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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山地区两类钒钛磁铁矿型矿床含矿岩石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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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疆东天山地区产出有两类岩浆型钒钛磁铁矿矿床，分别以尾亚和香山西矿床为代表。尾亚是以铁钛为主的中

型钒钛磁铁矿矿床，香山西则是以钛为主的大型钛铁矿矿床，与铜镍矿床共生。尾亚矿床含矿岩石的岩石学、岩石化学、稀土

及微量元素特征与典型的钒钛磁铁矿矿床相似。而香山西矿床含矿岩石的碱度、镁铁指数（S?T! U L-T）、岩浆酸度（!@/）、

钙碱富集指数（C+JR U D）等地球化学参数，氧逸度和硫逸度等物理化学参数均介于独立的典型铜镍硫化物和典型钒钛磁铁矿

矿床之间。两类矿床含矿岩石特征的差异可能在于其产出的构造背景不同，导致其含矿岩浆演化过程中处于不同的物理化

学条件。

关键词$ $ 钒钛磁铁矿；镁铁N超镁铁岩；东天山；尾亚；香山西

中图法分类号$ $ W6553 !"6

!444N467X U "447 U 4""（46）N!8"6N#7 ?1,& B),*.7.4$1& @$%$1&$ 岩石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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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东天山地区地质构造及岩浆矿床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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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单元：’#小热泉子#大南湖岛弧，(#康古尔塔格碰撞带，)#雅满苏陆缘裂谷，*#中天山（星星峡）地块，+#北山造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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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新疆东天山地区的钒钛磁铁矿矿床可分为两类：一类

为独立的钒钛磁铁矿矿床，以铁、钛为主要元素组合，尾亚矿

床为代表，其他如哈密 !!HI 高地等；另一类为与铜镍硫化物

共生的钒钛磁铁矿矿床，钛为主要有用元素，以香山西矿床

为代表。作者曾对尾亚和香山西矿床做过详细的矿床学研

究（王玉往等，JIIK，JIIH），并初步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

和联系，但并未作详细对比。对于岩浆型钒钛磁铁矿矿床，

岩石学特征是矿床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成岩与成矿作用密

不可分。东天山地区两类钒钛磁铁矿矿床的这种差异和联

系，暗示含矿岩系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将通过对

含矿岩石的岩石地球化学研究，试图对上述关键科学问题作

一粗浅剖析。

J" 两类钒钛磁铁矿矿床的地质特征

东天山地区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古亚洲洋南缘，是西

伯利亚板块和塔里木板块的敛合地区。区内主干断裂为东

西向展布，次为北东东向（ 图 !）。综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秦克章等，JIIJ；李锦轶等，JIIH），本区从北到南主要有以

