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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利中部埃尔特尼恩特矿床是世界级超大型铜钼矿床之一，其铜矿石（含铜 0.62%）储量达 12.4×108t，钼矿石（含钼
0.018%）储量达 7.8×108t。矿床位于智利中部安第斯山脉晚中新世—早上新世铜-钼成矿省。该成矿省赋存于晚中新世火山
活动带。埃尔特尼恩斑岩型铜-钼矿床赋存于中—晚中新世代伐尔隆斯建造，后者伏于科亚-玛查理建造之下，两者之间呈构
造不整合或局部不整合接触关系。矿床产于伐尔隆斯的组成部分晚中新世火山深成杂岩中，该杂岩由厚层的玄武质至流纹质
喷出岩及侵入岩组成。 矿床围岩为安山岩、长英质-中性侵入岩和布莱登岩筒角砾岩。该矿床流体包裹体组合特征表明，岩
浆热液演化及成矿作用经历了 4 个阶段。流体包裹体成分研究表明，该矿床的形成是富含 Cu 和可能还富含 S 的深源流体向不
断脱挥发分的巨型次火山岩浆房发生贯入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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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X D, Zhao Y H, Zhu Y P, Li H J, Li H W. Geology, metallogenic features and genesis of the El Teniente porphyry cop⁃
per-molybdnum deposit in Central Chile.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7, 36(12):2287-2295
Abstract: The El Teniente deposit,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known copper- molybdenum deposits, contains 12.4 billion metric
tons copper ore at 0.62 percent Cu and 7.8 billion metric tons molybdenum ore at 0.018 percent Mo. It is located in the Late Mio⁃
cene to Early Pliocene copper- molybdenum metallogenic province of Central Chile Andean Cordillera. The deposit occurs in a
Late Miocene volcanic active belt. The mid-Late Miocene Farellones Formation hosts the El Teniente copper-molybdenum deposit.
The Farellones Formation is underlain by the Coya-Machali Formation.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formations is structural or lo⁃
cally unconformable. The El Teniente deposit occurs in a late Miocene volcano-plutonic complex, which is part of the Farellones
Formation, consisting of a thick sequence of eruptive and intrusive rocks of basaltic to rhyolitic compositions. The main host rocks of
the deposit are andesites, felsic-intermediate intrusive rocks and the Braden pipe breccia that intruded into andesites.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fluid inclusion assemblages suggest that the hydrothermal activity and mineralization at El Tenient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fluid inclusion component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ore-forming process of the El Teniente deposit resulted from injection
of a deep-sourced Cu-rich and probably S- rich fluid into a more continuously devolatilizing subvolcanic large magma chamber.
Key words: porphyry copper-molybdenum deposit; magmatic hydrothermal evolution; fluid inclusions; genesis of mineral deposit

许多学者对智利中部埃尔特尼恩特、里约布兰

“斑岩型”的见解和在地壳中形成如此罕见的大量

科-洛斯布隆塞斯和洛斯佩兰布雷斯-埃尔帕切温

岩浆热液型金属富集的若干假设。有学者认为，导

等超大型铜-钼矿床的成因类型进行了研究，提出

致形成斑岩型矿床的岩浆潜能与岩浆的氧化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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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硫逸度 [4] 相关，也受可加强岩浆房在地壳浅部就
位的构造作用控制

[5-7]

。也有学者认为，浅俯冲板片

的直接熔融并产生的埃达克岩岩浆对智利北部的
大型斑岩矿床的形成起重大作用，但对此种意见尚
存在争论[8]。Skewes 等[9]提出，智利中部的埃尔特尼

2017 年

得的埃尔特尼恩特矿床 4 个主要成矿阶段中的流
体包裹体资料。

1

区域地质背景
埃尔 特 尼 恩 特 矿 床 位 于 智 利 中 部 安 第 斯 山

恩特、里约布兰科-洛斯布隆塞斯和洛斯佩兰布雷

脉晚中新世—上新世斑岩型铜钼成矿带南段。

斯-埃尔帕切温大型铜钼矿床，应归入角砾岩型矿

图 1 中标出了南部火山带（SVZ）与无火山的平坦

床类型。尽管有不同的分类意见，但普遍认为，埃

板片地段之间的大致界线 [12-13] 。矿床赋存于中—

尔特尼恩特铜钼矿床是来源于深部岩浆热液流体

晚中新世伐尔隆斯建造中，该建造为一套与岛弧

[10-12]

