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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用（ ＴＳＲ） 与贵州汞（ 金锑）
矿床成因机制再探讨
———从黔东锰矿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矿理论得到的启示
陈履安１，３） ，周琦１，２）

１） 贵州省地质学会，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 ２）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
３） 贵州省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 贵阳， ５５００１８

内容提要： 受黔东地区南华纪锰矿的古天然气渗漏成矿理论启示，在研究贵州典型汞矿成矿作用的地球化学机

理的基础上，本文将热化学硫酸盐还原反应（ ＴＳＲ） 引入成矿过程。 提出富含汞（ 包括气态汞） 、还原硫、Ｃｌ － 的含矿—
运矿流体与含汞围岩相互作用，进一步论证推断深部油气藏的圈闭体系和围岩都可能是汞的重要来源。 在较高温
度条件下，有油气（ 烃类） 参与的硫酸盐热化学还原作用是还原硫（ Ｈ２ Ｓ、ＨＳ － 、Ｓ２－ ） 的主要来源，而油气（ 烃类） 在成矿
作用中发挥了还原剂的重要作用。 含矿的热流体（ 藏） 渗漏或者喷溢，同时又溶解流经围岩中以辰砂、单质汞等形式
存在的汞，转变为可溶解的汞—硫配合物而运移，在系统从封闭转为开放的构造作用下，气体组分逸失，在还原硫浓
度 ｍ（ Ｓ２－ ） 降低、Ｅｈ 升高、ｐＨ 降低、压力和温度降低以及盐度降低等物理化学条件下成矿。 类比研究显示，贵州一些
金、锑等金属矿床具有与此类汞矿床类似的成矿机理。 故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这类（ 汞、金、锑） 金属矿床的沉
积—改造成因及作者提出的相关地球化学机理应当加以适当修正。

关键词：热化学硫酸盐还原反应（ ＴＳＲ） ；古天然气渗漏沉积作用；汞矿床；金矿床；锑矿床；油气；成矿作用；地球

化学机理；贵州

热化学硫酸盐还原反应（ ＴＳＲ：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法（ 包括 Ｅｈ—ｐＨ 图） 研究、推断成矿流体富含还原

原生成 Ｈ ２ Ｓ 等还原态硫的同时相关有机组分被氧

配合物运移，而不以卤素（ 氯） 离子配合物运移；探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是指硫酸盐在烃类的作用下被还

化 的 过 程， 是 一 些 硫 化 物 矿 床 （ Ｓａｎｇｓｔｅｒ， ２０１７；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及天然气形成的重要机制。 硫
酸盐还原作用（ ＳＲ） 是普遍发生于碳酸盐岩层系中

硫（ 硫化氢等） ，同时富含氯离子；汞主要以还原硫
讨了汞矿成矿作用的地球化学机理。 并且以此类推
讨论了贵州汞、金、锑、砷成矿作用的地球化学机理。
但是，对于还原硫的形成机理和油气（ 烃类） 在

的地球化学现象，不仅能够引起油气藏中 Ｈ ２ Ｓ 的富

成矿过程中的作用未做深入探讨。 近些年来，受黔

集，其产生的各种酸性气体还对碳酸盐岩储层具有

东锰矿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因机理的研究成果（ 周

明显的溶蚀改造作用。 其反应有两种机理，通常都

琦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谢晓峰等，２０１５） 和石油、天

会产生类似的生成物及附属产物。 一是硫酸盐细菌
还原反应（ ＢＳＲ） ，一般发生于埋深较浅、温度较低的
环境，对储层的影响不大；二是热化学硫酸盐还原反

应（ ＴＳＲ） ，通常发生在埋藏较深、温度较高的区域，
对储层的发育有着不同程度的改造作用。

然气的非有机成因机制研究成果（ Ｍａｃｈｅｌ，２００１； 丁
康乐等，２００５） 的启示；加之近期文献（ 贵州省地质
调查院，２０１７） 指出，在震旦系—寒武系碳酸盐岩地
层中的这类矿床矿源层沉积的前后，均有喷溢沉积
作用的显示。 因此，我们认为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

