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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萨卡拉（Cercana）铁-铜-金矿床位于秘鲁南部古近纪斑岩型铜-钼矿床成矿带西缘。通过大量的野外地质调查、
遥感、物探及室内工作认为，萨卡拉矿床与该地区典型斑岩型矿床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具有铁氧化物铜金（IOCG）矿床
的某些特点。分析其深部找矿潜力，指出在进行矿产勘查时应考虑从 IOCG 型矿床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深入的勘查，
突破目前遇到的找矿工作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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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H W, Liu J A, Yao Z Y, Chen N, Yao C Y.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the Cercana iron-copper-gold depos⁃
it in Peru.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36(12):2221-2234
Abstract: The Cercana iron, copper and gold deposit is located on the western margin of the Paleogene porphyry copper molybde⁃
num metallogenic belt in southern Peru. Through field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remote sensing and indoor
work, the authors have detected that the Cercana iron, copper and gold deposit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typical porphyry de⁃
posit and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iron oxide copper gold deposit (IOCG). The authors also analyzed the deep prospecting potential
and pointed out that, in mineral exploration, researchers should consider the problem from the angle of IOCG deposit and make indepth exploration so as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currently encountered in ore prosp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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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卡拉（Cercana）矿床位于秘鲁南部，距阿雷

矿石矿物组合及蚀变分带特征的研究，认为该矿

基帕市东南 28km，距离赛罗贝尔德（Cerro Verde）

床具有铁氧化物铜金（IOCG）矿床的成矿特征，建

铜矿南东 8km，与唐哈维（Don Javier）斑岩铜矿相

议应从此角度出发，加强成矿条件分析，加大勘查

邻。已有勘探资料显示，唐哈维矿床是以铜为主，

深度，以求取得找矿突破。

伴生钼、金和银的典型斑岩型矿床

[1-2]

。萨卡拉矿

床和唐哈维矿床均位于秘鲁南部的古近纪斑岩
铜-钼矿成矿带内，前人研究认为 [1-2] ，萨卡拉矿床
可能也属于斑岩型矿床，是唐哈维斑岩铜矿外围

1
1.1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大地构造背景
萨卡拉铁-铜-金矿床位于秘鲁南部古近纪斑

重要的找矿潜力区，但实际找矿效果并不理想。

岩型铜-钼成矿带西缘，该成矿带为南美安第斯山

本文通过对该矿床成矿地质背景、矿床产出构造

中段斑岩铜矿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秘鲁境

环境、矿体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岩浆岩体的关系、

内延伸长 380km，宽百余千米。从秘鲁阿雷基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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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的 北 部沿 SE130°方向往南延伸到智利境内（图

Sencca 组凝灰岩、火山碎屑和安山质熔岩，以及残积

1）。矿床与唐哈维斑岩铜矿同处 Chavamia 火山-岩

物、火山灰、第四系冲积物等[5]。

浆塌陷盆地与Chuajio 西构造岩浆隆起带的交接部位

1.3

南东缘。

侵入岩与侵入活动
岩浆岩按时代从老到新为：元古宙侵入岩、古

纳斯卡板块俯冲导致南美板块边缘隆起，特

生代侵入岩、中生代侵入岩、新生代侵入岩，在区域

别是中生代以来，纳斯卡板块加快俯冲，岩浆活

上广泛分布。元古宙侵入岩以岩浆岩正变质生成

动强烈，构造发育。构造方向在整体上为北西—

的片麻岩为主，Rb-Sr 年龄为 1400~631Ma[6-7]。

南东向，北东侧为米斯蒂等火山带；南西侧的沉

中—新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剧烈，从白垩纪持

积岩盖层向南西方向倾斜，主干断裂走向及褶皱

续到新近纪中新世。在萨卡拉—唐哈维地区出露

轴向均为北西—南东向，早期断裂构造表现为逆

面积最大的为白垩纪 Yarabamba 花岗闪长岩体，岩

冲推覆特征，断层面倾向北东，晚期表现为显著

性以中酸性细粒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为主，也

的岩浆房垮塌叠加正断层特征，部分断层面倾向

有二长岩、二长闪长岩、辉长岩出露。

南西，同时发育缓倾斜的拆离断层，反映了晚期

总体岩性特征：中-细粒结构，主要矿物为斜长

伸展作用。构造线总体受到北西—南东向安第

石、正长石、石英、黑云母，次要矿物为磁铁矿、角闪

斯山脉主体走向制约
1.2

[2-4]

