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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黔东地区发现大量的钾镁煌斑岩体，具有区域椭圆状分布和局部带状产出的基本特征，据测年资料，主要形成于晚奥陶
世。结合地史演化分析，经武陵运动、雪峰运动和加里东期郁南运动及都匀运动等多期(幕)运动，在黔东钾镁煌斑岩区基底应
存在类似于“江南古陆”区菱块状构造格架的地质构造条件，并因此而控制黔东钾镁煌斑岩区域椭圆状分布和局部带状产出。
另据岩相古地理分析，黔东钾镁煌斑岩或应主要为基底构造控制下的“泥鳅钻豆腐”侵入模式，故而找矿勘查方向应主要和首
先关注已知岩区的
“攻深找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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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large number of lamproite plutons were discovered in eastern Guizhou Provence, which are distributed either as regional
elliptical pattern and/or local banding pattern. Dating information reveals that they were mainly formed in late Ordovician. Geohisto⁃
ry analyses suggest that geological structural conditions of the substrate of the lamproite pluton regions should resemble those of the
rhombic structural framework that characterized the“Jiangnan old land”, after experiencing multiphase tectonic movements including
Wuling Orogeny, Xuefeng Orogeny, and Yunan Orogeny as well as Duyun Movement in the Caledonian. The resulting geological
structural condition thus accounte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lamproite plutons, i.e., elliptical pattern in regional and banding pattern
locally. In combination of dating data and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y studies, the authors hold that lamproite plutons were emplaced
at the position with the mode of“loach throw bean-curd”,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substrate structural conditions. The prospecting
and exploration policy should primarily focus on“exploring to the deep and unknown places”of existing deposits.
Key words：lamproite; dating data;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y;“loach throw bean-curd”emplacement mode; east Guizhou Province

截至目前，在黔东发现大小钾镁煌斑岩体(脉)
730 多个，其中镇远马坪等地部分岩体含金刚石。
除 1965 年 7 月 1 日发现的马坪“东风一号”岩体

①[1]

破，甚至关于钾镁煌斑岩的区域分布和产出特征及
其控制因素分析等，均缺乏较深入的研究和规律性

和

总结。最近在思考施秉下翁哨镁铝榴石镁铬尖晶

1992 年发现的麻江隆昌岩体 [2] 有较大反响外，贵州

石自然重砂罕见特高异常②[3-4]来源和黔东钾镁煌斑

金刚石（原生矿）找矿勘查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

岩及其金刚石原生矿找矿预测勘查时，基于区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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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钾镁煌斑岩体的测年资料等，结合岩相古地理

1.2

2019 年

局部带状产出

分析，提出黔东钾镁煌斑岩可能主要为“泥鳅钻豆

区域内椭圆状分布的各个钾镁煌斑岩区，钾镁

腐”侵位模式的新认识，希望能有助于黔东钾镁煌

煌斑岩主要呈北北东向、北东向和/或近东西向带

斑岩及其金刚石矿成矿预测和找矿勘查。

状产出。

1
1.1

镇远白坟地区钾镁煌斑岩体规模普遍较大和

黔东钾镁煌斑岩体的分布特征

相 对 新 鲜 ，呈 岩 墙 和 岩 脉 产 出 ，最 大 长 度 420～
1000m，厚 10～15m，小岩脉长约 10m，厚约 1m，各岩

区域椭圆状分布
黔东钾镁煌斑岩主要集中产于镇远马坪、
白坟、

体的延伸及岩群展布均呈北北东向带状(图 2)，与岩

[1,5]

区内近东西向断裂构造关系不吻合。岩石斑晶矿

思南塘－魏家屯、
冲牛、
溪头 、
三穗捆双、
剑河岑松、
[6]

[2,7]

台江南牛－榕江平阳－雷山大塘 、
麻江隆昌 、
黄平
[8]