陈履安（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２０１１） 根据贵州汞矿

用可能是贵州汞、锑、金矿床成矿系统中富含还原硫

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和包裹体资料，用热力学方

的主要机制。 本文试图利用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

注： 本文为中国地质调查局“ 贵州省矿产资源调查成果综合集成与服务产品开发” （ 编号：ＤＤ２０１６０３４６－２８） 、“ 贵州锰矿成因与成矿规律”
（ 编号： ＤＤ２０１６０３４６⁃５４） 和贵州省锰矿资源预测评价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编号： 黔科合平台人才［２０１８］５６１８） 项目的成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３；改回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１９；责任编辑：章雨旭。 Ｄｏｉ：

作者简介：陈履安， 男，１９４２ 年生， 研究员，主要从事成矿作用地球化学研究、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期刊编辑等工作，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ｌｖａｎ＠ ｓｉｎａ．ｃｏｍ；１０３ｚｑ＠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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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一步阐明贵州汞矿成因的地球化学机理，并由
此推论，贵州碳酸盐建造中的金、锑等矿床，也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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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脉（ 下寒武统） 同属凤（ 凰） （ 新） 晃古背斜翼部。
沥青产出层位为下寒武统清虚洞组（
统敖溪组（

１

层位为上寒武统杨家湾组（

１．１

汞矿成因研究———成矿流体富含烃
类指示成矿作用与古天然油气有关

ｑ） 及中寒武

ａ） 碳酸盐岩。 丹寨古油藏的沥青产出

似的地球化学机制。

２

１

３

ｙ） 碳酸盐岩。 估算沥

青含量数千万吨，相当于原始石油储量 ｌ 亿吨以上。

铜仁—万山古油藏和丹寨古油藏分布区亦为汞

古油藏研究的启示

矿区，是贵州汞矿的主要分布区。 沥青产出的地层

滇—黔—桂古生代海相碳酸盐岩地区，古油藏

即为辰砂（ 汞） 的主要富集层。 铜仁—万山古油藏

广泛发育，同时也是多种低温热液金属矿床发育密

沥青主要产于层间缝隙，顺层白云石脉晶洞、斜交层

集区，矿化带和油气、沥青分布带之间有密切的时空

面的白云石脉中和顺层滑动的破碎带中；丹寨古油

关系。 所以该地区是我国学者进行油气与金属成矿

藏沥青主要产于白云石化灰岩。 硅化灰岩晶间、溶

关系研究最好的地区。

林青等（ １９９３） 国内众多学者在我国南方层控

孔（ 呈鸟眼状） 、脉石晶洞、微裂隙中。 产状类型为
浸染状、斑块状、裂隙型，晶洞、溶孔。 沥青和辰砂虽

矿床有机成矿作用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

同层产出， 但二者往往不共生。 辰砂的产出是受燕

了油气与金属“ 双源层” 的概念，即生油层和矿源层

山张性断层控制，主要产于北西向羽状背斜、挠曲、

可为同一源层，研究得出了古油藏的形成、破坏地质
作用控制我国南方某些金属层控矿床的成矿过程的
认识。 他们通过对油田卤水与围岩水 － 岩反应的研
究，证明油田卤水在运移过程中可演化为密西西比