。

石、榍石、锆石及少量铁镁质。其中角闪石和黑云

区域地层

母常发生蚀变，在蚀变强烈的区域黑云母被绿泥石

区域上以中、新生界广泛出露为特点。出露地

代替。在绢英岩化发育区域，花岗斑岩结构常转变

层由老到新主要为：中生界上三叠统—下侏罗统

为白色细粒的石英和绢云母。此外，岩体中有后期

Tinajones 组砾岩，下侏罗统 Chocolate 组火山沉积

岩浆岩、次火山岩穿插。

岩，下—中侏罗统 Socasani 组碳酸盐岩，上侏罗统—

1.4

下白垩统 Yura 组砂岩、硅质岩、灰质页岩，上新统

图1

构造活动
在秘鲁南部，分布一系列平行造山带的断裂，

萨卡拉（Cercana）矿床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Cercana deposit
A—IOCG 矿床带和海岸基岩带；
B—古近纪斑岩型铜矿带；
C—山间坳陷带；
D—东科迪勒拉褶皱火山活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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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包括 Cañete 盆地及阿雷基帕弧后盆地的中

维矿床的外围矿床。在该成矿带产出有几个世界

安第斯造山带中 。Treita Libras 大断裂带沿滨海科

级的大中型斑岩铜矿①②，如 Toquepala(770Mt，0.74%

迪勒拉东部边缘展布，在侏罗纪—早白垩世产生右

Cu)、Quellaveco（974Mt，0.63% Cu；0.021% Mo，

旋滑移运动，由此产生大量的岩墙群 。

2.02g/t Ag）、Cerro Verde（724Mt，0.59% Cu）、Cua⁃

①

①②

ETM 陆地卫星图像（图 2）显示，萨卡拉矿床位

jone（1273Mt，0.62% Cu）
（图 3）。

于 Chavamia 火山-岩浆塌陷盆地与 Chuajio 以西构

在此斑岩铜矿带西侧中安第斯地区，
还发育 1 条

造岩浆隆起带交接部位的东南侧，处于一个凹陷带

与斑岩铜矿带伴生的IOCG矿带，
其成矿时代为165~

和隆起带的交界处；发育大量的张裂断层，其主干

112Ma（图 1）①②。大部分 IOCG 矿床赋存在一组岛弧

线形构造为北西向，表现为角砾岩、安山岩墙、细晶

火山岩和与之相间的地层中，
也可赋存于晚侏罗世和

岩墙呈北西走向，并沿此方向呈带状分布。在断陷

早白垩世的深成岩中；
南秘鲁大部分 IOCG 矿床位于

盆地南缘，同时发育 2 个次级环形构造，这些环形构

南纬 12°30′~14°之间，局限在 Cañete 盆地内，规模较

造中心为北西向线性构造和北东向线形构造的交

大①[8-9]。目前，
中安第斯主要的 IOCG 型矿床有 Mar⁃

会部位。次级断裂构造与主断裂交会的位置为成

cona，Raul- Condestable，Eliana，Monterrosas，Mina

矿有利构造带，为成矿潜力区；该构造系内，许多断

Justa，Cobrepampa，Tocopilla，Gatico，Julia，Cerro Ne⁃

层倾角较陡，为切割岩石圈的深大断裂，北西向线

gro，El Salado，Las Animas，Dulcinea，Carrizal Alto，

性构造带控制该区的岩浆活动，为成矿岩体侵位提

Tamaya，Los Mantos，El Espino，La African，Pango 等，

供了有利的构造条件，为成矿热液提供了有利的运

中安第斯 IOCG 型矿床成矿潜力巨大，
不亚于斑岩铜

移通道和成矿空间。

矿带。

1.5

区域矿产
根据秘鲁成矿区带划分，萨卡拉矿床区所在位

置位于秘鲁南部古近纪铜斑岩成矿带。根据以往
的勘查，萨卡拉矿床一直被认为是斑岩型铜矿唐哈

2
2.1

萨卡拉矿床特征
地球物理特征
利用激电方法寻找具有良好电性的含黄铁矿

图 2 阿雷基帕地区主干构造卫星影像
Fig. 2 The structure satellite images in the Arequipa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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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布方向主要为北西向，在南东、北西端未封
闭，控制长度在 2300m 以上，南部与Ⅳ号异常带相
连。该异常带内的异常强度高、面积大、范围广。
包含的主要异常为 5 个，分别为 Fs-5、Fs-6、Fs-7、
Fs-8 和 Fs-9。
（4）Ⅳ号异常带：分布于矿床区中东部，呈北西
向条带状展布，近于平行于Ⅲ号异常带，在南东端
未封闭，长度在 2500m 以上。异常带的北部与Ⅲ号
异常带相连，南部与Ⅴ号异常带相连。带内异常强
度高、面积大、范围广。带内主要异常有 5 处，分别
为 Fs-10、Fs-11、Fs-12、Fs-13 和 Fs-14。
图 3 秘鲁南部古近纪铜斑岩成矿带