下构造单元：（’）小热泉子#大南湖岛弧，目前已知构成该

岛弧的地质体主要是泥盆纪和早石炭世的火山沉积岩系及

中酸性侵人岩（李锦轶等，JIIJ）；（(）康古尔塔格碰撞带，

组成该带的地质体包括了卷入该碰撞带的小热泉子一大南

湖岛弧火山沉积岩系、古洋壳残片，以及覆盖其上或侵人其

中的晚石 炭 世 至 二 叠 纪 后 碰 撞 火 山 沉 积 岩 系 及 侵 入 岩；

（)）雅满苏陆缘裂谷，李锦轶（JIIL）称为喀拉塔格地块被

动陆缘。主要为石炭系雅满苏组中酸性（夹少量基性、中性）

火山岩及侵人其中的中酸性侵人岩；（*）中天山（ 星星峡）

地块，主要由太古 M 元古界为主体的变质基底和覆盖其上或

侵人其中的石炭纪、二叠纪火山#沉积岩系及侵入岩组成；

（+）北山造山带，以二叠纪双峰式火山岩系 和 侵 入 岩 为

主体，并有少量石炭纪火山#沉积岩系。

本区的构造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冯益民

等，JIIJ）：（!）前震旦纪基底形成及演化阶段（ 大约 !III M

HJL! !"#$ %&#’()(*+"$ ,+-+"$" 岩石学报 JIIH，JJ（K）



!""#$）；（%）&’()*)$ 超大陆裂解及古亚洲洋形成演化阶段

（+"" , -./#$）；（/）碰 撞 造 山 阶 段（ 早 寒 武 世0泥 盆 纪）；

（-）碰撞期后板内伸展阶段（ 早石炭0早二叠世），王京彬等

（%""1）将新疆后碰撞阶段厘定为早石炭世0晚二叠世，并划

分为 % 个伸展 , 挤压旋回。

区内地层出露及分布为，前寒武纪地层及下古生界主要

分布在沙泉子断裂以南的中天山地块，总体上为一套变质碳

酸盐岩0碎屑岩地层。泥盆系主要分布于小热泉子0大南湖岛

弧，为一套岛弧系火山0碎屑岩组成。石炭系大部分出露于

沙泉子断裂以北地带，总体上为一套滨、浅海相火山0沉积岩

系，但分属不同的构造沉积相区。康古尔塔格碰撞带内的石

炭系普遍经历了强烈的构造变形。二叠系分布于中天山地

块的两侧，各段岩性、岩相差异较大。岩浆岩以元古代和海

西期最为发育，其中后碰撞期侵入岩种类丰富，既有与铜镍

矿、钒钛磁铁矿关系密切的基性0超基性岩，又有与铜（ 金、

钼）矿化有关的闪长玢岩、花岗闪长斑岩。

中天山地块也称中天山古陆（ 李铨等，%""%），其形成与

&’()*)$ 超大陆的聚合作用密切相关，尾亚矿床即产于尾亚

环形中酸性0超基性复式岩体北侧的富碱辉长岩杂岩体内。

香山西矿床位于康古尔塔格碰撞带，属于著名的黄山0镜儿

泉铜镍成矿带，该矿带长 %+"23，宽 %" , /423，呈北东东向

展布，后碰撞基性 , 超基性杂岩发育，产有黄山、黄山东等

大、中型铜镍矿床六处，以及香山西大型铜镍0钛铁矿床。

%5 67 尾亚矿床

尾亚矿区位于沙泉子断裂南侧，尾亚环形复式岩株的北

侧，属尾亚超单元（外环）的一部分（ 李嵩龄等，6..+）。矿区

除第四系覆盖外全为侵入岩浆岩占据，其中辉长岩为含矿岩

类，并可分为角闪辉长岩、橄榄辉长岩、黑云母角闪斜长岩等

岩相，此外尚有细晶花岗岩脉、正长岩脉、辉绿岩脉等。矿体

皆产于辉长岩类岩体中，所有矿体产状均与含矿辉长岩大致

平行，向东或东南倾，倾角 /" , 448，并呈雁行状排列。矿体

分浸染状和贯入式脉状 % 种，贯入式矿体的形成晚于浸染状

矿体。矿石有致密块状和浸染状。前者多产于贯入式矿体，

一般为灰黑色块状，具海绵陨铁结构，钛铁矿和磁铁矿呈粒

状集合体，橄榄石、辉石、基性斜长石等被其包裹呈筛状。浸

染状矿石为矿床主要矿石类型，构成主要矿体，又可分为 /
种：! 一般均匀浸染的中 , 细粒矿石，矿石矿物为磁铁矿和

钛铁矿，有时有微量赤铁矿、黄铁矿，占 6" , /"9。脉石矿物

有辉石（普通辉石及透辉石）、基性斜长石、黑云母、角闪石，

少量或微量橄榄石、磷灰石、尖晶石等。矿石结构也与岩浆

岩结构相一致，如辉长结构、含长结构、包橄结构、反应边结

构等；" 似层状矿石。由稠密浸染 , 块状的钛0铁矿层和稀

疏浸染 , 含矿基性岩构成条带或韵律层。两者呈 "5 4 , /:3
厚的条带交替成层，构成特征的韵律层构造；# 伟晶状磁铁

矿矿石，矿物粒度一般 ; 6:3，最大可达 4:3。硫化物含量明

显增多，可达 49以上，局部可达 %"9，以磁黄铁矿、黄铁矿

为主，偶有黄铜矿和镍黄铁矿。矿床可分为三个矿化阶段：

岩浆结晶分异阶段、贯入阶段和岩浆热液阶段。关于尾亚矿

床的地质特征详见笔者已发表的论文（王玉往等，%""4）。

%5 %7 香山西矿床

作者已详细讨论过香山西矿床的地质特征（ 王玉往等，