断层中， 中等强度蚀变 （ 白云岩化、 硅化及各种脉
石） 控矿。 辰砂和沥青的共生则出现在控矿（ 辰砂）

裂隙（ 或脉石） 切割含沥青的裂隙或脉石 （ 顺层为
主） 处，或沥青占据晶洞溶孔、缝隙的主空间后所残

河谷型（ ＭＶＴ） 铅锌矿床的成矿流体。 石油参与金

留的空间被辰砂充填处。 这些研究成果把油气田热

物标志化合物的研究，提供了探讨石油与富金属卤

１．２

库沃等学者认为汞矿床中辰砂与石油共生的原因是

油特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论证，指出汞与油气同

由于石油与汞皆来自共同的源岩，而且被同一向上

源；何立贤在该书序言中曾指出，该区汞矿是在油气

属成矿也已取得了许多证据，通过对有机包裹体生
水的来源及运移方面的信息。 加尼福利亚大学 Ｃ．

运动的流体所搬运。

施继锡等（ １９９５） 对贵州低温热液成矿区的有

机包裹体进行了研究，探索利用有机包裹体研究古

油藏与汞、锑、金矿床相互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发现

卤水与汞矿的成因联系起来。
汞、金、锑矿床的低温热液成矿成因研究

严钧平等（ １９８９） 对黔东北地区含汞建造的生

藏破坏过程中富集的。 何立贤和曾若兰（ １９８９） 指
出，汞矿的成矿过程与成矿作用与石油的生成、运移
和破坏过程是紧密相关的。

王华云、施继锡（ １９９７） 研究指出，位于扬子地

在黔东和黔西南汞、锑、金成矿区存在大量含烃有机

块西南缘的丹寨、三都和都匀地区有两个主要的矿

包裹体，它们是古油藏形成演化的产物，其中含有成

源层—容矿层—屏蔽层组合，它们分别是汞、金和铅

矿元素活化迁移、富集成矿的若干信息，总结出古油

锌的生储层序，它们排放的含硫油气则可能是低温

藏与汞、锑、金矿床关系的规律，即油气与金属同生、

热液矿化中硫的主要来源。

同移、同聚，油气藏破坏，金属矿床形成。

何立贤（１９９０） 在充分地研究中国汞（ 锑） 矿床

对铜仁—万山古油藏及丹寨古油藏的研究（ 武

及汞矿带的含金性，分析和论证了大气水可参与成

蔚文，１９８９） 表明，贵州省碳酸盐建造中汞锑金低温

矿作用而成为成矿溶液的组成部分，成矿流体是沉

热液矿床与古油藏的广泛分布相对应。 雪峰古陆周

积岩在长期发展的地质历史过程中封存的建造水，

缘古生界相关地层中均有沥青分布，经镜下观察、有

并借鉴成油理论，论证了成矿热液形成机理。 并以

机地球化学分析证实为石油沥青，为油气破坏后的

实际控矿构造地质剖面为例，首次建立了汞（ 锑） 矿
带中汞 －锑 － 金矿四阶段成矿模式图。 指出四川南

残留物。 说明雪峰古陆周缘在地史上曾经形成规模
巨大的油气聚集带。 雪峰古陆西北侧斜坡、铜仁—

部卤水富集带也受背斜构造圈闭，贵州的金、汞、锑

玉屏—丹寨古断裂附近的铜仁—万山及丹寨东部均

等低温热液矿床也几乎都受背斜控制。 这种控制石

为油聚集带上的古油气藏。

油（ 卤水） 构造与控制矿床构造的相似性，说明矿床

铜仁—万山古油藏与湖南凤凰水田、奇梁桥沥

与构造圈闭的热流体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成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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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履安等：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用（ ＴＳＲ） 与贵州汞（ 金锑） 矿床成因机制再探讨

如果一个生油层系中富含成矿元素的话，石油和油
田卤水极可能就是含矿流体。 认为黔西南金矿是该
区含矿建造（ Ｐ １ － Ｔ２ ） 中的矿质、流体和其自身的热
能作为一个整体，在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演化过
程中形成的。 提出贵州汞矿和黔西南金矿等矿床的
矿质、流体和热能是同源的浅层低温热水热液。

３

（ 岩） 中的海相沉积硫酸盐如硬石膏转变为还原硫，
故流体是富含 Ｓ ２－ 的。

研究表明，贵州汞矿床含矿围岩以海相沉积的

碳酸盐岩为主，产于其中的汞矿约占总储量的 ８０％

以上，产于碎屑岩和岩浆岩中者甚少。 产于碳酸盐
岩中的汞矿，与沉积相密切相关，主要产于碳酸盐台

尽管我国的汞矿床形态各异，各俱特色，但大量

地蒸发相—潮上盐坪相和台地前缘斜坡相环境形成

地质资料表明，它们却有许多共同之处。 例如：①

的岩石中，前者与硬石膏有关（ 如贵州务川汞矿带、

我国汞矿床绝大多数是产于碳酸盐岩中的单汞矿
床，即矿体在围岩中呈似层状产出；② 虽然矿床与
侵入喷出活动似无关系，但是矿床形成与构造活动
密切相关。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２０１７） 研究认为，在
震旦系—寒武系碳酸盐岩地层中的汞、铅锌矿的矿
源层沉积的前后，发生了喷流沉积作用；③ 汞在一
般条件下多以辰砂和气态汞形式存在，故活化搬运
汞的流体要能使辰砂、汞气中的汞得以搬运；④ 矿