（5）Ⅴ号异常带：分布于矿床区中东部，呈北

Fig. 3 Paleogene copper porphyry

西向条带状展布，近平行于Ⅳ号异常带，在南东端

metallogenic belt in southern Peru

未封闭，长度在 2400m 以上，异常带的东部与Ⅳ号

化、黄铜矿化的金属硫化物矿体和利用高精度磁

异常带相连。异常在带内多呈长条带状展布，带

测圈定具有良好的磁性前提磁铁矿体及岩体是物

内主要异常有 4 处，分别为 Fs-15、Fs-16、Fs-17 和

探找矿的基本方法原则，常以此来划分不同岩性

Fs-18。

界线、寻找构造等。IOCG 矿床富含铁氧化物，特

（6）Ⅵ号异常带：分布于矿床区南部，似条带

别是磁铁矿含量较高，地球物理方法通常是寻找

状，西端、南端均未封闭。主要异常有 4 处，分别为

隐伏型 IOCG 矿床的有效手段。一般在 IOCG 成

Fs-19、Fs-20、Fs-21 和 Fs-22。

矿区，具有重力高、高幅度磁异常的特点。在埃洛
伊斯、奥林匹克坝、欧内斯利享利等 IOCG 矿床的

结合遥感信息和物探信息，对萨卡拉矿床具有
以下的解译。

[8]

发现过程中，地球物理特点起关键性的作用 。
根据已有的勘探资料，
萨卡拉矿床含有大量的磁

（1）视图上，萨卡拉矿床位于凹陷带和隆起带
的交界位置。矿床区域内岩浆活动频繁，构造发

铁矿和/或赤铁矿，并伴随黄铁矿±斑铜矿，为与构

育，成矿地质条件较好。已发现体或角砾岩（筒）

造-岩浆环境密切相关的矿产组合。资料分析显示，

的地区，地表亦见到多处孔雀石铜矿（化）点，南部

萨卡拉矿床内岩（矿）石具有明显的物性差异，
高磁化

见有大量的磁铁矿矿点露头。遥感图像上的线形

率岩(矿)石主要是含磁铁矿及含磁性矿物的辉长岩、

影像和色带的走向，充分反映了北西向构造岩浆

闪长岩、
二长岩、
二长闪长岩岩体，
高极化率岩(矿)石

带的存在（图 5），它是由太平洋板块不断俯冲，由

主要为具有黄铜矿化、
黄铁矿化的岩体及角砾岩。萨

晚白垩世—古近纪的 Yarabamba，Tiabaya，Linga 三

卡拉矿床区内磁异常主要与磁铁矿体及磁性闪长岩

个超单元的岩体侵入和古近纪—新近纪火山喷发

岩脉、
二长闪长岩及二长岩及岩体有关；
激电异常源

与次火山岩侵入形成的 [9- 11] 。在萨卡拉矿床异常

主要是磁铁矿化、
黄铁矿化、
黄铜矿化等。

区有寻找 IOCG 型矿床及磁铁矿矿体的巨大潜力。
（2）根据双频激电在该区圈出 22 处主要异常，

根据异常所处的位置及其展布特征，区内的百
分频率响应（Fs）异常由北至南大致可以划分出 6 个

异常的分布具有规律性，大致沿北西向构造带分

异常带，其中主要异常 22 处（图 4）。

布，在断裂交会部位异常比较集中，南部的异常未

（1）Ⅰ号异常带：位于矿床北部，呈条带状近南
北向展布。主要为 Fs-1 号异常。
（2）Ⅱ号异常带：位于矿床区中西部，条带状，

见封闭且有向外扩大的趋势。激电异常区域为萨
卡拉矿床区内磁铁矿和金属硫化物成矿分布的有
利地段。

走向北西。包含主要异常 3 处，分别为 Fs-2、Fs-3

2.2

和 Fs-4 号异常。

2.2.1

（3）Ⅲ号异常带：位于矿床区北东部，异常带

矿 床
矿化带
物探解译、野外地质考察和钻孔岩心及网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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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萨卡拉矿床双频激电异常划分及编号
（红色区域表示异常分布，
绿色区域表示异常分布背景）

Fig. 4 The division and serial number of the double frequency
excitation anomaly in Cercana deposit

化显示，萨卡拉矿床沿主断裂方向大致出现强弱不
等的 3 个矿化带（图 6）。
（1）南西部石英-电气石角砾岩型磁铁矿-褐铁
矿-铜（金）矿化-赤铁矿-镜铁矿化带
该矿化带宽 500m 左右，区内延伸长达 4000m。