%""1），现仅简要总结如下。香山西矿床是香山杂岩体的一

部分。该杂岩体断续延伸约 6"23，宽 6"" , !""3，地表出露

面积约 123%，由香山东岩体、中岩体和西岩体等三个含矿岩

体组成。其中香山中岩体产有著名的香山铜镍矿床。香山

西含矿岩体长 -%4"3，宽 6"" , !+"3，面积 65 123%，总体呈北

东向展布，以辉长岩类为主，具同期多次侵位特点。含矿岩

系主要为含矿辉长岩、辉长岩、闪长岩组合。此外矿区还出

露少量辉橄岩，呈不规则状小岩体被含矿辉长岩包围，应为

早期超基性岩，岩性与香山中含铜镍矿岩体相同。

香山西矿床目前已圈定 - 条铜镍矿体和 4 条钒钛磁铁

矿矿体，其中的钛铁矿化主要分布于 1. 线以东，而铜镍矿化

则主要赋存于 1+ , +. 线之间，在 1. 线可见两者共生。钒钛

磁铁矿矿体，一般长 -"" , 6"""3，厚 6 , 643，延伸 6"" ,
%4"3。矿体平面形态呈板状、透镜状，剖面形态呈似层状，为

产于灰绿和灰白色角闪辉长岩中的含浸染状钛铁矿辉长岩，

矿体与围岩界线不清。矿石一般为浸染状、斑杂状构造，

偶见细脉状构造。以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为主，粒度在

"5 "4 , %33，其次有钛铁矿在硅酸盐中的珠滴状结构、钛铁

矿0磁铁矿胶结硅酸盐矿物形成的海绵 陨 铁 结 构、菱 铁 矿

交代磁铁矿和钛铁矿形成的残余结构，以及共边结构（ 钛铁

矿与磁铁矿沿平滑边界接触）等。矿石矿物主要为钛铁矿、

钛磁铁矿和磁铁矿，并有少量的赤铁矿、菱铁矿、黄铁矿、

闪锌矿、黄铜矿、磁黄铁矿、钛铁晶石及钙钛矿等；脉石矿物

亦与含矿辉长岩相似，上述地质特征初步表明，钛铁矿化应

属岩浆晚期结晶分异成矿。另外，铜镍矿体一般亦呈脉状、

透镜状产于灰绿色角闪辉长岩、灰绿色蚀变辉长岩，以及两

者的接触带中，多与围岩有清楚的界线。矿石一般为浸染状

构造，自形0半自形粒状、海绵陨铁状结构。主要金属矿物为

磁黄铁矿、镍黄铁矿、黄铜矿，次为紫硫镍矿、黄铁矿、方黄铜

矿等。

尾亚和香山西矿床地质特征对比见表 6。

/7 样品的采集、处理和分析

本次工作在分别在尾亚矿床和香山西矿床采集有代表

性的各类含矿岩石样品，并切片进行详细的显微镜观察研

究，在此基础上选出有代表性尽量较新鲜的样品进行粉碎，

并研磨至 , %"" 目。

岩石的硅酸盐成分分析则由国家地质调查局廊坊物化

探研究所分析，其中 <)=%、>?%=/、#@=、A$=、BCD%=/（ 检测限

为 "5 69），和 #*=、E$%=、F%=、G%=4、B)=%（检测限为"5 "69）

+%-6王玉往等：东天山地区两类钒钛磁铁矿型矿床含矿岩石对比



表 !" 尾亚和香山西钒钛磁铁矿矿床地质特征简表

#$%&’ !" (’)&)*+,$& ,-$.$,/’.+0/+,0 )1 /-’ 2’+3$ $45 /-’ 6+$4*0-$47+ 8$4$5+, /+/+$4)9$*4’/+/’ 5’:)0+/

矿床类型 尾亚钒钛磁铁矿矿床 香山西钛;铁矿床

主要元素 组合 <’;#+;= #+;<’;=

主要元素 品位
#<’：>?@ AA B C!@ DE ；#+F>：G@ !H B !!@

A>E ；=>FI：?@ !> B ?@ >CE

#<’：!!@ I B !G@ !HE ；#+F>：I@ !J B D@ JDE ；

=>FI：?@ !? B ?@ >AE

矿体特征
形态 似层状、透镜状 似层状、板状、长条状

长宽比 G@ AJ B CI@ G K !C@ I B AC@ H

矿石构造
网脉状、角砾状、条带状、致密块状、浸染状、

伟晶状
浸染块状、少量伟晶状、斑杂状

矿石矿物

主要 含钒的钛磁铁矿、钛铁矿 钛铁矿、含钒的钛磁铁矿、磁铁矿

次要 赤铁矿、磁铁矿、黄铁矿 赤铁矿、黄铁矿

微量 磁黄铁矿、闪锌矿、黄铜矿 闪锌矿、磁黄铁矿、钙钛矿等

脉石矿物 辉石、斜长石、黑云母、绿泥石，以及磷灰石
以辉石、斜长石、角闪石、纤闪石、绿泥石为

主

矿化阶段 岩浆分异;岩浆贯入;岩浆热液 岩浆分异

用融片法（熔融温度 !!I? B !>I?L）在 C?A?M> 型 6 荧光仪

分析。NF>（ 检 测 限 为 ?@ !E ）用 电 位 法，O> F
P 和 O> F

Q

（检测限为 ?@ !E）用重量法，<’F（ 检测限为 ?@ !E ）用容量

法分别完成。

稀土元素分析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RNS;TU 实验室和核工业北京三院实验室采用 R4 内标溶液、