重庆桐麻岭汞矿带等） ，后者与有机质相关（ 如湘黔
边境的铜凤汞矿带、贵州三丹汞矿带等） 。 硫同位
素研究（ 严钧平等，１９８９） 表明，辰砂中的硫，来自于
海相沉积硫酸盐（ 如硬石膏） 。 由此推断，我国碳酸
盐建造中的汞矿床的形成，汞源既可能是深部无机
成油的圈闭体系（ 流体藏） ，也可能来源于沉积源岩
（ 如清虚洞组） 中。 是由既富含还原硫、又富含 Ｃｌ －

的运矿流体作用于矿源层（ 储贮） 中以辰砂（ 汞气）

分相似。 如主要金属矿物为辰砂，少量辉锑矿、闪锌

形式存在的汞。 从 Ｅｈ—ｐＨ 图可见，辰砂只能转变

矿、黄铁矿和方铅矿等；非金属矿物主要为石英、白

量很少） 为氯配合物运移，在还原硫浓度降低、Ｅｈ 升

云石、方解石、沥青和重晶石等；主要金属元素为汞，

高、ｐＨ 降低、压力和温度降低以及盐度降低等物理

物的共生组合、围岩的蚀变类型都比较简单，而且十

含少量 Ｓｂ、Ａｓ、Ｚｎ、Ｐｂ 和 Ｓｅ 等；主要蚀变为硅化、方
解石化和白云石化等。 这种不同矿床围岩的相似
性，矿物、元素组合和蚀变类型的相似性以及成矿条
件、运移对象的相同性，显然是具有相似组成和性质
的热液作用于围岩的结果。 证据显示，汞矿床均与
构造有关，提示深部圈闭成矿流体藏被拉张破坏，是
否会形成如黔东南华纪锰矿形成时的天然气渗漏沉
积成锰机制呢？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如包裹体资料（ 严钧平等，１９８９） 可见，运矿流

体是高盐度，但从 Ｅｈ—ｐＨ 图（ 陈履安，１９８４） 可见，
若体系 Ｅｈ 低而富还原硫，则辰砂并不能以 ＨｇＣｌ ４

２－

等氯络合物运移。 而笔者等通过有关地质信息推

断，运矿流体正是低 Ｅｈ 而富还原硫［ Ｓ ２－ ］ 的，其证据
如下：从矿床矿物组成看，除辰砂外，还或多或少地
见有一些辉锑矿、闪锌矿、黄铁矿等低价硫和低价铁
的矿物，万山汞矿与辰砂共生的水晶包体中发现有
沥青，并普遍见沥青化，这些都是流体 Ｅｈ 低的重要
标志；而且，众多汞矿床都具有脆性容矿层和塑性泥
质盖层相间组合、提供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容矿环境，
提示体系是一相对还原的体系（ 而在背斜和断裂构
造交切使体系开放时成矿） ，同时，热卤水成矿的水
文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地下热卤水是还原 － 强还原
的相对封闭的水动力平衡系统。 故推断流体是低
Ｅｈ 的。 在 其 形 成 和 运 移 的 过 程 中， 可 使 沉 积 物

为汞的还原硫配合物而不可能转变（ 或者转变的数

化学条件下成矿。

２

热化学硫酸盐还原反应
———贵州汞矿的围岩蚀变

贵州汞矿床的主要蚀变为硅化、方解石化和白

云石化等（ 汞矿地质与普查探勘编写组，１９７８） 。 而
且诸多矿床特征表明，随赋矿地层的不同，在成矿流
体的作用下，围岩蚀变具有一定差异。 如务川木油
厂汞矿床，赋矿地层清虚洞组原为膏盐白云岩、白云
质石膏岩和硬石膏，其蚀变产物主要是方解石，是流
体作用于原岩硬石膏的结果。
前人（ 严钧平等．１９８９） 对贵州汞矿床中与辰砂
伴生的石英和（ 或） 方解石包裹体均一温度研究表
明，成矿温度（ 一般为 ９０ ～ １８０℃ ） 。 而运矿流体的
温度可能比此稍高，这正是硫酸盐热化学还原反应
的适宜温度。 可以推测，运矿流体—成矿流体在较
高的温度、压力下，在深部流体藏的热液圈闭体系或
运矿系统中发生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用（ ＴＳＲ） ，古