物(占 40%～60%)主要为钛金云母、透辉石、假象白

东坡、
施秉柳塘－黄泥庆、
曹马龙－大坪－桃家塘 等

榴石、假象橄榄石(皂石化、碳酸盐化)等，基质见透

局部地区，
在区域上围成北东向的椭圆状分布（图1），

长石、碱镁闪石等[1,5]。

短轴上从南东向北西，
钾镁煌斑岩侵入层位由老（新

镇远冲牛和溪头钾镁煌斑岩呈北东向带状分

元古界青白口系番召组）变新（奥陶系大湾组），
北东

布，其中溪头岩体规模较大，但所谓的控制断层甚

向长轴两端的镇远和麻江地区，
钾镁煌斑岩侵位于寒

至短于岩带(图 2)。

武系，
岩体数量最多，
其中马坪地区（含金刚石）钾镁
煌斑岩群大体产于椭圆的焦点区。

麻江隆昌地区钾镁煌斑岩群，
明显表现为 2 个方
向的带状分布，
中北部岩带长 8.5km，
呈北北东向（图

图 1 黔东钾镁煌斑岩体呈椭圆状区域分布特征②-⑥
Fig.1 Regional elliptical occurrence pattern of the lamproite plutons in eastern Guizhou Province
Ｋm—白垩系茅台组；P-T—二叠系-三叠系；
D-P—泥盆系-二叠系；
D—泥盆系；S—志留系；
O—奥淘系；
∈—寒武系；Nh-Z—南华系-震旦系；
Qb—青白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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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镇远白坟、冲牛和溪头钾镁煌斑岩分布③④
Fig. 2 Occurrence of the lamproite plutons in Baifen, Chongniu and Xitou areas of the Zhenyuan region
Km—白垩系茅台组；
Ot—奥陶系桐梓组；∈Ols—寒武系-奥陶系娄山关组；∈s—寒武系石冷水组；
∈q—寒武系清虚洞组；
∈p—寒武系耙榔组；∈b—寒武系变马冲组；
∈j—寒武系九门冲组

3），
南部龙山－东部王家寨岩带长5km，
为北东东向或

在中国最早发现原生金刚石矿的马坪地区，
厚达

近东西向，
无相关控制断层对应，
两岩带的岩体规模普

2.6m的
“东风一号”
岩体（D1）呈岩床产出，
其他岩体长

遍较小，
但交会处——大塘地区岩体规模较大，
最大出

几米至200多米不等，
厚或宽多为几十厘米，
呈陡倾脉

2

露面积20000m ，
显然隐伏构造条件较有利。

状产出，
岩群呈东西向带状（长度大于6km）分布，
普遍
认为与深冲断裂有关，
但菖萄塘以南的东西向岩带并
无相应控制断层展布，
菖萄塘以北岩体还表现为北东
向的带状产出特征（图4）。岩石斑晶以假象橄榄石（绿
泥石化蚀变）为主，
次为镁铝榴石（浑圆状），
基质以金
云母和假象橄榄石为主，
含磷灰石、
金红石、
铬尖晶石、
锐钛矿等少量副矿物[1,5]，
D1等部分岩体含较富金刚石
（细粒），
但因岩体较小而资源量有限。
镇远思南塘—魏家屯地区，钾镁煌斑岩群可分
为 2 个长 6～8km 的北东向岩带，规模较大的岩脉也
均呈北东向长条状产出（图 5）。其中韭菜坪-魏家
屯岩带北部还表现为明显的东西向展布特征，但与
断层的空间关系不密切或不明显。
其他岩区岩体规模普遍较小，长几米至几十
米、厚几厘米至几十厘米不等。图 6 为施秉曹马
龙－大坪－桃家塘东西向钾镁煌斑岩带，岩体产于
中下寒武统页岩、白云岩中，其中大坪 2 个岩体特征
明显，一个包含大量围岩的页岩角砾等（角砾状钾
镁煌斑岩体？
），一个含较多的鲕粒状胶黄铁矿，具

图 3 麻江隆昌-龙山钾镁煌斑岩分布

⑤⑥

Fig. 3 Occurrence of the lamproite plutons in LongchangLongshan areas of the Majiang region
∈Ols—寒武系-奥陶系娄山关组；
∈g-s—寒武系高台组-石冷水组；
∈q—寒武系清虚洞组；
∈p—寒武系耙榔组；
∈j-b—寒武系九门冲组-变马冲组