演化的产物

。

有 关的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组成的平缓地层，呈

本文介绍了形成埃尔特尼恩特巨型铜-钼矿

凹槽状分布于现有的活动火山前缘（图 1）。伐尔

床的热液流体的特征，并与近年来对岩浆热液系

隆斯建造伏于科亚-玛查理建造之下，后者形成于

统中成矿流体作用的研究作比较。根据近年发表

上覆于陆壳的拉斑玄武岩岛弧背景[14-15] 。2 个建造

的地质信息，介绍了用显微测温及激光剥蚀微探

呈构造不整合或局部不整合关系，被一系列钙碱

针-感应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技术获

性-长英质-中性侵入岩侵入，侵入岩的年龄为 12~

图 1 埃尔特尼恩特矿床位置示意图（据参考文献[12-13]修改）
Fig. 1 The location of the El Teniente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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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16-17] 。埃尔特尼恩矿区内共圈定出
4 个年龄为 11~9Ma 的 残 留 火 山 中 心 ，
它们与次火山岩安山质侵入岩伴生，沿
北西—北—北西走向的科德瓦断层分
布 [18] 。 根 据 航 磁 资 料 解 译 ，科 德 瓦 断
层为一盆地边缘构造，经历过明显的
垂直运动，导致火山碎屑向其南部堆
积。埃尔特尼恩特矿床位于科德瓦
断层和特尼恩特断层带交会处附
近 。 特 尼 恩 特 断 层 带 长 14km，由 一
系列北东—东—北东走向的网状断
层组成，它们与强烈发育的无矿化的
泥质蚀变伴生（图 2）[18] 。

2
2.1

矿区地质
矿区安山岩
埃尔特尼恩特矿区的主要围岩为

安山岩，它们组成伐尔隆斯建造的一
部分（图 3）。矿区安山岩的结构和地
球化学特征被广泛的黑云母蚀变破
坏 [19- 20] 。有研究者认为围岩属侵入安
山岩，也有研究者认为它们为伐尔隆
斯建造的厚层状安山岩质岩流，其中
偶 夹 角 砾 岩 透 镜 体 [21] ，还 有 研 究 者 认
为，它们为结晶良好的辉长岩侵入体，
并被含黑云母基质的热液角砾岩杂岩
体切割 [9] 。矿区安山岩呈岩床或岩株
产出，由含长石和角闪石的斑状-隐晶
质安山岩组成。安山岩岩床侵入于伐
尔隆斯建造的安山质熔岩流和火山碎
屑中,又被细粒斑状安山岩岩墙及晚期
含黑云母基质的热液角砾岩切割。矿
区安山岩岩床和岩株的岩石类型，详
见图 4 及相关说明。
2.2

长英质至中性侵入体和布莱登岩
筒角砾岩
该矿床中的安山质围岩被一系列

长英质至中性侵入体侵入（表 1）。成
矿前的斜长石-角闪石-斑状苏埃尔
石英闪长岩（图 3）是矿床中最老的长
英质-中性侵入体（表 1），可区别出 2
个结构变种 [13,22] ，一种是内部的等粒显

图 2 特尼恩特矿区地质图
（据参考文献[18]修改）

Fig. 2 Geological map of the Teniente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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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质相，另一种是外部的斑岩相（表 1）。在 124 剖

例及形态，可识别出英安斑岩岩墙中不连贯的侵

面中，黑云母-斜长石-钾长石-斑状灰色斑岩侵

入相岩石。英安岩局部含有侵入角砾岩，后者的

入于苏埃尔石英闪长岩（表 1；图 3）。在矿床北部

特征是在石英安岩的接触带及侵入的英安岩基质

和东部出现少量柱状和不规则状的铁镁质侵入

中可出现围岩碎屑。

体（图 2），以前被定名为石英闪长岩和/或英云闪
长岩岩枝

[13,16]

，但是根据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特征，

布莱登岩筒为一成矿晚期-成矿期后的含低
品 位 铜 的 块 状 角 砾 岩 筒 ，形 成 于 矿 床 的 中 心 部

[10]

位。岩筒呈倒锥体，在地表直径为 1200m，岩筒壁

的 SHRIMP 锆石 U-Pb 测年结果表明，苏埃尔石

向内倾角为 60°~80°，延伸至少 1400m。岩筒由 2

英闪长岩的斑岩相、灰色斑岩和英安岩岩筒均具

种主要角砾岩相组成，即含矿的边缘角砾岩和无

双 峰 式 的 年 龄 分 布 ，峰 值 为 6.46 ± 0.11~6.11 ±

矿的布莱登角砾岩。

笔者将其重新划分为英安岩岩筒。Maksaev 等

0.13Ma 和 5.67±0.19~5.48±0.19Ma（表 1）。较老的
年龄继承自早期结晶的锆石，而较年轻的年龄应
是最终结晶的年龄。之后，Maksaev 等 [10] 又将较老
的年龄解释为侵入年龄，而较年轻的年龄则与热
液活动有关。