天然气中的甲烷等烃类发生缺氧氧化（ 丁康乐等，

２００５） 。 如：

２－
ＣＨ ４（ 甲烷） ＋ ＳＯ ４ ＋ ２Ｈ ＋

→ＣＯ ２ ＋Ｈ ２ Ｓ ＋ ２Ｈ ２ Ｏ

４Ｒ －ＣＨ ３（ 烃类） ＋ ３ＳＯ ４ ＋ ６Ｈ
２－

＋

→

（１）

４

地

４Ｒ －ＣＯＯＨ ＋ ４Ｈ ２ Ｏ ＋ ３Ｈ ２ Ｓ

质

（２）

最终，总的 反 应 的 反 应 物 （ 箭 头 左 边） 和 产 物

（ 箭头右边） 可表示为：
－
２－
烃类 ＋ ＳＯ ４ ＋Ｈ ＋ →ＨＣＯ ３ ＋Ｈ ２ Ｓ（ ＨＳ － ） ＋

（ 有机酸、轻质油气） ＋固态沥青 ＋水 ＋热量

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用（ ＴＳＲ） 使烃类有机化合

物氧化为无机物（ 二氧化碳和水） ，使硫酸盐还原为
－

硫化物，致使体系富含 ＨＣＯ ３ 、Ｈ ２ Ｓ （ ＨＳ ） 和 Ｈ ２ ＣＯ ３
－

等化学型体，由于体系富含 Ｃａ 、Ｍｇ 和 Ｆｅ 离子，
２＋

２＋

２＋

在较高温高压的条件下，Ｃａ 、Ｍｇ 离子可能与上述
２＋

论

２０１９ 年

评

在深部较高温度下，当系统含有硫酸盐时，这种

低 Ｅｈ 的流体可使烃类等有机物还原而产生 Ｈ ２ Ｓ；同
时，在其形成和运移的过程中，可使沉积物（ 岩） 中
的海相沉积硫酸盐（ 如硬石膏） 转变为还原硫，故流
体是富含还原硫 Ｓ ２－ 的。 这二者都有利于汞以硫氢
配合物运移。 因此，可以推断，汞源既可能是深部无
机成油的圈闭体系，也可能是沉积源岩（ 如清虚洞
组、敖溪组） 中的。 故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这类金
属矿床的沉积—改造成因理论当加以适当修正。

根据汞的性质，从 Ｅｈ—ｐＨ 图可见，在较高温度

２＋

阴离子形成可溶配合物型体而以可溶态存在于流体

的还原体系的矿源圈闭体中，汞可能以蒸汽态和硫

中，当体系发生断裂、渗漏或喷溢的情况下，压力、温

氢配合物形式存在或运移，在温度、压力降低后，最

度下降，气体不断逸失，体系 ｐＨ、Ｅｈ 升高，矿石矿物
和共生矿物溶解度降低，原来的化学平衡移动，在一
－

定的 ｐＨ—Ｅｈ 条件下，Ｃａ 、Ｍｇ 与 ＨＣＯ ３ 、ＣＯ ３ 生成
２＋

２＋

２－

方解石和（ 或） 白云石，随成矿体系中 Ｃａ ２＋ 、Ｍｇ ２＋ 含
量的不同而发生方解石化或白云石化：
－
２Ｃａ ２＋ ＋ ４ＨＣＯ ３ →２Ｃａ（ ＨＣＯ ３ ） ２ →

是由既富含汞（ 包括气态汞） 、还原硫、又富含 Ｃｌ － 的
含矿流体、运矿流体，又作用于矿源层中以辰砂、单
质汞等形式存在的汞而运移。 从 Ｅｈ—ｐＨ 图（ 陈履
而不能转变（ 或者数量极少） 为氯络合物运移，在还

