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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秦岭金矿田中生代构造演化与矿床形成*
张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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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金矿主产地之一, 小秦岭变质核 杂岩经历 两期不同性 质的伸 展。第一

期为沿周缘拆离断层发育、
方向与 造山带 平行的 同造山伸 展, 上盘向 WNW 运动, 活动 时代为
距今 135~ 123 Ma, 属燕山期陆内造山形成的地壳增厚 和岩浆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期为
退化变质糜棱岩带和正断层组成的变质核杂岩内 部伸展构造, 代表 造山后进一 步隆升 导致的
垮塌, 时代为距今 120~ 106 Ma。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内部发育与 垮塌伸展同期的挤压性逆冲断
层, 由造山后残余挤压作用和构造剥蚀导 致的伸展驱动 力降低所 致。小秦岭中 蚀变千 糜岩型
金矿受退化变质糜棱岩带控制, 成因为 典型的 伸展控 矿机制, 石 英脉型 金矿 产于 内部逆 冲断
层, 成矿机制与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垮塌伸 展过程中的构造反转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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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秦岭是我国贵金属主要产地之一, 金储量和产量仅次于胶东, 占第二位。对小秦
岭成矿时代和机制, 早期认为是太古宙绿岩带型,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燕山期碰撞造山末
期成矿理论( 栾世伟等, 1985; 胡受奚, 1988) , 90 年代, 陈衍景等( 1990) 提出燕山期伸展构
造成矿模式, 并得到普遍 认同( 陈衍景 等, 1991, 1992, 1999; 石铨曾等, 1993; 胡正国 等,
1994a, 1994b; 王志光等, 1997; 胡受奚等, 1997, 1998) , 特别是构造 反转成矿理论的 提出
( 陈衍景等, 1998; 薛良伟等, 1998) , 为该区成矿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尽管小秦岭金矿
伸展构造成矿模式已基本建立, 小秦岭也被确定为典型的变质核杂岩, 但其成矿细节过
程尚未进行充分讨论。另外, 目前伸展构造的研究重点已转向机制与过程的定量解释和
详细解析, 伸展与深部热及岩浆活动的关系是当前热点问题( 张进江等, 1998a) , 因其不仅
是伸展构造的基本动力, 而且与内生矿床密切相关。就小秦岭变质核杂岩而言, 虽已进
行了诸多研究( 石铨曾等, 1993; 胡正国等, 1994a, 1994b) , 但其形成机制尚无统一的认识,
形成时代和形成过程的细节尚待研究。基于上述, 本文在详细的构造几何运动学、构造
年代学和变形机制研究的基础上, 对小秦岭变质核杂岩的形成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 探
讨其金矿成矿构造过程的细节。

2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的构造特征
小秦岭主体为 一变质核杂岩, 位于沿 华北克拉通南缘的伸展走廊( 图 1) ( Zhang et
* 本文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200022)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9802020) 成果。
张进江, 男, 1964 年 9 月生, 副教授, 构造地质学专业。
2001- 06- 19 收稿, 2001- 09- 11 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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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 1997; 张进江等, 1998b) , 伸展走廊内金矿床和金矿化点密集分布, 形成近东西向的金
矿带。金矿产区集中于走廊内各变质核杂岩, 如小秦岭、崤山、熊耳山和骊山等, 其中以
小秦岭产量与储量最高。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由晚太古- 早元古代太华群强变形的高级变质岩和燕山期花岗岩
组成, 上盘为中元古代、
早古生代和中- 新生代脆性变形的不变质或浅变质岩石, 其中包括
中元古代熊耳群火山岩。除伸展前的前中生代构造外,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内的构造主要
包括: 沿变质核杂岩周缘发育的拆离断层体系, 内部垮塌伸展构造体系和与垮塌同期的
挤压性构造。

图 1 华北地台南缘 伸展走廊示意图
Fig. 1

A sketch map showing ext ensional corridor along the southern margin of North China Craton

2 1 拆离断层体系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周缘发育完整的拆离断层体系, 自下而上构造组成包括: 糜棱状
岩带、
绿泥石化角砾岩带、
微角砾岩带和拆离断层面( 图 2, 图 3) 。
糜棱状岩带发育于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周缘, 由糜棱状片麻岩和花岗岩、
长英质糜棱
岩及少量碳酸盐岩糜棱岩组成。其内发育透入性面理和线理, 面理倾向变 质核杂岩外
侧, 产状南翼陡北翼缓, 线理走向 ESE WNW。糜棱状岩带顶部被绿泥石化角砾岩带切
割( 图 3) , 下部角砾粗大, 向上粒度变细, 其中角砾为糜棱状岩石碎屑。微角砾岩发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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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小秦岭变 质核杂岩构造及其运动学方向
周缘的虚线部分为拆离断层体系的糜棱状岩带, 实心箭头代表与拆离断层相关的透入性拉伸线理走向
及断层上盘运动方向, 空心箭头代表变质核杂岩内部垮塌伸展构造带上盘的运动方向, 其它符号同图 1
Fig. 2 A geological map of the Xiaoqinling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 showing its st ructures and kinemat ics