矿露头，根据已有的钻孔，在剖面上位于偏下位置。
（2）中部褐铁矿（孔雀石）化角砾岩-铜（金）矿
化带
该矿化带位于矿床范围的中部位置，走向大
致为北西向，在南西方向上紧靠铜（金）矿化带，并

出露岩性为爆破角砾岩（筒），在地表主要表现为强

与之平行，矿化带宽大于 1000m，有东西向及南北

硅化和电气石化，电气石、石英角砾岩和硅帽混杂，

向安山岩墙带状分布，为矿床内北西向构造和近

偶见孔雀石化。该矿化带出露大范围的块状磁铁

南北向构造复合部位，深部为隐伏矿化岩体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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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萨卡拉矿床遥感图
Fig. 5 Remote sensing map of the Cercana deposit

的有利地段；在中部矿带上见有多个含矿角砾岩

砾岩筒型矿化，矿脉的排列显示受到了北西向断裂

筒，在此矿化带出露的含铜矿体有 2 种产出形式，

的控制。在金矿化带的南西侧附近存在一条与区

一是含铜角砾岩带；二是脉带，脉带多产出在角砾

域构造线走向一致的闪长岩带或闪长玢岩带，偏基

岩筒的边部或角砾岩筒之间的延长带上，北西向

性的闪长岩类侵位可能与金矿化有关，为该区带内

及北东向或近南北向 2 组断裂控制了角砾岩筒的

主要的金矿化带的标志。

产出形式。中部矿化带的钻孔显示该矿带有较好

2.2.2

的工业矿化。
（3）北东部脉状-角砾岩型铜金矿化带

矿区岩浆岩及矿体围岩
根据野外勘探及已有的钻井分析，萨卡拉矿

床具有大量的侵入岩体，主要为花岗闪长岩和辉

矿化带走向为北西向，宽度为 500m 左右。北

石闪长岩，以及二长岩、闪长岩和辉长岩；灰白色

西向断裂控制矿化带，多以脉状产出，局部可见角

气孔状的凝灰-英安质火山熔岩覆盖在矿床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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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萨卡拉矿床矿化带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 of the ore belt in the Cercana deposit
N-Se—Sencca 组岩屑、晶屑凝灰岩、安山质熔岩；
Ki-hu—Yura 群 Hualhuanl 组石英砂岩、硅质岩；
MKi-hu—
变质砂岩；
NP-ap—安山斑岩；
NP-qap—英安斑岩；KsP-ya/mp—长英质二长斑岩；KsP-ya/m—二长岩；
KsP-ya/di—闪长岩；
bx—电气石、石英胶结的集块岩、角砾岩；
g—含石英细脉的细晶岩；a—安山岩墙

北侧；在南西侧局部见数十米厚、分选性和磨圆

中-细粒二长花岗闪长岩。在中部矿带上围岩主

度差的铁质、砂质胶结的底砾岩出露，矿化受不

要为中-细粒二长花岗闪长岩，局部可见粗粒状

同岩性界面之间断裂构造控制，与下伏辉石闪长

花岗岩和闪长玢岩脉穿插。矿化角砾岩筒形成

岩、花岗闪长岩呈不整合接触关系。在南西矿带

于岩体侵位之后。

上，根据矿化体出露围岩分析，磁铁矿体围岩为

萨卡拉矿床分布一系列巨大的辉长闪长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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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构造控矿特征潜力。

