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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架木苏银多金属矿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太古宇建平群小塔子沟组,是重要的矿源层,矿区构造以
近东西向、北北西向、北东向和北北东向断裂构造为主,岩浆岩发育有燕山期杜力营子花岗岩体及辉绿
岩、流纹斑岩等脉岩；矿体分布于辉绿岩体内及脉岩与地层的接触带上,共有矿脉4条；有氧化矿石和
多金属硫化物矿石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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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eposit Genesis and Ore-controlling Factors of the Jiamusu
Silver Polymetallic Deposit in Fuxin City
Jie Qu
Liaoning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Co., Ltd
[Abstract] The exposed strata of the Jiamusu silver polymetallic mine are mainly the Xiaotazigou Formation of
the Archaeozoic Jianping Group, which is an important ore source layer. The structure of the mining area is
mainly nearly east-west, north-north-west, north-east and north-north-trending fault structures. The
magmatic rocks are developed with Yanshanian Duliyingzi granite body, diabase, rhyolite porphyry and other
dykes; the ore bodie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diabase body and the contact zone between the dykes and the strata,
with 4 ore veins in total. There are two types of oxidized ores and polymetallic sulfide 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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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为区内的主要控矿、容矿构造。
2.3岩浆岩
区 内 岩 浆 活 动 较 强 烈 ,岩 浆 岩 分
布广泛,区内主要出露为燕山期杜力
营子花岗岩体及辉绿岩、流纹斑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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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架木苏银多金属矿矿脉主要特征
规模（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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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区矿床属与次火山岩脉有关的火山
金属矿
围岩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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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质

褐铁矿

1

2

根据对苏木架银多金属矿区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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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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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属矿床,从地层、构造、岩浆岩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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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了控矿因素的总结,具体控矿因

1~5.62
42.48~179.8

0.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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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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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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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体特征

5 矿床成因

矿区金属矿产有银、铅、锌等,分布

苏木架银多金属矿产于流纹斑岩脉

于辉绿岩体内及脉岩与地层的接触带

上盘的辉绿岩体内,岩体内部发育一组

上。在矿区内共发现含矿脉体4条,其中

北东向断裂,沿断裂有后期热液充填,发

1、2、3号脉呈北东走向,4号脉呈舒缓波

生矿化和蚀变,形成矿床。因此,初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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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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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液型银多金属矿床。

特征、矿区地质特征、矿体和矿石特征
的研究,认为苏木架银多金属矿成因类
型为与次火山岩脉有关的火山热液型银

素为：

7 结束语
地层控矿因素：本区地层为太古宇
建平群小塔子沟组,岩性为黑云斜长片
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黑云角闪斜长
片麻岩夹磁铁石英岩,其金、银丰度值高
于地壳克拉克值,为矿床的形成提供了
[4]
物质来源 。

构造控矿因素：本区处在赤峰—开
原断裂与凌源—北票断裂的中间部位,
位于这两个大断裂的各组次级断裂的交
汇部位,其中东西向构造为基底构造,北
东、北北东向构造为容矿、导矿构造。
岩浆岩控矿因素：本区处于燕山期
杜力营子花岗闪长岩体的缓倾伏端,脉
岩密集,成群成带分布,岩体与脉岩的活
动为本区成矿提供了充足的热源和部分
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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