RNS;TU 法完成，分析精度为 CE ，检测限为 ?@ ??>::9（V$）B
?@ ?>::9（N’）。分析仪器为“MVMTMW#”，分析条件为：功率

!>I?2，分辨率 C??，载气 ?@ AD 升 X 分，辅助气 ?@ AC 升 X 分，

冷却气 !C 升 X 分。

H" 两类矿床的含矿岩石特征

H@ !" 含矿岩系的岩石学

尾亚矿床的含矿岩石为辉长岩类，矿区从早到晚主要岩

相为：角闪辉长岩相、橄榄辉石岩相、黑云母辉长斜长岩相，

其中黑云母辉长斜长岩相为主要容矿围岩。由于多期次活

动，常见成矿后的角闪辉长岩、辉绿岩脉、角闪斜长岩脉穿切

含矿层，或在岩体中呈囊包状产出。本次研究所选择分析

样品的岩石类型有：

（含矿）黑云角闪橄榄辉长岩：岩石呈墨绿色或灰黑色，

一般具条带状构造或块状构造。具中 B 粗粒嵌晶状结构，并

常有包橄、包铁、包磷结构，矿物多为半自形粒状。矿物组成

为橄榄石（!? B C?E）、单斜辉石（多为普通辉石，!I B >IE）、

黑云母（!? B >?E）、角闪石（? B !?E ）、中 B 拉长石（!? B
CIE）、磁铁矿、钛铁矿（!? B >IE）、磷灰石（? B !?E ）。

（含矿）黑云角闪辉长岩：多产于矿体上盘紧并靠矿体，

常作为矿体的直接容矿围岩，与角闪橄榄辉长岩呈相变，

有时于成矿期后呈脉岩产出。与角闪橄榄辉长岩的区别是

一般不含橄榄石，岩石可呈等粒状嵌晶结构、辉长结构，斜长

石含量一般占一半以上。矿物组成为单斜辉石（!? B !IE）、

黑云母（!? B >IE）、角闪石（I B !?E）、中 B 拉长石（I? B
D?E）、磁铁矿、钛铁矿（I B !IE）、磷灰石（? B IE）。

闪长岩或角闪斜长岩：常呈囊包状产于辉长岩中，并与

之过渡，在后期脉体中亦有少量产出。岩石常呈灰绿色块状

或伟晶状，半自形粗粒结构，一般 K !99（ B I99），伟晶状岩

石可达 I B !?99。矿物组合中不含辉石类矿物，但斜长石牌

号较高，一般为中长石以上，其中普通角闪石 >I B DIE、斜长

石（中 B 拉长石）!I B IIE、黑云母 ? B !IE、磁铁矿、钛铁矿

等金属矿物 ? B !IE、磷灰石 ? B !?E 。

香山西矿床矿区镁铁;超镁铁岩主要岩石种类有：角闪

辉橄岩、含矿（辉绿）辉长岩、角闪（ 辉绿）辉长岩、闪长岩或

角闪斜长岩。其中角闪辉橄岩，即前人所称“ 角闪单辉橄榄

岩”（秦全新，>??C，下同），为早于钛铁矿化，与铜镍矿有关

的岩体。含矿（ 辉绿）辉长岩 即 前 人 所 称“ 钛 铁 辉 长 岩”，

为板状矿体的富矿部位。角闪（ 辉绿）辉长岩，即前人所称

“灰绿色角闪辉长岩”，产于含矿辉长岩两侧，并与之渐变和

过渡，而非早期辉长岩。闪长岩或角闪斜长岩，即前人所称

“灰白色角闪辉长岩”或“ 灰白色中细粒辉长岩”，二者岩性

相近并互相过渡，在野外与所谓“灰绿色角闪辉长岩”或为断

层接触或无明显接触，并无确切的穿切关系，因此推测应属

与钛铁矿化有关的辉长;斜长岩类。具体岩性特征如下：

蚀变角闪辉橄岩：岩石为墨绿色、黑褐色块状，镜下呈

变余中粗粒状或假象粗粒状结构，橄榄石和辉石的蛇纹石

化、碳酸盐化普遍，并析出铁质，有时具变余包橄结构。矿物

组成为橄榄石（C? B HIE）、单斜辉石（!I B C?E）、普通角闪

A>H! !"#$ %&#’()(*+"$ ,+-+"$" 岩石学报 >??D，>>（I）



石（! " #!$ ），以及含量不等的绿泥石、纤闪石等蚀变矿物。

含矿（辉绿）辉长岩：岩石呈灰绿色细粒块状。镜下为

嵌晶含长结构、似交织状结构（ 斜长石呈自形 " 半自形交织

状，辉石呈间粒状）。主要矿物为中 " 拉长石 %& " ’&$ ，蚀变

普通辉石 %& " ’&$ ，角闪石 ! " (&$ ，钛铁矿、磁铁矿等金属

矿物 (! " #!$ ，偶含少量橄榄石。

角闪（辉绿）辉长岩：岩石亦呈灰绿色块状，有时含较多

褐色角闪石团块呈假“斑点”状。镜下为嵌晶含长结构、似斑

状结构。主要矿物为中 " 拉长石 ’& " !&$ ，蚀变普通辉石

#& " %&$ ，角闪石 (& " #&$ ，钛铁矿、磁铁矿等金属矿物 (& "
(!$ ，可含少量磷灰石、锆石等。

闪长岩或角闪斜长岩：岩石常呈灰绿色块状，局部可呈

伟晶状，半自形粗粒结构（ 一般 ) (**），有时具似交织状结

构（斜长石呈自形 " 半自形交织状，角闪石呈间粒状）。矿物

组合中不含辉石类矿物，可含少量石英，其中普通角闪石 %&
" ’&$ 、更 " 拉长石 !! " +&$ 、石英 & " !$ ，含微量磁铁矿、

磷灰石、绿帘石。

’, #- 岩石化学成分

尾亚矿床、香山西矿床，以及我国其他钒钛磁铁矿的硅

酸盐化学成分如表 # " 表 ’。

从表 #、表 ’ 可以看出，尾亚矿床与典型钒钛磁铁矿矿床

的含矿镁铁 " 超镁铁岩化学成分较为相似，属富碱、富钛岩

类，岩石一般为铁质碱性系列（ 图 #.、#/）。其中含矿辉长岩

除含 012#较高外，还具有富 342、富碱，特别是富钠的特点。

其 342! 5 672 均大于 (, !，* 5 8 均小于 (, #，属富铁质镁铁岩

类。氧化系数高于香山西矿床，34#2% 5 342 值在 &, ! " (, ’。

相反，香山西矿床（表 %、图 #）的含矿镁铁 " 超镁铁岩则

明显不同。其特点是各种氧化物含量和岩石化学参数均变

化较大，部分样品具有钒钛磁铁矿矿床的富钛、富碱特征，另

一部分样品则具有铜镍硫化物矿床的低碱、低 342! 5 672 比