有很好的侵位环境指示意义。

2 黔东钾镁煌斑岩测年数据及其侵位环境
2.1

黔东钾镁煌斑岩测年数据
马坪向阳山 22 号和思南塘 2 号钾镁煌斑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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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镇远(马坪)菖萄塘-大塘哨-黄东铺钾镁煌斑岩分布④
Fig. 4 Occurrence of the lamproite plutons in Changtaotang-Datangshao-Huangdongpu areas of the Zhenyuan (Maping) region
Q—第四系；Ot—奥陶系桐梓组；∈Ols—寒武系-奥陶系娄山关组；
∈s—寒武系石冷水组；∈q—寒武系清虚洞组

年龄为 369Ma、368Ma 和 468Ma（全岩 K-Ar 法）⑦，马

法年龄分别为 435.54±13.78Ma 和 442.67±9.58Ma；

坪 1 号 和 2 号 钾 镁 煌 斑 岩 全 岩 K- Ar 法 年 龄 为

思南塘和马坪－溪头钾镁煌斑岩全岩 Sm-Nd 法年

340Ma 和 467Ma，溪头钾镁煌斑岩钛金云母 K-Ar 法

龄为 530±17Ma 和 502±27Ma，全岩 Rb-Sr 法年龄为

年龄为 536Ma 和 654Ma，白坟钾镁煌斑岩全岩 K-Ar

501.2±4.6Ma 和 497±20Ma，深部地幔热物质在寒武

法年龄为 385Ma、409Ma 和 316Ma，钛金云母 K-Ar

纪末—奥陶纪初（503～497Ma）上涌侵位，岩浆热事

法 年 龄 为 412Ma 和 399Ma，形 成 时 代 可 取 488～

件冷却终止于 442.67～435.54Ma[11]。可见黔东钾镁

399Ma（奥陶纪—志留纪）[9]；白坟钾镁煌斑岩年龄为

煌斑岩侵位时间主要集中于晚奥陶世，与华北地台

475.4±7.5Ma（云母样品），马坪钾镁煌斑岩 U-Pb 年

辽南金伯利岩的侵入时间（集中于中晚奥陶世—泥

龄为 438Ma ；思南塘和溪头钾镁煌斑岩全岩 K-Ar

盆纪）和山东蒙阴地区金伯利岩的侵入时间（集中

[10]

图 5 镇远思南塘-魏家屯钾镁煌斑岩分布③
Fig. 5 Occurrence of the lamproite plutons in Sinantang-Weijiatun areas of the Zhenyuan region
Q—第四系；∈Ols—寒武系-奥陶系娄山关组；
∈g-s—寒武系高台组-石冷水组；
∈q—寒武系清虚洞组；

∈j-p—寒武系九门冲组-耙榔组；Zds-lc—震旦系陡山沱组-留茶坡组；Nhn—南华系南沱组；
Qbq—青白口系清水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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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施秉曹马龙-大坪-桃家塘东西向钾镁煌斑岩带分布②
Fig. 6 Occurrence of the lamproite plutons band in an EW-trending direction in Caomalong-Daping-Taojiatang
areas of the Shibing region
Q—第四系；
∈g-s—寒武系高台组-石冷水组；
∈q—寒武系清虚洞组；∈p—寒武系耙榔组

