于圭亚那地盾的大部分金矿

质岩层中金的含量较少。故此类岩层对于该区金

的形成与跨亚马孙造山运动有关，其成矿年龄介于

矿的找矿方向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2.1~1.9Ga 。圭亚那地盾金矿床的围岩均遭受到了

4.2

中-低程度（绿片岩相至角闪岩相）区域变质作用，
如

4.2.1

[1]

找矿方向
绿岩型金矿床

委内瑞拉埃尔卡劳、
圭亚那欧迈、
苏里南罗瑟贝尔等金

圭亚那地盾区大部分金矿控矿石英脉中硫化

矿都受到了绿片岩相变质。总结该区的成矿流体发

物矿物含量较少，一般为 2%~7% [1]。硫化物矿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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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黄铁矿，其次为磁黄铁矿、方铅矿、黄铜矿、闪
锌矿、碲化物和辉钼矿。非金属矿物为石英、富 Fe-

5

结

2017 年

论

Mg 的碳酸盐矿物、绿泥石、电气石、白钨矿、钠长石

（1）圭亚那地盾中金矿床大都与低-中等程度

和绿帘石。蚀变模式与其他矿床类似，即大多与围

变质的花岗岩-绿岩带有关，岩石主要由花岗岩-绿

岩的化学成分有关。长英质岩石易发生硅化、钠长

岩带和高级变质的片麻岩和麻粒岩组成。金矿床

石化和绢云母化，而镁铁质岩石则发生碳酸盐化和

或矿化赋存于形成时间与构造作用同时或稍晚的

青磐岩化。金一般赋存在不规则网脉状、板状、角

石英脉、网状脉岩、角砾岩或透镜体中。

砾状和透镜状矿体及细网状裂隙中，较少以团块状
出现在坚固的石英-碳酸盐脉中。

（2）位于上地壳的岩石所受到的变质作用为
葡萄石-绿纤石相到高级绿片岩相。绿岩地层由

圭亚那地盾绿岩型金矿床，其成因通常与造山

于受到强烈变形作用形成了褶皱构造，大多数岩

作用存在紧密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不同于火山弧环

层呈近垂直走向。金矿床大多产出于韧性剪切带

境内形成的斑岩型铜金矿床及浅成低温热液金矿

或构造破碎带内，与剪切带和构造活动同期或晚

床。绿岩型金矿床的主要特征为：①成矿作用与区

期形成。

域造山运动有关；②矿床赋存在各个时代的变质体

（3）圭亚那地盾区几种典型的金矿床，如埃尔

中，源区岩石发生中-低程度( 绿片岩相至角闪岩

卡劳金矿、欧迈金矿、罗瑟贝尔金矿均属于太古宙

相) 区域变质作用；③成矿流体为变质流体和来自

造山带型金矿，金矿化的形成主要与跨亚马孙造山

地壳深部或幔源的流体的混合而成的富 CO2 流体；

运动有关。

④成矿机制为混合流体在萃取围岩中的金等成矿
元素及硫等矿化剂后形成含矿热液，含矿热液在区
[26]

（4）圭亚那地盾金矿流体包裹体主要为 H2OCO2 或室温下三相（H2O 液体-CO2 液体-CO2 气体）

域脆-韧性剪切带中发生迁移而成矿 。

包裹体。金矿流体中离子温度和离子含量之间有

4.2.2

很好的线性相关。成矿流体可能源自跨亚马孙事

浅成热液型金矿床
该类型金矿床的围岩为低级变质火山-沉积

件晚期的深部地壳变质作用。

岩，硫化物矿物和石英脉为主要的控矿要素 。矿

（5）圭亚那地盾金矿的成矿模式，目前主要有 3

石由呈浸染状分布的金和绢云母片岩中的黄铁矿

种观点：①绿岩型金矿；②浅成低温热液金矿；③斑

脉组成。一般来说，围岩均受到了强烈的构造运动

岩型铜金矿。研究发现，该区大部分金矿为绿岩型

和 热 液 蚀 变 作 用 。 如 圭 亚 那 的 格 罗 特·克 里 克

金矿。

[1]

（Groete Creek）金矿床，矿体长 1.5km，宽 10m，Cu 品

致谢：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

位为 0.6%，Au 品位 1.6g/t 。主要成矿矿物为黄铁

心芮行健研究员、南京大学顾连兴教授等对本文

矿、黄铜矿、磁黄铁矿、方铅矿和闪锌矿。

的指导。

[27]

4.2.3

斑岩型金-铜-钼矿床
斑岩型金矿床在圭亚那地盾区内有很好的找

矿前景。圭亚那的老鹰山（Eagle Mountain）矿床的
许多特征与斑岩型金矿床模型类似。此类矿床大
面积的花岗岩-绿岩层被罗雷马（Roraima）组稳定
的沉积岩层覆盖。该组地层一般未发生强烈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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