岩、辉石闪长岩，附近分布大面积的花岗岩类侵入

萨卡 拉 矿 床 的 矿 脉 走 向 及 断 裂 走 向 大 致 与

岩，常见石英晶洞构造发育，且地表常见强硅化（图

该区的构造断裂一致，主要为北西向构造，断裂

7），具有镁铁质与长英质岩浆同化混染的现象。野

构造控制矿脉的展布，铁矿明显受一组北西向断

外地质考察显示，萨卡拉角砾岩化和热液蚀变十分

裂控制，主要为与海岸线平行的北西向、近南北

发育，局部见褐铁矿化和孔雀石化；这些岩石形成

向、北东向断裂控矿。矿区内角砾岩、安山岩墙、

很好的成矿围岩。

细晶岩墙也呈北西向带状展布。

萨卡拉矿床的地表多处出露大范围的块状、脉

2.2.4

矿化蚀变特征

状铁矿体和脉状金矿。萨卡拉矿床在与容矿围岩

通过野外地质填图和编录岩心发现，萨卡拉矿

的关系上与侵入岩体具有密切的空间分布关系，角

体具有明显的蚀变分带特征；与典型的斑岩铜矿模

砾岩化和热液蚀变十分发育。

式的矿化蚀变分带对比，存在一定的差异。青磐岩

2.2.3

化蚀变很弱或缺失。

与构造的关系
萨卡拉矿床断裂构造发育，矿床位于秘鲁南部

整体来说，萨卡拉矿床分布最广泛的热液蚀变

古近纪—新近纪斑岩铜矿成矿带西南侧 1~10km

类型有钙-钠化蚀变、铁化蚀变和钾化蚀变，也分布

处，位于大型构造断裂带——Incapuquio 带附近，靠

有硅化、黄铁矿化、电气石化等蚀变，青磐岩化蚀变

近深大断裂及其次级构造，构造系走向 310°。该构

很弱或缺失；未见完整或明显的斑岩铜矿蚀变带特

造系内，许多断层倾角较陡，为成矿流体上侵提供

征。萨卡拉矿床的钙-钠蚀变为区域性热液蚀变，

[11-13]

了一定的构造条件

。

主要由斜方辉石和角闪石组成，局部地段见钠-钾

根 据 ETM 陆 地 卫 星 图 像 ，萨 卡 拉 矿 床 位 于

化蚀变带；代表性矿物组合为钠长石、阳起石、磷

Chavamia 火山-岩浆塌陷盆地与 Chuajio 西构造岩

灰石、黄铜矿、黄铁矿和斑铜矿。萨卡拉矿床具有

浆隆起带交接部位的南东缘上，处于凹陷带和隆起

大面积的铁化蚀变特征，形成时间略早于铜-铁硫

带的交界处；发育大量张裂断层，北西向为其主干

化物；主要表现为含铁氧化物集合体及密切相关

线形构造。沿 Segache-San Antonio 向阿雷其帕南，

的热液蚀变，蚀变矿物组合主要为磁铁矿、赤铁

Las Penas 为一条明显的北西向线形构造带；在断陷

矿、菱铁矿、角闪石和磷灰石。萨卡拉矿床具有明

盆地南缘，同时发育 2 个次一级的环形构造，这些环

显大量的钾化（钾长石、黑云母和绢云母）蚀变带，

形构造的中心部位由北西向和北东向线形构造交

与铜、铁和金硫化物集合体具有密切的时空分布

会（图 2），为次级断裂构造与主断裂交会的位置，是

关系，代表性矿物有钾长石、黑云母、磁铁矿、绢云

成矿有利构造带，为成矿热液提供容矿空间，具有

母、
铁-铜硫化物。

图 7 石英晶洞构造（a）和地表强硅化（b）
Fig. 7 Quartz drusy cavity structure (a) and surface strong silicificati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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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化：含金矿石主要以脉状产出，金矿颗粒