于晚奥陶世)[12]基本一致。

积，雪峰运动（Z/Nh）使贵州发生向南东掀斜的不

2.2

黔东晚奥陶世岩相古地理及钾镁煌斑岩侵位

均匀抬升运动[14]。普遍认为武陵(四堡)运动和雪峰

环境

运动构成（扬子）地台的双层基底（结构）。

在黔东钾镁煌斑岩侵位时期，包括寒武纪—晚

进入加里东期，黔东地区处于大陆斜坡沉积环

奥陶世，麻江—施秉－镇远—三穗地区的岩相古地

境。寒武纪末华南发生的郁南运动，形成云开地区

理环境为局限台地→开阔台地→内陆棚→台地边

由南向北的推覆构造及广西大明山-大瑶山东西向

缘（相），而雷山—榕江（包括台江南牛）—剑河岑松

褶皱带 [17]，黔东下寒武统普见的灰岩和白云岩滑塌

地区，
为台地边缘斜坡及广海陆棚（相），
至晚奥陶世

角砾岩或集块岩，应为郁南运动导致的震积岩。随

（末），
滇黔桂古陆才扩展到镇远—三穗一带[13-14]。总

后贵州南部发生都匀运动（志留纪/奥陶纪），区域

之，黔东钾镁煌斑岩侵位时，黔东地区处于海相沉

挤压作用形成黔中背斜、麻江背斜及一些断裂等古

积建造进程，除围岩为青白口系浅变质碎屑岩可能

构造，使黔中、黔南等地抬升为陆，并为加里东末期

已成岩外，侵位于寒武系—奥陶系下统（页岩和碳

及之后的构造运动奠定基础[18]。黔中隆起在郁南运

酸盐岩）的钾镁煌斑岩，应为侵入于正在形成的沉

动形成最早雏形（水下隆起），是云开地块、桂滇-北

积建造层中。施秉大坪钾镁煌斑岩脉富含的鲕状

越地块及扬子板块与华夏地块共同挤压脉动式收

胶黄铁矿细粒，即表明其形成于还原环境的海底或

缩造成的平缓纵弯继承性古隆起，都匀运动使其发

海底浅部环境。

展至
“鼎盛期”[19]。

3
3.1

黔东钾镁煌斑岩产出条件分析

3.2

主要
“基底构造”
为了阐明钾镁煌斑岩产出控制因素，本文所指

黔东地史背景

的“基底构造”，除真正意义上扬子地台基底发育的

贵州的地质记录始于新元古界蓟县系梵净山

褶皱断裂构造外，还包括加里东期郁南运动和都匀

群和四堡群，当时可能处于北侧川中古陆不断向南

运动形成的断裂构造等，以区别于钾镁煌斑岩的侵

增生的陆缘大洋地壳环境，在格林威尔运动（武陵

入围岩（寒武系—奥陶系）的断裂构造。

或四堡运动，约 820Ma）期间，扬子古陆与华夏古陆

3.2.1

（？
）汇聚碰撞，梵净山群、四堡群等地层变形变质及

东西向断裂构造
2002 年，吉林大学王世称教授在指导贵州地调

花岗岩形成[14-15]，构成 Rodinia 超大陆的组成部分[16]。

院进行航磁求导解译时，发现东西向构造为贵州最

随后为挤压后拉伸环境，黔东接受陆缘斜坡相复理

早形成的地质构造。1∶20 万黎平幅等区域地质图⑧

石建造沉积，以及其后裂陷槽的南华纪海相冰碛沉

亦隐现东西向构造的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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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阳-镇远深大断裂构造

2019 年

纪断陷盆地红层，剑河岑松钾镁煌斑岩产于断裂

如图 1 所示的 F1 断层，总体走向近东西向，全
长超过 400km，主断面倾向南，倾角 60°～70°，为深

带，另有剑河温泉分布，表明其长期的活动性。
3.2.3

切基底的长期活动构造，大体经历 7 个活动阶段:①

麻江古背斜
为晚奥陶世都匀运动所形成，轴线位于麻江与

震旦纪—寒武纪水下正滑阶段；②中奥陶世—早志

隆昌之间，向南延伸至都匀附近倾伏，向北被麻

西（运动）期正滑兼右行压剪性阶段；④中晚二叠世

括地台基底地层、盖层寒武系—奥陶系等建造层。

留世末都匀（运动）期大幅正滑阶段；③志留纪末广

东吴（运动）期张裂阶段；⑤早侏罗世—早白垩世早

燕山期右行压剪性阶段；
⑥晚白垩世—渐新世晚燕山
期挤压、
左行剪切阶段；
⑦中新世至今喜马拉雅期压

剪性阶段。其中，
断裂带真正开始剧烈活动的时间是

江－隆昌－凯里古断裂阻隔[18]。古背斜构成地层包
麻江隆昌—龙山一带钾镁煌斑岩产于古背斜东翼，
可能系加里东建造层之下隐伏断裂构造控制，亦或
受背斜翼部褶皱拐点构造软弱带的共同制约[24]。
3.3