图 3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周缘拆离断层剖面( 剖面位置见图 2)
Fig. 3 Sect ions of the detachment fault along the margin of the X iaoqinling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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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离断层面之下( 图 3) , 与下伏绿泥石化角砾岩带呈侵位接触, 其内角砾具多世代性, 角
砾和基质均由超碎裂物质形成。该带中发育假熔岩脉体和角砾, 为拆离断层粘滑式地震
活动导致的超碎裂研磨

熔融形成( 张进江等, 1995; 张进江等, 1998c) 。良好的拆离断层

面出露于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周缘, 北翼倾角为 25 ~ 50 , 南翼一般超过 60 , 断层面之上发
育由断层角砾和断层泥组成的断层破碎带。显而易见,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的基本特征与
美国科迪勒拉西南部的变质核杂岩( Davis, 1977; Crittenden et al. , 1980; Davis and Lister,
1988) 一致, 拆离断层体系的构造特征和构造岩组合表示伸展作用下下盘的递进抬升过
程。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内普遍发育与拆离断层相关的透入性运动学线理, 主要包括糜棱
状岩带内的拉伸线理, 微角砾岩中角砾的微弱定向, 以及拆离断层面的前期擦痕。它们
总体走向为 ESE WNW( 图 2 中实心箭头) , 在变质核杂岩的南、北翼分别向 ESE 和 WNW
倾伏, 宏观和微观运动学分析表明拆离断层上盘自 ESE 向 WNW 运动( Zhang et al. , 1997;
张进江等, 1998b; Zhang and Zheng, 1999) 。
2 2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内部伸展构造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内部伸展构造体系由退化变质糜棱岩带、脆- 韧性及脆性断层组
成, 它们平行于变质核杂岩边界呈同心状分布, 切割关系表明其形成晚于拆离断层体系。
退化变质糜棱岩带向小秦岭外部倾斜, 主要由低绿片岩相绢云质糜棱岩组成, 发育透入
性面理和倾向线理。岩石变形和矿物成份证明其形成层次比拆离断层糜棱岩浅, 并发生
对拆离断层糜棱岩带的叠加和改造。小秦岭变质核杂岩近边缘部位发育犁状和书斜式
韧- 脆性和脆性正断层, 产状与退化变质剪切带一致。在上述剪切带和断层中同样发育运
动线理, 如退化变质糜棱岩带的矿物拉伸线理, 脆- 韧性和脆性断层面上的擦痕, 其中还包
括拆离断层面后期擦痕。这些线理总体向变质核杂岩四周倾伏( 图 2 中的空心箭头) , 表
明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内部伸展构造为向变质核杂岩四周的垮塌( Zhang et al. , 1997; 张进
江等, 1998b; Zhang and Zheng, 1999) 。
2 3 挤压性构造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内的挤压性构
造表现为被含金石英脉充填的逆冲断
层, 产状和分布与退化变质 糜棱岩带
一致, 但倾角较缓, 如桐沟金矿脉倾角
为 30 , 退化变质糜棱岩带倾角近 60 。
逆冲断层切割退 化变质糜棱岩 带, 其
内石英脉形成台 阶状, 台阶 宽缓和窄
陡段分别位于非糜棱岩化岩石和退化
变质糜棱岩中( 图 4) 。逆冲断层被韧脆性、脆性断层切割, 说明其形成于变
质核杂岩内部正断层伸展期间。逆冲

图4

被石英脉充填的逆冲断层总体形态及其与退化
变质糜棱岩 带的关系( 桐沟金矿, 位置见图 2)

Fig. 4 General shape of thrusts filled by quartz veins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etrograded mylonitic zones in the Tonggou gold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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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的运动学标志有: 1) 石英脉 的台
阶状形态( 图 4) ; 2) 石英脉的分支和雁
列构 造 ( 图 5) ; 3) 岩脉 逆 冲错 断 ( 图
6) ; 4) 上盘逆冲推覆构造( 图 7) 。