值特点，即具有含钒钛铁矿化岩石和含铜镍矿化岩石的过渡

岩类特征。首先，岩石富钛特征明显，无论是含钛铁矿化岩

石还是含铜镍矿化岩石，012# 含量变化范围均较大，既有与

钒钛铁矿化岩石相当或更高的含量（最高达 9$ 以上），也有

与铜镍矿化岩石相当或更低的含量（最低仅 &, !9$ ）；其次，

碱金属含量、铁镁比值（342! 5 672）和镁铁指数（* 5 8）、岩浆

酸度（!:1）和碱钙富集度（ ;.<= 5 *）也有重叠过渡的特点。

相对而言，同酸度的岩石，碱金属含量和铁镁比值基本低于

典型钒钛铁矿化岩石。

在硅>碱图上（图 #.），尾亚矿床与我国攀西和大庙地区

的含矿岩石一样，岩石以富碱为特征，样品点均位于 ?@A1B4 !"
#$,（(9C(）的碱性>亚碱性分界线的上方；香山西矿床的岩石

则投影点分散，分界线上下均有分布。

在 * 5 8>!:1 图上（图 #/），尾亚矿床与我国攀西和大庙地

区的岩石均为富铁质，样品点的 * 5 8 比值均小于 #；香山西

则发育有富铁质和镁铁质两类岩石，* 5 8 值最大可达 #, 9’。

图 #- 钒钛磁铁矿矿床含矿岩石的岩石化学参数变异图：

（.）>D12# >E.# 2 F G# 2 图 解；（ /）>* 5 8>!:1 图 解；（ ;）>!:1>

;.<= 5 * 图解

317, # - H1IJK74K;J4*1;.< L1.7@.* K8 JK:I @K;=: 8@K* A.B.L1;
I1I1.BK*.7B4I1I4 L4MK:1I:

（.）>D12# A:, E.#2 F G#2；（/）>* 5 8 A:, !:1；（;）>!:1 A:,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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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尾亚矿床含矿岩石化学成分

#$%&’ !" ()’*+,$& ,-*.-/+0+-1/ -2 )-/0 3-,4/ 23-* 0)’ 5’+6$ 7’.-/+0

岩性

样品号

数据来源

含矿黑云角闪橄辉岩 含矿黑云角闪辉长岩 闪长岩或角闪斜长岩

589:8;8 5!<!9;: 5=>!<;? 589:?;! 589:?;= 5=>!<;! 5=>!<;= 589:?;:? 589:8;! 589:?;!:589:?;!? 589:@;@

! " " ! ! " " ! ! ! ! !

A :B C!

D+E! =!F 8! =@F >B =?F !@ 8BF =! =!F B8 8>F B8 8=F 9? 89F !> ?:F =@ 89F @@ 8=F ?> 8=F B@
#+E! :F @9 ?F :< 8F 8? 8F @@ <F B? !F ?B 8F != !F 9B :F :< !F != =F @8 8F :B
G&!E= :BF B> :BF >B !F 9< :=F =9 9F =< :@F =9 :8F !> :<F ?! :@F 8@ :9F B: 9F <8 ::F 9=
H’!E= :<F @9 ::F =@ :BF :9 :BF <8 :<F :B 8F 8? ?F >: ?F =8 !F ?: =F >? ?F 8= 9F B>
H’E :!F >@ :@F 9> !:F @B @F 99 :!F == @F 9? 9F B8 8F 9: 8F !8 ?F <B >F ?? :BF !?
I1E BF =! BF !: BF =< BF !: BF !> BF :@ BF :9 BF :8 BF :: BF :B BF :@ BF !B
IJE ::F @B :BF !B :=F >: ?F >> @F =< 8F @: ?F >? =F ?B 8F 8B 8F !B @F <? @F @9
($E ?F !! 8F ?9 @F ?8 <F >B <F <= 9F := 9F 89 <F 8> :BF =< @F @@ :8F :9 9F B>
K$!E BF >! !F :8 BF <8 !F >: !F :! 8F B8 =F !B 8F :! 8F => 8F =! !F 8B !F ?B
L!E BF => BF ?: BF =? :F @! BF ?: BF 9@ BF @? :F <! :F 8! :F !> BF 8? BF @<
M!E? :F @? BF =: !F 9B BF @? BF @8 !F B! !F B! BF 8> :F !! BF 88 BF =B BF !B
N!E? BF :! BF :8 BF B> BF B9 BF :? BF B! BF B? BF B= BF B= BF B= BF B? BF ::
(E! BF 89 BF 8: BF :8 !F :< !F <: BF :? BF :? BF >B BF <B BF 98 !F >! BF ?B
O!E P 8F @= BF =9 BF 9< :F 99 :F >> BF ?< BF @> :F <? :F :9 :F >> !F == :F =8
O!E C :F B< — BF :! BF @8 BF <9 BF :! BF :< BF == BF :8 BF == BF ?! BF :>
灼失量 =F 8> — — 8F :? =F !: BF :! BF B@ !F :B :F >: !F :9 8F !? BF >?