钾镁煌斑岩围岩断裂构造

都匀运动期，
并引发深部超基性岩浆活动（镇远马坪

图 1—图 6 显示的大量断裂构造主要发育于钾

地区)及二叠纪的再次活动(镇远钾镁煌斑岩 LA-

镁煌斑岩的围岩——寒武系及奥陶系中。因此，这

ICP-MS锆石U-Pb年龄261.3±8.0Ma） 。

些断层必然在加里东建造层（寒武系—志留系）成

[20]

（2）麻江-雷山隐伏纬向构造？
[6]

任怀翔等 在总结黔东钾镁煌斑岩分布特征时

岩之后才开始形成，晚于前述古褶皱断裂构造的
（基底构造）形成，可称为
“围岩断层”
。

发现，可大体划分为 2 个纬向带，即黄平东坡-施秉

由于多期次构造变动作用，早期形成的断裂构

翁哨-镇远马坪的（北纬）27°钾镁煌斑岩带、麻江

造多被后期构造运动继承和发展，并在后期建造层

隆昌-雷公山-榕江平阳（及台江南牛）的（北纬）

中形成显著的断裂构造形迹。根据上述钾镁煌斑

26.5°岩带，两带间距 50km。前者与贵阳-镇远东西

岩测年结果及其侵位背景岩相古地理分析，上述

向深大断裂关系密切，后者地表东西向构造不明

“围岩断层”的形成时间晚于钾镁煌斑岩的侵位时

显 ，但 不 排 除 隐 伏 纬 向 构 造 的 存 在 及 其 控 制 的

间。因此，区内大量钾镁煌斑岩的侵位，不应受“围

结果。

岩断层”
控制，
而应受
“围岩断层”
形成之前的
“基底构

3.2.2

造”
控制，
一些与钾镁煌斑岩空间关系密切的
“围岩断

北东—北北东向断裂构造
黔东地处中国大兴安岭-太行山-武陵山重力
[21]

梯级带 南段的松桃-榕江深断裂带范围。松桃-

层”
，
或为相应
“基底构造”
继承发展的结果。
3.4

榕江断裂带由图 1 所示的施洞口断层（F2）、雷山-台
江-三穗断层（F3）等众多断层组成，宽达 80km。
（1）施洞口断层（F2）

黔东钾镁煌斑岩椭圆状分布的控制浅析
前已述及，
地质构造的发育，
首先表现为对先存

构造的继承和发展，
然后才是新组构的形成。作为扬
子地台双层基底上层结构的新元古界，
在镇远—麻江

施洞口断层为全长约 450km 的区域性北东向

地区，经历武陵运动、雪峰运动、郁南运动、都匀运

张家界-铜仁－凯里－南丹断裂带的中南段，前震

动等多期（幕）地质构造变动时，继承发展和（新）形

⑨

旦纪以来长期活动 ，由多条次级断层组成。地表

成的诸如贵阳-镇远深大断裂、松桃-榕江深大断裂

破碎带宽 300～500m，主断层倾向南东，倾角 30°~

构造带等东西向和北东或北北东向“基底构造”，相

80°，由浅到深断层倾角逐渐变缓，显示逆掩推覆性

互交切，构成类似于黔东“江南古陆”菱块状构造格

质，水平距离 12～15km，由多条断层多期次小规模

架的雏形。笔者认为，正是这些菱块状构造格架，

位移叠加而成。主推覆变形发生在燕山期，后受太

即不同方向断裂构造及其交会对钾镁煌斑岩的控

平洋构造域控制[22]。

制，使黔东钾镁煌斑岩群、带（东西向或/和北北东

（2）雷山-台江-三穗断层（F3）
断层走向 10°～55°，在台江附近呈向西突出的
弧形拐弯，全长 300km，破碎带宽几十米至百余米，

向及北东向），在区域上构成以菱块角点及其边线
为基本框架的区域椭圆状分布特征。
3.5

基底构造控制下的
“泥鳅钻豆腐”式侵位模式

为强烈挤压作用的断面倾向南东的逆冲断层（弧顶

测年资料显示，黔东地区钾镁煌斑岩的侵位主

部断距 3000m），与物探解译 相符。断层切割白垩

要集中于晚奥陶世。雪峰运动后，黔东地区处于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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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接受沉积的海相环境，此时寒武纪—奥陶纪建造
层不具备能干性的脆性变形条件，钾镁煌斑岩(浆)