3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的构
造演化
如前所述, 小秦岭变质核杂 岩发

育两套伸展构造体系, 即周缘拆 离断
图 5 石 英脉的分支和雁列现象( 桐沟金矿, 位置见图 2) 层代表的 ESE WNW 向拆离伸展, 以
Fig. 5

Branched and en echelon quartz veins
in the Tonggou gold mine

图6

及内 部伸 展构 造体 系代 表的 垮塌 伸
展。与拆离断层相关岩浆岩 Ar-Ar 年
代分析确定拆离伸展活动年代为距今

岩脉的逆冲错断现象( 位置 见图 2)

a. 枣香峪钻探剖面; b. 桐沟金矿坑道内被错断的辉绿岩脉
Fig. 6 Veins cut by thrusts at Zaoxiangyu ( a) and Tonggou ( b)

135~ 123 Ma, 构造 岩 K-Ar 年 代测定 表明 垮塌的 时代为 距今 120~ 106 Ma ( 张 进江 等,
1998b; Zhang and Zheng, 1999) 。综合区域地质资料, 结合两期伸展的运动特点, 小秦岭变
质核杂岩经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伸展阶段, 拆离断层代表同造山区域伸展, 内部伸展构
造体系代表造山后垮塌伸展。由于逆冲断层既切割退化变质糜棱岩带, 又被韧- 脆性断层
切割( 图 6b) , 所以与垮塌伸展同时形成。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位于北秦岭逆冲推覆体系北侧, 其演化受扬子克拉通和华北克拉
通的汇聚控制。两克拉通对接后, 华北克拉通在燕山期发生向扬子克拉通的逆冲, 导致
地壳增厚形成造山带楔体, 楔体在较大的垂向压力梯度和重力势能差作用下产生重力扩

1期

张进江 等: 小秦岭金矿田中生代构造演化与矿床形成

图7

79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东南侧上盘与内部伸展构造同期发生的逆冲推覆现象( 位置见图 1)
Fig. 7

Thrusts in the upper plate of the Xiaoqinl ing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
occurring simultaneously with extension within the complex

散。造山增厚产生深部壳幔混熔, 形成 165~ 135 Ma 的大规模岩浆侵位 。上述因素产生
颈缩伸展( 图 8a) , 岩浆上涌、
加热和流体作用使造山带楔体发生拆离伸展( 图 8b) 。由于
该伸展发生于同造山期, 正在发生作用的南北向造山挤压使楔体物质平行于造山带侧向
逃逸, 形成时代为 135~ 123 Ma 的 ESE

WNW 向同造山拆离向伸展。拆离伸展导致拆离

断层及下盘隆升, 形成小秦岭变质核杂岩的雏形( 图 8c) , 并使变形机制由韧性转变为脆
性变形, 糜棱岩被绿泥石化角砾岩叠加, 形成典型的拆离断层构造岩组合。
造山带于 123 Ma 进入造山后均衡隆升阶段, 根部拆沉或热侵蚀造成大规模重熔和
花岗岩体侵位, 使变质核杂岩进一步隆升导致垮塌伸展( 图 8d) 。垮塌使上盘岩石沿拆离
断层面下滑, 并在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内产生正断层内切作用, 形成内部伸展构造体系的
退化变质糜棱岩带。持续的抬升使变形机制由韧性转为脆性, 产生韧- 脆性断层和脆性断
层。白垩纪末期和第三纪初期,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出露地表, 形成现在形态( 刘树文等,
1998; Zhang and Zheng, 1999; Zhang et al. , 2000) 。
造山后垮塌伸展阶段, 南北向挤压体制并未消失, 而是呈衰减状态存在。构造剥蚀
的减薄作用使伸展作用的重力驱动力减小, 当重力驱动力减至小于衰减状 态的挤压力
时, 南北向挤压体制重新作用, 形成小秦岭内部的逆冲断层。

4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内金矿与构造的关系及成矿机制
小秦岭变质核杂岩金矿主要有 3 种类型: 石英脉型、蚀变千糜岩型和蚀变围岩型( 胡

正国等, 1994b) 。石英脉型和蚀变千糜岩型金矿与退化变质糜棱岩带伴生, 所以曾普遍认
为它们均受伸展构造控制。本文认为, 两类金矿成矿时间和成矿机制不同, 蚀变千糜岩
型金矿早于石英脉型金矿, 前者形成于伸展体制的退化变质糜棱岩带, 后者充填于逆冲
断层并与逆冲断层同期形成, 成矿环境为挤压体制。
蚀变千糜岩型金矿产于退化变质糜棱岩带, 矿化蚀变体与糜棱岩中密集发育的构造
面理平行, 表现为构造岩经受蚀变的成矿特点。金矿的形成温度相当于绿片岩相, 与退
河南省地质矿产局. 1993. 太峪口、巴楼和岳渡幅 1 5 万区域地质图调查报告.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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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秦岭变质核杂岩的形成机制和构造演化

a. 135 Ma 之前地壳增厚和同造山岩浆侵位形成颈缩伸展; b. 135~ 123 Ma 同造山拆离伸展;
c. 变质核杂岩抬升; d. 123 Ma 之后岩浆上涌导致的造山后垮塌伸展, Ar- Pt1 . 形成变质核杂岩的基底岩系;
Pt-Pz.
上盘岩系; K2-N . 盆地沉积
2
Fig. 8