从地表往下可依次分出强硅化带、磁铁矿化和褐

在矿脉中零星分布，肉眼未见。

铁矿（镜铁矿）角砾带、块状磁铁矿（黄铜矿）和赤

2.2.6

铁矿带。该带矿化中心蚀变主要有强硅化、电气

矿化阶段
萨卡拉矿床的矿物组合及其相互关系，
在矿床的

石化和褐铁矿化；围岩蚀变以钠化为主，在断层接

矿化阶段做如下简要划分：①磁铁矿-赤铁矿阶段，

触带所见的硅质岩中，见有明显的钠化、高岭土化。

块状磁铁矿较大范围出露，往往伴生赤铁矿和镜铁

在中部矿带上，蚀变主要由电气石化、硅化和

矿，部分磁铁矿呈脉状充填于裂隙中，常见磁铁矿-

褐铁矿化的角砾岩筒组成，其间穿插（石英）二长岩

赤铁矿组合，见少量的黄铁矿；②黄铜矿-黄铁矿阶

脉（株），
普遍见有多个含矿角砾岩筒和孔雀石化。

段，大量金属硫化物形成，以黄铜矿-黄铁矿组合为

在北东部矿化带上，钠化、赭石化、黄铁绢英岩

主，
矿物呈典型的细脉浸染状分布于围岩中；
黄铜矿

化和赤铁矿化蚀变普遍发育，为该矿化带金矿的找

与黄铁矿紧密共生，
有少量的黄铜矿呈细粒或细脉的

矿标志。

形式嵌布于黄铁矿中；
脉石矿物以石英和蚀变绢云母

2.2.5

为主，
斜长石交代强烈，
形成绢云母和少量粘土矿物；

矿石矿物组合
萨卡拉矿床以北东向及北北东向为主的张性

③石英-硫化物阶段，石英硫化物形成黄铜矿-石英

断裂带内充填大量的脉状磁铁矿。结合镜下鉴定

组合，
以脉状沿裂隙充填叠加在早期矿化之上；
金属

和化验结果可知，萨卡拉矿床矿石矿物以磁铁矿为

硫化物主要呈脉状和团块状产出。萨卡拉矿床代表

主，含赤铁矿和镜铁矿，并伴随不同程度的黄铜矿、

性金属元素组合为Fe-Cu-Au。

黄铁矿及少量金等多金属矿物组合，脉石矿物主要

2.2.7

为钠长石、钾长石、石英、角闪石、辉石、绢云母、黑
云母、电气石、碳酸盐和磷灰石。
野外地质调查显示，萨卡拉矿床磁铁矿与赤铁
矿化、褐铁矿化形成共生（图版Ⅰ-a、b）。

矿床分带
萨卡拉矿床的矿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明显的

分带性，
黄铜矿等存在于磁铁矿（赤铁矿）矿体下部，
上部以磁铁矿（赤铁矿）为主，
下部含铜较高，
下部的
磁铁矿（赤铁矿）含量较少，萨卡拉矿床在成矿时上

磁铁矿：黝黑色的致密块体，质地坚硬，常见

部较深部含氧量更高。上部磁铁矿大量以块状或脉

赤铁矿和褐铁矿，偶见镜铁矿分布，脉石矿物以石

状出现，下部富含金属硫化物和石英硫化物的矿化

英为主，呈细脉状穿插分布，肉眼目测其铁矿物含

增多；石英脉广泛发育，方解石在深部少见，石膏在

量为 95%左右，磁铁矿以不规则粒状为主，偶见自

局部可见。在地表或钻孔上部镜铁矿发育时往往其

形等轴粒状的晶体外形。磁铁矿体常与赤铁矿共

下部也发育磁铁矿。萨卡拉矿床在垂直或水平分带

生，见磁铁矿体作为交代残余分布在矿石中；磁铁

上皆未见明显的铅锌等矿化。其矿床分带形式与典

矿体与赤铁矿紧密交生而构成半假象赤铁矿（图

型的斑岩铜矿模式对比存在一定的差异。

版Ⅰ-c）。

2.3

角砾状构造对成矿作用过程的重要性

赤铁矿：常呈针柱状，集合体为束状、放射状

大多数 IOCG 型矿床与角砾岩具有密切的时空

（图版Ⅰ-d）。褐铁矿分布不均匀，部分呈不规则团

关系，
萨卡拉矿床通过钻孔揭露，
发育有大量含矿的

块状沿孔洞充填，部分则呈细脉状沿磁铁矿、赤铁

爆破角砾筒，
产出有漏斗状角砾岩筒（带）及相关热蚀

矿粒间交代（图版Ⅰ-e、f）。

变带，
存在有地球物理（重、
磁和激电）异常。在剖面

黄铜矿：主要呈中、粗粒不规则状嵌布于脉石

上（图 8），这些角砾岩筒是陡倾的，角砾大多为黑灰

矿物中，这是萨卡拉矿床黄铜矿主要的分布形态，

色、
灰色、
斑杂红色-红色，
主要由角砾（各种岩块和磁

少量呈细粒星点状和细脉浸染状；黄铜矿与脉石矿

铁矿、
氧化铁块体）和胶结物（矿物碎屑、
岩屑和铜-铁

物的嵌布关系极其紧密；部分黄铜矿与黄铁矿紧密

硫化物）构成，角砾大多为不规则棱角状，磨圆度较

共生，有少量的黄铜矿呈细粒包体的形式嵌布于黄

差，
部分角砾为可拼接结构。

铁矿中，或呈脉状充填于具压碎结构的黄铁矿裂隙

爆破角砾岩广泛分布于萨卡拉矿床的各个矿

中；少量以包体的形式被铜蓝 、蓝辉铜矿等次生铜

化带，角砾岩筒型矿化在矿床北部出露面积较大，

矿物交代。

且角砾岩筒主要受北西向及北东向或近南北向 2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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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控制；以矿床北侧外围矿化最典型；分别含有

表主要表现为强硅化、电气石化和孔雀石化。在矿

爆破角砾岩金矿化、爆破角砾岩磁铁矿化、爆破角

床区中部的南西位置，角砾岩筒铜矿化强烈，可见

砾岩电气石、爆破角砾岩石英电气石化等，在外围

多条平行的网脉状矿体穿插（图 9）。

角砾岩中还普遍见镜铁矿化。这些角砾岩筒在地

萨卡拉矿床中部矿带地表的爆破角砾岩由地
图版Ⅰ PlateⅠ

a.赤铁矿、磁铁矿和褐铁矿化；
b.右侧为赤铁矿，
左侧为磁铁矿，
接触带为断层；
c.半假象赤铁矿，
磁铁矿（M）呈交代残余分布在假象赤铁矿（H）中；
d.针柱状假象赤铁矿呈致密的束状、放射状
集合体；e.不规则团块状褐铁矿（L）沿假象赤铁矿（H）粒间充填分布；f.褐铁矿（L，灰白色）
沿针柱状假象赤铁矿（H）粒间交代并具假象赤铁矿的晶体外形。Q—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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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萨卡拉含磁铁矿爆破角砾岩筒剖面
Fig. 8 Profile of magnetite blasting breccia tube in Cercana