这可能是务川木油厂等矿床中去膏化—方解石

原硫浓度 ｍ（ Ｓ ２－ ） 降低、Ｅｈ 升高、ｐＨ 降低、压力和温
度降低以及盐度降低等物理化学条件下成矿。

化的成因机制。
对于白云岩为围岩的成矿体系，如铜仁大硐喇
汞矿床，赋矿地层敖溪组主要为白云岩，则发生如下
Ｃａ ２＋ ＋Ｍｇ ２＋ ＋ ４ＨＣＯ ３

－

→ＣａＭｇ（ ＨＣＯ ３ ） ４

ＣａＭｇ（ ＣＯ ３ ） ２  ＋ ２Ｈ ２ Ｏ ＋ ２ＣＯ ２ 

→

上述反应导致体系总碳酸浓度下降，有利于 ｐＨ
２－

升高，ＣＯ ３ 的浓度相对增加，有利于方解石或白云石
的生成。

同时，体系中的 Ｆｅ ２＋ 与还原反应生成的还原硫

反应，生成黄铁矿；与此同时，系统在高温下溶解的
二氧化硅沉淀，发生普遍的不同强度的硅化蚀变。

３

由此推断，我国碳酸盐建造中的汞矿床的形成，

安，１９８４） 可见，辰砂只能转变为汞的还原硫络合物

２ＣａＣＯ ３  ＋ ２Ｈ ２ Ｏ ＋ ２ＣＯ ２ 

反应：

终转化为辰砂。

４

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见，我国部分碳酸盐建造中的汞

矿床的运矿流体中的还原硫的形成是热化学硫酸盐
还原反应的结果。 此还原反应与油气藏卤水相关，
体系虽富含 Ｃｌ － ，但因同时富含还原硫，而且根据陈
履安（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所作 Ｅｈ － ｐＨ 图和热力学计算，在
这种体系中，汞的运移形式不是 ＨｇＣｌ ４ 等汞的氯配
２－

－

合物， 而 是 ＨｇＳ ２ 、 Ｈｇ （ ＨＳ ） ２ 、 Ｈｇ （ ＨＳ ） ３ 和 ＨｇＳ
２－

２－

（ Ｈ ２ Ｓ） ２ （ ａｑ） 等汞的还原硫配合物。 因此，后者的稳定
０

条件即运矿流体所处的条件，其不稳定条件（ 体系
由封闭变为开放、气体喷流或渗漏逸失、温度压力下

汞矿形成的地球化学机制
流体藏和沉积物（ 岩） 中以 ＨｇＳ、Ｈｇ 形式存在的

降、ｐＨ、Ｅｈ 下降） 即为矿物辰砂（ ＨｇＳ） 和汞矿床形成
的条件。

汞，可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经性质截然不同的

由此推论，贵州与油气热卤水相关的锑、金矿床

两种热液运移。 一是高 Ｃｌ 浓度、高 Ｅｈ 的热液作用

（ 乃至锌矿床） 成因（ 陈履安，１９９０， ２０１１） ，也应该

条件下成矿；二是高 Ｃｌ 浓度、高还原硫浓度和低 Ｅｈ

用，对它们成因的地球化学机理也应当加以适当修

－

于辰砂，使其以氯汞配合物运移，而在富 Ｓ 的低 Ｅｈ
２－

－

的热液作用于辰砂，使其以 Ｈ ２ Ｓ（ ａｑ） 、ＨＳ 和 Ｓ 的
－

２－

络合物运移，在 Ｅｈ 升高，还原硫和 Ｃｌ 浓度降低的
－

条件下成矿。 至于具体矿床形成的地球化学机制，
则应根据其地质特征等来推断。

考虑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用在成矿过程中的重要作
正。
从地学哲学的观点看，有几点启示：

（１） 成矿系统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矿物质富集

成矿，既受地质背景条件的制约，既遵从地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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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履安等：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用（ ＴＳＲ） 与贵州汞（ 金锑） 矿床成因机制再探讨

