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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挝沙耶武里地区火山岩较发育,位于古特提斯东段,是劳亚古大陆和冈瓦纳古大陆相互碰撞
造山形成的产物,经历了复杂多样的洋陆演化和造山过程,构造运动强烈、复杂。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墨江
-黎府-罗文真火山弧带。通过野外工作,本区金属矿产资源以金、砂金、铜矿为主,非金属矿产资源以
石棉、重晶石为主。通过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综合解析工作区成矿地质条件以及矿床时空分布
特征,将其划分为两大成矿区(带)：丰沙里—帕府中生代拗陷成矿带和琅勃拉邦—黎府华力西成矿带。
前者主要以铅、锌、锑、铜、金、石棉矿为主；后者以铁、铜、金矿为主,与花岗岩关系密切,主要受南
北向、北东向脆—韧性断裂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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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Prospect in Xayaburi Region of L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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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Xayaburi region of Lao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Paleotethys, is the product of the
orogenic collision between the Laurasia continent and Gondwana continent, and has experienced complex and
diverse oceanic and continental evolution and orogenic processes, with strong and complex tectonic movements.
The tectonic position is located in the Mojiang - Loei - Luowenzhen volcanic arc belt. Through field work, it
finds that the metallic mineral resources in this area are mainly gold, placer gold and copper ore, while the
non-metallic mineral resources are mainly asbestos and barite.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posit in the
working area, through geology,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geochemical prospecting, remote sensing, etc., it is
divided into two major metallogenic areas (belts): Phongsali - Phrae Mesozoic depression metallogenic belt and
Luang Prabang - Loei metallogenic belt. The former is mainly composed of lead, zinc, antimony, copper, gold
and asbestos ore; the latter is mainly composed of iron, copper and gold,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granite and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north-south and north-east brittle-ductile fault zones.
[Key words]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onditions; metallogenic prospect; Xayaburi; L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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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长岩接触带上,内带品位较好,外带稍
差。矿化带内岩石普遍破碎,主要由石英
脉、灰色角岩化砂岩、泥质矿物等组成,
褐铁矿化、硅化、角岩化明显,含矿围岩
主要为中三叠统灰、深灰色泥岩、粉砂
岩、砂岩,属斑岩—热液型矿床。野外取
样目估品位约为1g/t,采样后进行样品
分析金品位为0.036g/t。该点西侧为近
南北向控矿韧性断裂带,此处成矿地质
潜力较大,成矿条件有利,具有一定的金
矿找矿远景。
4.1.2冲积型砂金矿床
砂金矿化点主要沿河沟采集,产出
层位主要在第四系冲、洪积砂砾层、残
坡积物中以及岩溶洼地中,赋存于河漫
滩、一级阶地的砂砾层中；属冲积型砂
图 1 区域成矿地质构造单元分区图(李兴振等,2004a、b,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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