3
3.1

成矿特征
岩浆热液矿化阶段
埃尔特尼恩特铜-钼矿床的岩浆热液演化历

史，是根据野外观察、电子显微镜阴极发光扫描、岩

英安岩岩筒及英安斑岩岩墙时空上与铜-钼

石学研究，以及使用显微测温和激光剥蚀-电感耦

矿脉及钾化蚀变有关。根据斑晶的大小、丰度、比

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技术进行显微流体

图 3 特尼恩特矿床 6 中段（2165m）地质图（据参考文献[11]修改）
Fig. 3 Geology of Teniente level 6 (21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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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矿区安山岩岩石特征
Fig. 4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desites in the mining area
A—粗粒富斑晶安山玢岩，含 40%以上的半自形斜长石斑晶；B—粗粒贫斑晶斑状安山岩，
含自形-半自形
斜长石斑晶，
此岩石呈连贯的安山岩岩流产出，深色岩浆岩脉切割早期含磁铁矿蚀变矿物组合；C—含次
圆形长英质和镁铁质岩石碎屑的黑云母角砾岩；
D—火山碎屑角砾岩，上部为单质角砾岩，其中含有分布
于富含黑云母基质内的半棱角状安山玢岩岩屑，下部也为单质角砾岩，
由半棱角状深-浅色隐晶质岩屑
（某些岩屑具有弯曲的边缘）组成，灰色隐晶质基质中含受黑云母蚀变的细粒镁铁质岩碎屑

包裹体分析而建立起来的。矿床的岩浆热液演化

矿物、均一化特征和盐度，鉴定出 10 种流体包裹体

可划分为 4 个阶段，即成矿前的无矿热液阶段 1 和

类型。经历了铜矿床所有矿化阶段的热液演化特

主要的铜钼矿化阶段 2、3、4。热液矿化阶段 2 主要

征表现为阶段 2 期间，由于相分离而产生气相收

特征表现为形成石英-硬石膏网脉和角砾岩，夹黄

缩，在两相流体周围波动的压力状态下，热液系统

铜矿、斑铜矿和辉钼矿。阶段 1 和 2 与普遍的钾长

的 整 体 冷 却 导 致 流 体 的 转 变 ，即 从 阶 段 2 的 约

石化有关。热液矿化阶段 3 表现为形成含黄铁矿、

410℃和 300bar 的两相流体，转变为矿化阶段 3 低

黄铜矿、斑铜矿和辉钼矿的石英-硬石膏矿脉，并伴

于 350℃和 200bar 来源于岩浆气体冷却和收缩的

有绢云母化蚀变。热液矿化阶段 4 与巨型布莱登火

低盐单相流体。铜矿化主要形成于气相及其低盐

山角砾岩筒相关，主要表现为形成角砾岩和少量矿

度液态衍生物中，这意味着大量的流体中 Cu 的初

脉，矿脉含电气石、绢云母及少量砷黝铜矿、斑铜

始含量很高（1.2%±0.4% Cu）。矿床通过阶段 2 到

矿、黄铜矿等低温矿物组合，在局部岩石孔洞中还

阶段 4 的演化，Cu/（Na+K+Mn+Fe）值下降超过 4

[10]

见到晚期形成的石膏 。
根据岩石学和显微测温准则，例如相比例、子

倍，表明铜硫化物的沉淀多发生在 410~320℃。由
同时发生的石盐饱和可知，最高的 Mo 浓度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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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埃尔特尼恩特矿床长英质至中性侵入岩岩石学和地质年代学特征
Table 1 Petrology and geochronology of the felsic to intermediate
intrusive rocks at the El Teniente deposit
侵入岩名称