总和 99F >? :BBF B: :BBF 8> 99F != :BBF := :BBF != 99F >: 99F 98 99F ?= :BBF !< :BBF =8 99F @B

A :B C@

Q$ !8F >?8 :=F =@: =<F <9< :<F B>@ :!F @B! !<F 8>= !<F !?8 :@F =@< !>F !9: :8F >8? 9F B=< >F :!9
(’ ?9F @>< =:F B?9 9!F >>: =>F :<> !>F @<9 @?F :@> @8F >98 ==F :>! @@F B<@ =:F >=@ !!F <?: :9F @:B
M3 9F :88 8F BB9 :8F ?!! ?F 89= 8F B9? 9F 9:: 9F >99 8F <<: 9F 9>? 8F ==@ =F >>@ =F B>@
K7 88F :8B :<F ??B @<F 9B: !8F 8!B :<F ><8 8<F 8<B 8>F 8BB :9F 9B? 8@F :?= :>F B?@ :9F B>= :8F 98:
D* :BF ?!B =F 9B: :<F ::? ?F ==@ 8F !!= :BF <BB ::F B9= 8F ><< :BF 9>< 8F B=@ ?F :B> 8F !?!
RS 8F 8!B !F =!9 @F >?> !F >=> !F B!! ?F ?>8 ?F @B? =F :<< ?F ??= !F >:B !F 89? !F 88>
T7 9F ::< 8F 8?B :?F @8< ?F :B9 =F 9:! 9F 9B! :BF !:> 8F ?9= :BF !?@ =F @8B 8F 8@! 8F ==9
#% :F 8!9 BF ?9B !F :@= BF <@8 BF ?>B :F 8=< :F ?BB BF <:< :F 8<> BF ??B BF >@! BF <!@
U6 <F 89> =F =:= ::F ?=8 8F !:9 =F :<< <F <8: >F B=8 8F B>B >F B<! =F :!= 8F 8@! 8F !=<
O- :F 8>> BF @=: !F :8> BF >=8 BF @!8 :F ?BB :F ?!? BF >:< :F @:9 BF @=< BF >@! BF >?@
R3 =F ?@: :F >?B ?F B<9 !F B98 :F @!@ =F @@? =F @>@ !F :!@ =F 9!9 :F @8! !F :=9 !F !B>
#* BF 8?= BF !?B BF ?9< BF !9@ BF !=8 BF 8?8 BF 8@: BF =B@ BF ?:! BF !=> BF =B? BF =B9
V% !F @>! :F ?<@ =F 8BB :F >B! :F 88? !F ?>8 !F @!: :F 9:8 =F BB= :F 8<= :F >9? :F 9!8
QS BF =9: BF !=: BF 8<@ BF !@8 BF !:? BF =@> BF =<@ BF !>8 BF 8!9 BF !:? BF =B: BF !<?

A :B C@

V =?F <9B :<F =@? ?=F =:< !BF @:B :?F ?@@ =@F 8=: =<F =:B :9F 89B =@F @@@ :8F <8! !:F ?89 !BF :<?
W% :?F @:: :@F !8: 9F !@? :!8F 98= !BF :?= !<F :>: ::F ?@8 8?F ><? 8=F B9> 8=F B!> <F <!= :<F >:8
D3 9!F =:> =!!F @>B :=>F <>? 8=:F ??? ==BF ==: @<8F 9!8 ?>@F <88 @<9F =>! ?9<F 9@= @@<F 8B8 :<<F :B9 8=?F 9>B
X$ !8@F !B= @@9F @9> !@<F ?@8 <>@F !?! ?9>F =!! :B=@F :8B 9:=F >8@ :==<F ?8B :!:9F 8@< :!8?F >!? !?:F >@8 ?8!F @:>
K% ?F !B? ?F <?< =F 8@@ :F B?! 8F !B< =F @:@ =F :9= ?F @!: :F ?<@ =F ?9> :F @@> !F ><B
#$ BF 8?: BF @=? BF :9B BF B!< BF =!@ BF =!8 BF !B! BF 8:8 BF B>@ BF !<@ BF :<@ BF :@=
Y3 :B8F >:9 :!8F >9@ >9F ?8! 99F ?<< :B@F =@: @?F 9B8 ?>F @9> ::=F ?8: ?=F :!8 9=F >>= :?:F =>9 @>F 8!8
O2 !F @=? !F <=8 !F B9@ !F 8@= !F @@! :F ?=> :F ?88 !F >>< :F 8<@ !F =8! ?F <8: :F 99<
#) :F >!= :F >:= !F :>< :F <8< :F ?>? !F :>! :F <8! !F <8! =F ?=! =F B>! BF 98= BF >99
Z =F =@> BF ?!? BF @@! :F :!@ !F !89 :F :<@ BF ?:B :F B@: :F B?@ :F :!< BF =<< BF 89!
(/ !F @!= BF @?= :F <?B ?8F 8BB !F B@9 :F 8== :F !:B :F =9! BF ?<@ =F >@= BF :<> BF =!>
#& BF :B9 BF :BB BF B>9 BF >@9 BF ::> BF :>? BF B9= BF !@: BF !?! BF =@@ BF B@9 BF :B8
D, =<F 9!B — ==F @<? :9F ::? !:F :?@ :?F B@! !BF <=9 :8F <9= !9F <?< <F 8>= =:F B?< 8BF >?<
(3 :!F <!< — :BF 8B? :=F !!9 ?:F 98< >F 8<= ==F >B9 !F >8! @F ??: =@F =8B ?BF B99 :8<F 8<>
T$ :8F 8B> :?F 9!@ :8F =?: :>F ?@< !BF BBB :>F !8? :>F 8<? :>F ::B :<F !?: :<F 89B :@F =!> !BF 8=B