A scheme for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 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Xiaoqinling metamorphic core compl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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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变质糜棱岩带基本相同( 胡正国等, 1994b; 张进江等, 1998b; 尉向东, 1996) 。可见其成
矿与退化变质糜棱岩带的形成密切相关, 即剪切带热动力作用的结果, 剪切构造面理为
成矿介质的运移、
蚀变和沉积成矿提供了空间。
石英脉型金矿的分布与退化变质糜棱岩带相同, 但金矿脉的直接控制构造并非糜棱
岩带, 而是挤压性构造。形成含金石英脉的温度条件低于退化变质糜棱岩带( 胡正国等,
1994b; 尉向东, 1996; 薛良伟等, 1996) , 两者的产 状不同, 矿体倾角缓于退化 变质糜棱岩
带, 且其产状特征指示逆冲运动( 见图 4 和图 5) 。桐沟金矿含金石英脉一般由石英生长
条带和围岩碎屑条带相间形成( 图 9) 。碎屑条带无重力下沉, 部分碎屑呈椭球状定向排
列, 并发育书斜式构造。石英脉中黄铁矿发生压碎现象。石英生长方向指示逆冲性质,
颗粒边缘受挤压形成重结晶, 晶胞参数、面网间距和 X 射线衍射强度比标准石英小( 尉向
东, 1996) 。上述特征与加拿大 Abitibi 金矿的特征一致( Boullier and Robert , 1992) , 说明石
英脉是在挤压环境下通过多次矿液超压致裂 沸腾成矿 愈合作用形成的, 即断层阀模
式( Sibson, 1977) , 但挤压性构造发生于变质核杂岩垮塌伸展期间, 所以成矿背景可能仍
属伸展体制。
研究表 明, 小 秦岭金矿 的矿源层 由变
质核杂岩下盘太华群经元古代熊耳群火山
喷发覆盖和深源岩浆贯入形成( 陈衍景等,
1992; 胡 正 国等, 1994b; 薛 良伟 等, 1996) 。
矿源 层由于伸展和岩浆上涌而抬升, 抬升
过程中发生碱交代 使 Si 迁移, 并活 化 Au、
Ag、
Cu、
Pb 和 Zn 等形成成矿物质。垮塌伸
展形成的开放体系为其运移提供了 条件,
并引起氧化还原环境的改变使成矿物质发
生沉淀成矿。伸展形成的剪切扩容为成矿
物质 富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使之弥散成
矿而不易富集。伸展过程中挤压体制的再
次活动使开放系统封闭, 矿液活动被限制,

图9

含金石英脉的条带状构造
( 桐沟金矿, 位置见图 2)