苏埃尔石英
闪长岩

灰色斑岩

产出位置
矿床东南部

外层到内部

安粗岩岩墙
煌斑岩岩墙

等粒结构

年 龄
7.4±1.0~7.1±1.5Ma
（K/Ar 年龄）

斜长石、黑云母、钾长石、石英、

斑状结构，含 30%~50%斑晶，

6.15±0.16Ma，5.59±0.17Ma

绢云母、绿泥石和硬石膏

基质为细晶状

（锆石 U-Pb 年龄）

斜长石、黑云母、钾长石
（条纹长石）和硬石膏

英安岩

英安斑岩

绢云母、绿泥石和绿帘石

矿区安山岩的接触带附近

筒，也沿接触带侵入苏埃尔

岩石结构

斜长石、角闪石、黑云母、钾长石、石英、

侵入苏埃尔英安岩，产于与

产于英安斑岩以东的若干岩
英安岩岩筒

矿物成分

斑状结构，不等粒状基质

基质为石英-斜长石-钾长石质，

斑状结构，含 30%~50%斑晶，基质为

斑晶为斜长石、石英和黑云母

细晶（<0.12mm）到粗粒（达 0.5mm）状

产于面积为 1500m×200m 的

基质为石英-斜长石-钾长石质，

英安岩岩墙的北端

斑晶为斜长石、石英和黑云母

自形斑状结构，基质细晶状

产于英安岩岩墙的中部
产于上述所有侵入岩单元的

基质为石英-长石-黑云母质，斑晶为

接触带

斜长石、钾长石、黑云母和石英

与布莱登岩筒及北东走向力 基质为石英-斜长石-钾长石质，斑晶为斜

6.46±0.11Ma（锆石 U-Pb 年龄）和
5.67±0.19Ma（黑云母 K/Ar 年龄）
6.28±0.16Ma 和 5.50±0.24Ma，
6.11±0.13Ma 和 5.48±0.19Ma
（锆石 U-Pb 年龄）
5.28±0.1Ma（锆石 U-Pb 年龄），
4.7~4.5Ma（黑云母 K/Ar 年龄）

半自形斑状结构，基质粗晶状

未测年龄

含围岩捕虏体<20%

未测年龄

斑状结构，含 30%~50%的显晶体，

岩墙呈同心状产出

长石、石英和黑云母，岩石已绢云母化

非常细粒的细晶状基质（<0.02mm）

北东走向细脉中

角闪石、辉石、橄榄石和斜长石

细粒状、斑状结构

4.82±0.09Ma
3.85±0.18Ma

过度沸腾造成的剩余卤水中。近年来的地质年代

术对热液矿化阶段 2、3、4 的 50 余种流体包裹体进

学研究表明，在埃尔特尼恩特矿床有一历时较长

行研究，它们可分为 10 类（表 2；图版Ⅰ）。

[10]

的岩浆热液系统 。流体化学数据并未显示在上

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成矿岩浆-热液流体演

地壳岩浆房流体产生时发生过大规模的结晶分

化途径具有以下特征：在盐-水两相流体系统中，具

异，因为从成矿前到成矿时的流体中 Ce/（Na+K+

有整个流体系统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冷却作用，沿跨

Mn+Fe）值不变。然而，与成矿前中等盐度流体和

越两相流体表面的陡坡上升，在减压和冷却的情况

其他十分相似的主量和微量元素相比，铜矿化的

下，液相分离作用持续发生，从而在热液矿化阶段 2

起始与推测的主要成矿流体中 Cu、Mo、Li 和 Fe 的

和 3 期间，不断形成少量高盐度流体和大量含 Cu

浓度呈 4~10 倍的增长同时出现。因此认为，富含

（约 1%）气体，这种气体收缩成单相流体的特征是矿

Cu、Mo、Li 或 S 的挥发相注入到早已活动并在演

化阶段 2（钾质蚀变）向矿化阶段 3（绢云母蚀变）转

变的上地壳岩浆-热液系统中，才能引起这类超大

变，以及矿化阶段 3 向矿化阶段 4（绢云母蚀变）转

型富铜矿床的产生 。

变。铜硫化物在 400~320℃温度范围内主要从具有

3.2

流体包裹体特征

不同浓度的低盐度流体中沉淀。与此相反，辉钼矿

总的来说，所有类型的包裹体都呈等体积的晶

则从高盐度流体中沉淀。

[10]

体 形 状（除 大 型 L4 类 型 的 包 裹 体 外），且 都 达 到
60μm。爆裂特征仅在 B2-2 型包裹体中出现。液态

4

矿床成因

CO2 并未在任何一个包裹体中见到。通过显微测

埃尔特尼恩特铜-钼矿床形成于中新世—上新

温，某些 CO2 络合物在个别包裹体中可被发现，但
不能归类到包裹体组合中。因此用于定量研究的

世岩浆弧内漫长的侵入活动中的最后阶段[14]。伐尔

包裹体组合通常都假定其不含显著数量的 CO2 。

铁质-中性岩床-岩柱杂岩侵入，之后便是苏埃尔石

采用岩石学鉴定、显微测温和 LA-ICP-MS 技

英闪长岩（9~7Ma 侵入杂岩体的一部分）的侵入，后

[23]

隆斯建造中的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于 11~9Ma 被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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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PlateⅠ