L!E [ K$!E BF 8@ BF !8 BF 8< BF ?> BF !8 BF !8 BF !B BF 8! BF =! BF =B BF :9 BF !<
H’!E= [ H’E :F => BF @< BF 8< :F ?8 :F =9 BF @8 BF @8 :F B9 BF ?9 BF @> BF @8 BF >9

* [ 2 BF <: BF @@ BF <9 BF @! BF 8: BF <8 BF <! BF @= :F :9 BF >: BF >9 BF @8
#/+ =8F :> =@F =8 =@F :! 8:F BB ==F 9< 8@F B> 8=F :B 8<F 89 8>F >? 8<F =8 8=F <= 8!F ?@

,$&4 [ * 88F B8 ?:F 8B =8F B< <=F B? @@F :@ >BF ?< <8F @B >8F ?= >!F ?9 >:F 9: <!F != @9F !?
"WRR :<9F =>8 >?F :BB !<>F ::> :B>F <== >:F =B> :9=F 9@! :9?F ?@@ 9<F ::@ :9@F =8: ><F 8=< <<F @8< @<F ==8

"QW ["OW ?F <=9 ?F @B: ?F <<@ @F B@9 ?F >>= @F B:? ?F >>: ?F ?8@ ?F <B! @F ?9: 8F B<9 =F ?!>
$RS :F =89 :F <B8 :F !?9 :F @8B :F 89< :F @=! :F ?>= !F B!! :F ?<? !F !BB :F ?@8 :F <!<

W%K [ V%K =F != ?F <: :F ?: =>F 8? <F <8 ?F >= !F 8? :=F !9 <F 9@ :@F !B !F !@ ?F :8

" " 数据来源：! 本文自测；" 王玉往等（!BB?）。—：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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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香山西矿床含矿岩石化学成分

#$%&’ !" ()’*+,$& ,-*.-/+0+-1/ -2 )-/0 3-,4/ 23-* 0)’ 5+$16/)$17+ 8’.-/+0

岩性

样品号

数据来源

含矿辉长岩 角闪辉长岩 闪长岩或角闪斜长岩
辉长辉

绿岩

9:;:<=> 9?@:>=:> !! 9?@:>=:A 9:;:<=>< 9:;:<=? 9:;:<=B 9:;:<=C 9:;:;=> 9?@:>=>B 9?@:>=>@ 9:;:;=>B
! " # " ! ! ! ! ! " " !

D >A E:

9+F: !CG >C !<G A? !@G @> ?CG ;A ?@G ;B ?BG !? ?@G >C CAG >! ?@G A! C:G ;? CAG ?B ??G A@
#+F: @G A@ BG CC CG ?B :G :< >G AC CG CC >G C? AG BC AG !@ >G ;> AG C> AG :?
H&:F! >!G ?? >?G A: >?G AB >BG >@ :AG ;< >CG <> >;G :< >@G >@ :AG !< ><G :> ><G <: >;G C?
I’:F! <G !< <G AB CG ?! !G :? AG ;; >G @B >G ;A AG >< AG A@ :G ?: >G ;A >G >B
I’F >CG A: >?G >< >CG ;@ @G @? ?G C: <G !@ <G :A ?G ?A ?G ;: ?G @< ?G @> <G ?>
J1F AG :: AG :: AG :: AG :: AG >> AG >; AG >: AG >> AG >A AG >B AG >? AG >!
J6F ;G <; ;G C! <G A> <G :> CG @< BG ?: CG BB ;G ;: ;G C@ ?G ;! BG @: >?G ?:
($F CG ?> CG B@ BG C: BG <: >>G :; @G ;! <G >> >AG C< >>G ?A <G B> @G :< !G >@
K$:F :G >@ :G AA >G CB :G ;< :G BB :G ;@ !G @A :G BB !G >: !G BC !G :C !G B<
L:F AG >! AG :< AG :! AG >C AG C> AG :! >G >: AG >? AG >> AG C: AG C> AG A:
M:FC AG A! AG A? AG AB AG A< AG >A AG A? AG A@ AG A: AG A? AG >A AG >< AG A!
N:FC AG >B AG >C — AG A> AG A? AG A; AG A? AG A: AG A: AG A: — —