表向下可分为强电气石化-硅化带、磁铁矿（赤铁

爆破角砾岩中具有强烈的电气石胶结，见电气

矿、褐铁矿化）-硅化带、褐铁矿化-硅孔雀石化带；

石晶簇，在石英二长岩及围岩花岗闪长岩中，见电

在地表爆破角砾岩胶结物主要为暗色的电气石；角

气石-磁铁矿细脉、在岩体中及其裂隙面上，浸染状

砾成分单一，主要为闪长岩、辉石闪长岩和二长

的电气石非常发育，形成暗色的雪花状图案（图

岩。地表向下为矿化角砾，胶结物为硅质和褐铁

10），
为萨卡拉矿床矿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矿、磁铁矿、胶状赤铁矿，形成典型的铁帽，多见梳

3

状石英和皮壳状石英形成的晶洞。未见明显的斑
岩角砾分布，未见明显的钠长石化（泥化）和青磐岩
化，
与斑岩型金属矿床差别明显。

3.1

萨卡拉矿床成因与找矿前景
矿床成因
IOCG 型矿床没有明显的岩体或围岩成矿专属

图 9 角砾岩筒铜矿化及细脉穿插特征
Fig. 9 Characteristics of copper mineralization and fine
vein interpenetration in brec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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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电气石胶结的爆破角砾岩（a）及石英二长岩中的电气石（b）
Fig. 10 Tourmaline cementation of the breccia (a) and
the tourmaline in quartz monzonite (b)

性，可在不同地质时代和各种岩层（体）中产出，容

克朗克利铁-铜-金矿化集中区；其二，与火成碳

矿 围 岩 可 以 是 低 品 位 铁 矿 层 、条 带 状 含 铁 建 造

酸岩浆活动具有密切成因联系，并且与氧化铁型

（BIF）或富铁岩石，也可以是镁铁质-长英质火山岩

铜-金矿床有关的钙-碱性火成岩（火山岩和深成

或深成侵入岩，还可能为片岩和片麻岩。一般来

岩）大都是具有双模式地球化学特点的火山岩或

说，若要成为氧化铁型铜-金矿床，必须具备以下 5

侵入岩 [14-15] 。萨卡拉矿床靠近深大断裂带，具有大

个条件：①成矿环境渗透性好且易发生化学反应；

规模的岩浆活动，成矿主岩为深成侵入岩，从花岗

②矿床靠近深大断裂及其次级构造；③与侵入岩体

闪长岩到辉长岩在矿床区域皆有较大范围的出

具有密切的时空关系；④角砾岩化和热液蚀变十分

露，矿床蚀变以钙-钠化、铁化和钾化为主，其成矿

[14-15]