挤压力积累使矿液流体压力超过静岩压力

Fig. 9 The banded structures of the gold- bearing

产生 流体超压, 围岩超压致 裂导致逆冲作

quartz veins at Tonggou

用, 使体系连通形成开放体系, 矿液因压力
骤降出现沸腾引起物物化学条件变化, 促使矿物沉淀形成石英及其它矿物。矿物沉淀使
破裂愈合形成封闭系统, 流体压力再次积累产生致裂与愈合, 如此重复形成大型富集金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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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AND ORE-DEPOSITS
FORMATION IN THE GOLD MINE FIELD OF XIAOQINLING
Zhang Jinjiang Zheng Yadong Liu Shuwen
( School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Xiaoqinling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 experienced two stages of extension with different
mechanism. The first stage took place along the detachment fault developing along the margin of the
complex . This stage of extension occurr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orogeny and its direct ion was parallel with the orogenic belt, i. e. , the upper plate moved toward WNW. Ages for this stage were
135 ~ 123 Ma ago, which was resulted from the crustal thickening and magmatism caused by the
Yanshanian intraplate orogenic movement. The second stage extension formed retrograded myloni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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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s and normal faults within the complex, which represented the collapse of the complex caused
by the further uplift in an age ranging from 120 to 106 Ma ago. The contract ional thrusting occurred
in Xiaoqinling at the same t ime as the collapse extension within the complex. It was caused by the
residual orogenic compression and the reduction in extensional driving force due to tectonic denudation. In Xiaoqinling, the altered phyllonitic gold deposit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retrograded mylonit ic zones and their mineralization was dominated by the extensional tectonics. The quartz- vein
gold deposits were formed in the thrusts within the Xiaoqinling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 Their
formation might have a direct relat ion to the tectonic inversion during the collapse of the Xiaoqinling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
Key Words The Xiaoqinling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 Tectonic evolut ion, Extensional
structures, Contractional structures, Gold deposits, Mesoz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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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金刚石包体。徐树桐教授等阐述了对大别山构造格局的新认识。赵中岩博士和林伟博士等就苏鲁
地区的小构造进行了研究, 报道了其中发现的 榴辉岩相和蓝片岩相韧性剪切带, 并测到其主变形期 年龄
为 212~ 245 Ma。
在 超高压变质作用 讨论中, 中外科学家的报告 涉及哈萨 克斯坦柯克 其塔夫地 块、
南 非赞伯兹 带、
欧洲阿尔卑斯山和我国中央造山带等超高压变质带, 讨论内容涵盖了新发现的超高压矿物( 相) 、
超高压
环境中的流体活动、
超高压变质地体的地球化 学与年代学、
超高压变质过程的岩石学和实验岩石学 证据
等方面。其中特别引 起听众兴趣的是新发现的超高 压矿物 ( 相) , 这些 矿物( 相) 除 S. Omori 报道 的大别
山大理岩中的含钛粒硅镁石外, 主要见于深俯 冲岩石在折返过程中形成的出溶体, 如 H. Green 教授报道
了苏鲁石榴石橄榄岩透辉石中的 10A 的 2 1 层状硅 酸盐矿物相 出溶体, 张儒瑗教 授报道 了苏鲁 橄榄岩
斜方辉石中的单斜辉石出溶体, 朱永峰博士报 道了柯克其塔夫 地块白云 质大理岩单 斜辉石中的 金云母
出溶体。
学术讨论会之前安排了 5 天野外 地质旅 行, 由许志琴 院士 领队, 参观 了江 苏东海 大陆 科学钻 探现
场, 并实地考察了青龙山榴辉岩、房山片麻岩、
连云 港蓝片岩等 岩石露头 与构造变形 现象。中国 大陆科
学钻探工程中心首席科学家许志琴院士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大陆科学钻探最新 进展。她指出, 到 2002 年
4 月 28 日为止 , 已完成先导孔进尺 2 025 m, 取心率达 88. 7% , 连续岩心最长达 2. 94 m, 平均井斜 为 3 ~
4 。在先导孔钻遇岩石中, 各类榴辉岩累计厚度 达千余米, 地幔橄榄岩约 70 m, 各类片麻岩约 800 m。由
于先导孔井斜优于预期值, 主孔将沿先导孔继 续钻进, 到 8 月 27 日, 先导孔 的扩孔 工作已 经完成, 扩孔
深度达 2 028 m, 主孔钻进正在准备之中。中德合作最新 研制的 DIS 数 据库已 录入了 2 000 m 的 全部岩
心图像信息和工程数据, 并通过互联网站向国 内外发布信息上万页。
中外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此次学术讨论会开得很好, 除报告内容精彩之外, 讨论气氛热烈是另一 大特
点。会上争论最大的焦点集中在碰撞造山带俯冲极性和超高压变质年龄 2 个热点问题上。1) 在大别山
苏鲁地区, 究竟是扬子板块向华北板块之下 俯冲, 还是华北板块向扬子板块之下俯冲? 赞成前一认识
的学者列举了地表地质和深部地球物理资料做依据, 认为由北向南的岩带分布( 浅变质俯冲混杂岩 带
榴辉岩带 蓝片岩带 变形的扬子板块北缘沉积盖层) 表明了向北的俯冲极性, 刚完成的地震深反 射剖
面也清晰地揭示了向北倾斜的反射层。赞成后一认识的学 者主要列举 了地球化 学资料, 认为 Sr Nd
Pb 同位素资料表明, 广泛侵入到大别山的白垩 纪花岗 岩和基 性岩来 源于交 代地幔和 下地壳 熔融, 这种
同位素特征与扬子板块截然不同但却 与北大 别山片麻 岩及华 北板块 上其它 地区的 白垩纪 岩浆岩 性质
相同, 指示了是华北板块岩石圈俯冲到了扬子 板块之下。2) 如前近述, 在东西连绵 4 000 km 的造山带中
都发现了超高压变质岩, 但它们的变质年龄却 有很大差别, 已有资料表明西部阿尔金山和柴达木北 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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