4

的上涌侵位，可理解为类似“泥鳅钻豆腐”的过程和

33

慎重应用断裂构造控制论
由于施秉—镇远一带的钾镁煌斑岩沿镇远-贵

结果，因此其空间上的定向分布，应为“基底构造”

阳大断裂展布关系显著，而马坪（含金刚石）钾镁煌

控制的结果，可称为“基底构造”控制下的“泥鳅钻

斑岩产于镇远-贵阳大断裂与三都-凯里大断裂交

豆腐”侵位模式。

会（锐角）内侧，因此常解释为深大断裂的控制[28]。

正是由于这种侵位模式，黔东钾镁煌斑岩体的

但在找矿勘查过程中，常将各岩区与钾镁煌斑

规模普遍较小或很小，部分还表现为无根产出及一

岩空间关系较密切的断层视为岩体产出的控制构

[25]

定的随机性特征。另外，来自地台深部软流圈 的

造，并用以指导成矿预测及找矿勘查工作部署。显

（含金刚石）钾镁煌斑岩浆，沿超深大断裂构造上升

然有悖于黔东钾镁煌斑岩侵入时代与其“围岩断

后，因塑性建造层的屏蔽阻挡，很可能在软硬岩层

层”的时序关系。前已述及，钾镁煌斑岩侵入时其

界面挤压扩展形成一定的岩浆房及岩床，应为“攻

围岩（青白口系除外）仍为沉积建造过程，不具备脆

深找盲”的预测目标之一。

性断裂构造形成的条件，不应存在“围岩断层”控制

对比金伯利岩浆侵位管状模型（包括根部相、

钾镁煌斑岩产出的问题。

火山通道相和火山口相） ，由于黔东钾镁煌斑岩

图 2—图 6 清楚地显示了各岩区钾镁煌斑岩体

“泥鳅钻豆腐”的侵位特征，岩体以岩脉、岩墙、岩床

与断裂构造的空间关系。其中，镇远白坟、麻江龙

等产状为主，应该较难形成岩管，关于马坪“东风一

山、马坪菖蒲塘、魏家屯、施秉大坪—桃家塘等地，

号”等岩体是否系岩管并经剥蚀仅存根部相的争

钾镁煌斑岩体明显与各断裂构造关系不密切，甚至

论，
难免牵强附会。

岩带展布与各区断裂构造方向不符，镇远溪头岩区

[26]

但是，还是希望存在部分猛烈喷发的情况，或
在志留系/奥陶系界面，形成类似西澳阿盖尔的钾

断裂构造还没有岩带长，施秉大坪—桃家塘一带没
有与钾镁煌斑岩体带对应的断裂构造发育。

镁煌斑岩管，成为主要找矿靶区和对象。
3.6

上述提出的“基底构造”控制下的“泥鳅钻豆

施秉下翁哨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自然重砂

腐”的侵位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黔东各岩区钾镁

异常来源的初步解释

煌斑岩的断裂构造控制问题。因为钾镁煌斑岩侵

贵州中东部地区分布大量金刚石和镁铝榴石
⑩

位在前，
“ 围岩断层”形成在后，有些貌似控制断裂

及铬尖晶石等指示矿物的自然重砂异常 ，其中很

的“围岩断层”，或系相应“基底构造”继承性发展的

多异常长期未能解释其来源。理论和逻辑上比较

结果，因此在成矿预测及找矿勘查中，应利用构造

好 解 释 的 ，当 属 远 程 冰 川 海 相 扩 散 多 次 转 嫁 补

历史分析等方法进行解析，慎重使用泛断裂构造控

[27]