发育；⑤地处明显的氧化环境

。

作用与钙-碱性岩浆活动具有密切成因联系；萨卡

萨卡拉矿床位于古大陆边缘的拉张性大陆弧

拉矿床出露的辉长质、闪长质、二长质和花岗质岩

转换的部位上，其形成与 Incapuquio 断裂构造密切

浆活动及相关流体在 IOCG 型矿床形成过程中发

相关。Incapuquio 断裂为一拉张性走滑断裂，拉张

挥重要的作用。

性和走滑断裂为深源岩浆及成矿流体的上侵（涌）

萨卡拉矿床大量的赤铁矿发育在矿床区，地处

和大气降水（地表水）的下渗提供了有利通道。萨

富氧环境，角砾岩化和热液蚀变也十分发育。在构

卡拉矿床所在位置为 IOCG 型矿床的产出位置，其

造交会处的底部产出有漏斗状角砾岩筒（带）及相

空间展布形态与多期次活动的条带状断裂有关，主

关热蚀变带，出现陡倾的条带状断裂带，并且具有

要位于断层与高渗透性地层单元交会处，其特点为

地球物理异常；萨卡拉矿床陡倾的含磁铁矿的角

渗透性好、易发生化学反应（图 11）。

砾岩筒代表了成矿流体重金属元素发生卸载的部

秘鲁南部几乎所有的铁矿床产出部位均与白

位，含磁铁矿的钾化蚀变带为成矿流体的补给带。

垩纪侵位的中酸性岩体有关，其岩性主要为辉长闪

中安第斯的 IOCG 型矿床与斑岩铜矿床具有明

长岩、二长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花岗

显差异，斑岩铜矿中的钾质蚀变和铜（金）矿化集中

岩 。秘鲁南部许多大型或特大型 IOCG 型矿床的

在斑岩体中，而在 IOCG 型矿床中则缺失；在斑岩型

成矿作用与大规模岩浆活动有关。一般来讲，

铜矿中，矿化以含黄铜矿的石英脉和黄铜矿为主，

IOCG 型 矿 床 的 成 矿 作 用 与 2 类 岩 浆 活 动 有 关 。

其次为具有绢云母蚀变晕的 D 型脉，这些典型斑岩

其一，与钙-碱性岩浆活动具有密切成因联系，如

铜矿特征在萨卡拉矿床中并没有大量的出现；而作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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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中安第斯边缘构造剖面概要图[15]
Fig. 11 An overview profile of the middle Andean edge
a—S21°~26°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剖面；
b—S12°~14°早白垩世剖面
（表明沿汇聚边界向后撤的深俯冲作用；
在 a 剖面 IOCG 型矿床出现在
大陆火山弧带，
东部是一个平行的弧后沉积盆地，
而在 b 剖面
IOCG 型矿床出现在水下内弧盆地）

为鉴别 IOCG 型矿床的标志性矿物的铁氧化物在萨

区及地质概况和矿化分布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认

卡拉矿床大面积存在。

为矿床类型与传统典型斑岩铜矿有所不同，多地表

通过遥感图像解译和野外踏勘，对萨卡拉矿床

现出 IOCG 型矿床的特征。经过综合比对研究，认

表 1 萨卡拉矿床与典型 IOCG 型矿床基本地质特征对比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basic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Cercana deposit and the typical IOCG deposits
矿床类型

克朗克里型矿床

矿床形态
似层状、条带状和
角砾岩筒状

矿物组分
磁铁矿、赤铁矿、
黄铜矿、斑铜矿、
金矿物

元素组合
Fe、Cu、Au、Ag、
Bi、Co 和 W

磁铁矿、赤铁矿、
萨卡拉矿床

条带状和角砾岩筒状

黄铜矿、斑铜矿、
金矿物

Fe、Cu、Au、Ag

赋矿岩石

钙-碱性到碱性

闪长岩、二长岩、
花岗闪长岩

蚀变类型

控矿构造

钾质蚀变（钾长石、 岩浆活动和
黑云母、绢云母）
钾化蚀变为主，钙钠化蚀变、铁化蚀
变为辅

构造断裂

岩浆活动和
北西向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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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萨卡拉矿床与典型 IOCG 型矿床——克朗克里矿
床具有很多相似的特征（表 1）。
3.2

找矿前景

2017 年

[4]高祥. 秘鲁南部 Don Javier 斑岩铜矿床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预测
究[D]. 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33-34.
[5]金文强. 秘鲁南部 Cercana-Don Javier 斑岩铜矿地质特征及成因
探讨[D]. 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7-16.

区内初步划分出 3 个成矿分带；成矿条件十分

[6]Mukasa S B, Tilton G R. Zircon U- Pb ages of super units in the

优越，找到大矿、富矿的可能性极大；矿区内多数矿

Coastal Batholith, Peru[C]//Pitcher W S, Atherton M P, Cobbing

体为隐伏矿体，在萨卡拉矿床矿产勘查时应考虑从

E J, et al. Magmatism at a plate edge .The Peruvian Andes. New

IOCG 型矿床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深入的勘查，重点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85: 44-50.

勘查萨卡拉矿床的以下 3 个部位：①含磁铁矿和赤
铁矿角砾岩带；②钠长石、绢云母和电气石蚀变带；
③重、磁和激电异常叠加部位[15-16]。

4

结

论

（1）该矿床区域存在与斑岩成矿带伴生或共生
的铁氧化物铜金矿带；铁氧化物铜金（IOCG）矿床
在中安第斯的成矿潜力不亚于斑岩铜矿。
（2）通过遥感图像解译，
野外踏勘，
对矿区及近矿
区外围地质背景、
矿化分布规律的研究，
认为萨卡拉
矿床具有 IOCG 型矿床的某些特征；经综合对比研
究，
认为萨卡拉矿床与典型 IOCG 型矿床——克朗克
里型矿床具有相似的地质特征。
（3）矿床初步划分出 3 个成矿分带，具有深部找
矿潜力；认为区内成矿条件十分优越，找到大矿、富
矿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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