A. 最接近岩浆中迅速出溶液体的流体，
中等密度的流体包裹体 ID2-0；
B.盐度较高的流体
包裹体 B2-1；
C.盐度较低的流体包裹体 V2-1，为相位分离的产物；
D.超盐性流体 B2-2；
E.硅酸盐夹杂物 S2；F.中等盐度流体 B2-3；
G.均一化达到气相的流体 V2-2；
H.与 V2-2
十分相似的 ID2-1；
I.与 ID2-1 相同但出现于 3 的矿脉中的 ID3；J.超盐性流体 B3；
K.阶段 4 的流体包裹体 L4。流体包裹体照片据参考文献[23]

者与较弱的成矿前阶段的蚀变和脉系伴生。
在中新世最晚期，有大型深部长英质深成岩体

床中的压力，并且来源于 5.7~5.3Ma 上部长英质侵
入体[10]。

侵位，流体从结晶的深成岩体中出溶，形成大量岩

晚期岩浆阶段矿化持续到 4.95~4.90Ma，随后便

浆晚期矿脉和少量黑云母胶结的砾岩，还形成广泛

是短暂（<1Ma）的主要热液阶段。在主要热液阶

分布的围岩黑云母蚀变。母岩深成岩体控制了矿

段，产生了具有绢英岩晕的富含黄铜矿的矿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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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埃尔特尼恩特矿床不同热液矿化阶段流体包裹体类型、
鉴别标志及归属[24]
Table 2 Fluid inclusion types, identification signs and attribution of different
hydrothermal mineralization stages of the El Teniente deposit
矿化阶段 流体包裹体类型 气泡体积/%

阶段 2

阶段 3
阶段 4

子矿物

鉴 别 标 志

ID2-0

40~50

不透明矿物

岩石学特征与 ID2-1 和 V2-2 十分相似，但盐度和均一温度略高

ID2-1

40~50

不透明矿物

与 V2-2 十分相似，均一化作用达到液相

V2-1

80~>90

不透明矿物

偶尔与 B2-1 和 B2-2 共存

V2-2

60~80

不透明矿物

包泡占比小于 V2-1，
与 ID2-0 和 ID2-1 相似，但均一化作用达到气相

B2-1

10~20

石盐、不透明矿物

被 B2-2 的包裹体痕迹横切

B2-2

10~20

B2-3

10~20

石盐、不透明矿物

被 B2-1 和 B2-2 的包裹体痕迹横切

ID3

40~50

不透明矿物

岩石学特征与 ID2-1 相同但出现于 3 的矿脉中

B3

10~20

赤铁矿、不透明矿物

岩石学特征与 B2-1 相同但出现于 3 的矿脉中

L4

10~20

无

在矿化阶段 2 的石英晶体上生成最晚期的生长带

石盐、钾石盐、赤铁矿、不透明

蚀变产物

多种子矿物

矿物及其他盐类矿物

绢云母

绢云母

注：B—低溶性卤水；
ID—超溶性液态流体；
L—水状流体；
V—低溶性气体

些矿脉容纳了约 30%特尼恩特的铜资源。
岩浆诱发的应力松弛导致出现沉陷阶段，可能
是岩浆房岩浆流出所致，其结果是在晚期热液阶段
形成陡倾的同心矿脉和正断层。安粗斑岩和布莱
登岩筒在 4.8Ma 左右就位，与更晚期热液阶段脉系
和蚀变伴生。爆发角砾岩作用和布莱登角砾岩的
形成使母岩深成岩和末期岩浆活动发生明显的减
压。晚期东北向断裂和少量矿化脉大部分是沿着

logica de Chile, 2002, 29: 43-54.
[4]Jugo P J, Candela P A, Piccoli P M. Magmatic sulfides and Au:Cu
ratios in porphyry deposit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pper and
gold partitioning at 850°C, 100MPa in a haplogranitic melt pyrrho⁃
tite intermediatesolid solution gold metal assemblage, at gas satura⁃
tion[J]. Lithos, 1999, 46: 573-589.
[5]Sillitoe R H.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s of the largest porphyry
copper-gold and epithermal gold deposits in the circum-Pacific re⁃
gion[J]. Australian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1997, 44: 373-388.

特尼恩特断裂带活动而形成的。热液系统的衰退

[6]Richards J P, Boyce A J, Pringle M S. Geologic evolution of the Es⁃

期持续到 4.4Ma 左右。埃尔特尼恩特矿床热液演化

condida area, northern Chile: A model for spatial and temporal local⁃

的最晚阶段是小规模成矿后煌斑岩岩脉在 3.8Ma 的

ization of porphyry Cu mineralization[J]. Economic Geology, 2001,

侵入时期。

96: 27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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