给 。但施秉下翁哨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自然
重砂异常含量高，3.5L 原样含有 250 颗镁铝榴石和
3500 颗铬尖晶石，镁铝榴石每 80L 样有 2700 粒、铬

制论。

5

黔东钾镁煌斑岩及金刚石成矿预测找矿
方向

5.1

预测依据原则
（1）就矿找矿论

尖晶石多得已难以计数 ② ，1.5m3 样品含镁铝榴石
5440 粒、铬尖晶石大于 10000 粒 [4] ，应用远程冰川海
相扩散多次转嫁补给的观点很难解释。而利用
“基底构造”控制“泥鳅钻豆腐”侵位模式则可以较
好地解释。

就矿找矿理论为朱训倡导，是在已经开采矿区
或已发现矿产地区附近进行矿产普查的一种找矿

因为可能的
“泥鳅钻豆腐”
侵位模式，
必然有部分
钾镁煌斑岩体构成无根岩体，
在地史中可被一次性剥
蚀殆尽，
对于贵州施秉下翁哨镁铝榴石和镁铬尖晶石
②[3-4]

自然重砂罕见的特高异常

，
极可能是附近或就近

某个富含镁铝榴石、
镁铬尖晶石等矿物的无根钾镁煌
斑岩体，
就近完全剥蚀和风化残积的结果。

途径，长期以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表现为：
①就浅部矿找深部矿；②就本部矿找外围矿；③就
本类型矿找它类型矿；④就本种矿找它种矿；⑤就

贫矿找富矿；⑥就小富矿找大贫矿；⑦就表外矿找
表内矿；⑧就矿物找矿床；⑨就露头矿找盲矿；⑩就

找矿标志找矿等形式 [29]。其理论基础包括：①矿床

34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地 质 通 报

成矿系列理论；②成矿系统理论；③矿床模型理论；
④矿床分布丛聚性理论；⑤构造等距性分布理论；
⑥矿床带状分布理论；⑦矿体侧伏理论等 。
[30]

2019 年

和局部带状产出，可综合提出“基底构造”控制下的
“泥鳅钻豆腐”侵位模式。在找矿勘查过程中应慎
重应用泛断裂构造控制论，而应依据就矿找矿论和

对于黔东钾镁煌斑岩及其可能的金刚石原生

“基底构造”控制及综合信息等，在黔东钾镁煌斑岩

矿，同样适用于就矿找矿论的指导，在各岩区、带及

及其金刚石矿的成矿预测和找矿勘查中，已知钾镁

其附近和深部一定范围，可依据就矿找矿理论进行

煌斑岩区、带及其附近，尤其是不同方向岩带交汇

成矿预测和找矿勘查。

处，及至一定深度范围解析的“基底构造”带，志留

（2）
“基底构造”控制
如前所述，黔东钾镁煌斑岩为“基底构造”控制
下的“泥鳅钻豆腐”侵位模式。因此，
“基底构造”是
钾镁煌斑岩及其金刚石矿的主要控制因素，应成为
找矿预测的主要依据。
（3）界面预测
基于黔东钾镁煌斑岩可能的“泥鳅钻豆腐”侵
位分析，如前所述，沿超深断裂构造上涌的幔源岩
浆，因加里东塑性建造层的屏蔽阻挡，有可能在软
硬界面间挤压形成规模岩床，在志留系/奥陶系界
面因猛烈喷发而形成钾镁煌斑岩管，也应成为“攻
深找盲”的主要努力方向。
（4）综合信息预测
由于岩浆事件必然伴生一系列汽（气）液物质
活动，其与围岩发生各种物质化学成分交换反应，
形成各种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甚至遥感影像等异
常，因而综合信息应是最主要的找矿标志之一。
5.2

成矿预测及找矿勘查方向
根据前述黔东钾镁煌斑岩区域椭圆状分布和

局部带状产出特征，尤其是基于测年资料，结合岩

系/奥陶系界面，以及加里东建造层底界等构造部
位，应为优先重点关注的方向或靶区。
致谢：衷心感谢审稿老师对论文提出的建设性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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