又遵从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规律。

（２） 在统一的地质背景条件下，不同金属元素

的热液矿床，既有成矿系统基本相同的共性，又有彼
此不同的个性，既存在相互联系，又有显著的不同。

５

及进展综述． 贵州地质， ３２（３） ：１７１ ～ １７６．

严钧平，王华云， 等． １９８９． 贵州汞矿地质． 北京：地质出版社．
曾若兰，等． １９８８． 中国汞矿．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琦，杜远生．２０１２． 古天然气渗漏与锰矿成矿———以黔东地区南华
纪“ 大塘坡式” 锰矿为例．北京：地质出版社．

（３） 矿床成因和成矿机理的研究，对揭示成矿

周琦，杜远生，覃英． ２０１３． 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床成矿系统与

琦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贵州东部南华纪锰矿天然

周琦，杜远生，等． ２０１８． 华南古天然气渗漏沉积型锰矿． 北京：科学

规律和找矿有重要意义，必须多学科交叉研究。 周
气渗漏沉积成矿机理的系统研究，特别是深部非生
物成因油气参与的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用，不仅在
锰矿成矿研究中意义重大，而且给贵州汞矿锑金矿
乃至铅锌矿成因机理研究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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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ｙｐ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ｔ ｂｒｉｎｅ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７（ ３） ：２３７

ｒｉｆｔ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Ｎａｎｈｕ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ｌｏ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 ２４２．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３２（３） ：４５７ ～ ４６６．

Ｗａｎｇ Ｈｕａｙｕｎ， Ｓｈｉ Ｊｉｘｉ． １９９７＆．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ｖ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Ｑｉ， Ｄｕ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ｅｐｉ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ｚｈａｉ， Ｓａｎｄｕ ａｎｄ Ｄｕｙｕ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ｒｅｓｓ．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ＴＳＲ） ａｎｄ 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 Ｇｏｌｄ ／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ｇａｓ Ｓｅｅｐａｇ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 Ｌｕ̈’ ａｎ

１，３）

， ＺＨＯＵ Ｑｉ

１，２）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０４；

２）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０４；

３）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１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 ＴＳＲ ）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ｇａｓ ｐｅｒｃ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ｏｒｅ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ｄｅｐｓｉｄ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Ｉｔ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ｅｅｐ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Ｑｉｎｇｘｕｄｏ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 Ｔｈｅ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ｉｃｈｅｄ ｉｎ ｍｅｒｃｕｒｙ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ｇａｓｅｏｕｓ
ｍｅｒｃｕｒｙ） ， ｓｕｌｆｕ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 － ，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ｉｎｎａｂａｒ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ｓｕｌｆｕｒ （ Ｈ ２ Ｓ， ＨＳ － ， Ｓ ２－ ） ．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ａ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ｒ ｓｐ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ｈｏｔ ｆｌｕｉｄ
（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 ｔｈｅ ｆｌｕｉｄ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ｉｎｎａｂａｒ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ａｔ ｆｌｏ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ｓ， ｂ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ｉｎｔ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ｍｅｒｃｕｒｙ—ｓｕｌｆｕ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ｃｌｏｓｅｄ ｔｏ ｏｐｅｎ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ａｎｄ ｇａ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ｎｏｎ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ｉｎ ｍ（ Ｓ ２－ ）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Ｅｈ， ｐＨ， ｌｏｗｅｒ，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ｏｌｄ，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ｔ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第？期

陈履安等：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用（ ＴＳＲ） 与贵州汞（ 金锑） 矿床成因机制再探讨

７

（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ｇｏｌｄ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 ｍｅｔ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０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 ＴＳＲ） ； ｐａｌｅｏｇａｓ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ｒｃｕｒｙ

（ ｇｏｌｄ—ａｎｔｉｍｏｎ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ＨＥＮ Ｌｕ̈’ ａｎ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４２， ｓｔｕｄｙ ｆｅｌｌｏｗ（ ｐｒｏｆ．） ，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ｌｖａｎ＠ ｓｉｎａ．ｃｏｍ； １０３ｚｑ＠ １６３．ｃｏｍ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ｃｏ⁃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ｏ． １２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 ａｎｄ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Ｏ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ｅａｍ （ Ｔａｌ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２０１８］５６１８） ．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１０⁃１３；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２０１８⁃１２⁃１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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