(F: AG CA AG ?> — AG ;< AG CA AG C@ AG ;B >G :? AG ?< AG !B AG !C >G A?
O:F P !G :A :G B; — !G :B >G ;A >G <B >G ;< :G !C >G <; >G :@ >G BA BG !A
O:F E — AG >A — AG >? — — — — — AG >C AG >! —

灼失量 — >G CC :G :C !G A> — — — — — >G ?! :G ?< —

总和 >AAG B! @@G B@ @@G ?@ @@G BC @@G ;A @@G <; @@G ?A @@G !B @@G !> @@G ?< @<G B! >AAG :C

D >A EB

Q$ >G ;CB >G @>> — !G @@@ CG A!C :G <;< @G BA> AG ?C? :G @A@ CG >?@ BG C@> >G CA<
(’ !G <>B ?G A<? — <G @;: >:G >?> BG <!> :>G !@! AG @?C BG ;>? >>G ;?< >?G ;@: !G ?@B
M3 AG ?<? AG C@@ — >G !>< >G BB@ >G A>! :G ;B< AG >C< AG @C< >G ;C: :G A<@ AG ??B
K8 :G A?? :G ;>< — CG <?; ;G @>! CG >C! >:G ::! AG @AA ?G B:> ;G @B< <G @?C :G >AA
9* AG C:@ AG ;>: — >G ?<> :G ><C >G B;! !G A:@ AG :@? >G !?@ :G :<> :G :C: AG C;@
RS AG B!> AG C@: — AG <B@ AG @;! AG @;< :G <;! AG :>< AG ;B> AG @@; AG <@> AG !>B
T8 AG CBC AG ;@A — >G ?C@ :G B;< :G A;B !G <@@ AG ?!A >G ;!< :G :CB :G >;< AG B!!
#% AG A<B AG >:@ — AG :BA AG ?!B AG !BA AG ?;C AG A;C AG :@B AG !@@ AG !;B AG >AA
UV AG CC< AG ;;C — >G CA: :G BB< :G ::> :G ;B? AG ?CB >G <!> :G C;! :G !:! AG C@?
O- AG >>! AG >BA — AG !>C AG C?C AG ?BA AG C?! AG >A> AG !<< AG CC> AG ?<; AG >><
R3 AG !B! AG ?!< — AG <@@ >G B:? >G !:@ >G C?! AG :@? >G A<B >G CBB >G !@@ AG !:A
#* AG AC< AG AB; — AG >?! AG :!? AG >@C AG :>> AG A?? AG >C! AG :?: AG :>@ AG A?>
W% AG ?A< AG ?B> — AG @?C >G ?<? >G :BA >G :BB AG :;? AG @!A >G C;@ >G ?>; AG :C<
QS AG A;! AG A;B — AG >?B AG :>@ AG >@A AG >@< AG A?C AG >!A AG :!! AG :>C AG A!<

D >A E

W !G AB@ ?G ;!A — <G !BA >?G :>> >>G B!A >?G ?A? !G BC! @G C;< >!G >@@ >:G ;;? :G @?A
X% >G @C@ !G @>@ — AG ;;; >AG C?< !G AAB !@G ?BC AG !C! >G !>< <G <;! @G A;C AG >@C
93 !;<G @:@ !<<G A>: — !B;G !<! ?!<G ?;> ?<@G AA! BA?G A?B >A:G <!C C@AG <@@ ?:;G ??; ?:>G <A: >@:G ;!@
Y$ ??G @!A <:G C@C — CCG <:? >C<G <;? @<G C?< >:>AG BC> >!G <!! C:G <@B >C:G ?<< >?<G <;@ >@G CC>
K% CG !!! !G :@@ — ?G ABA >G C?! ?G CA! >G :@B AG AB< AG BB; :G BA; :G :>: AG !;@
#$ AG ;B> AG :;C — AG !A< AG >@@ AG C@A AG >B: AG A:@ AG A@< AG !:< AG !;! AG A;@
Z3 ?<G ?;A ?;G ;:@ — ?>G ?:> BAG @@B C<G CC> C!G ACB !G A:@ :<G !AC B!G ;>? ?!G CAA @G CC@
O2 >G :BB >G !@> — >G >;< >G B?@ >G B?< >G !@? AG >>@ AG <A< >G <:? >G !@! AG :@>
#) AG :!A AG :C? — AG CB! AG <<< AG :!@ >G ?B! AG A?@ AG !C! >G A:C >G A;B AG >!<
[ AG !A@ AG !@; — AG :B< AG ?>@ >G A!@ AG ?<C AG A:A AG >:< AG !C: AG !?B AG ACA
(/ AG !AB >G :!? — AG >:! AG ::< AG >>B :G ;:A AG AA< AG A<C AG !A! AG :B! AG AC@
#& AG A>> AG ACC — AG A?A AG ACB AG A>@ AG :;@ AG AA> AG AAC AG A;A AG A;A AG AAC
9, — >@G ;>: — >:G :;@ — — — — — :!G ?>? ::G >!C —

(3 — >!G :CB — !AG >!@ — — — — — !?G B>< ??G ;B? —
T$ >!G ;;> >;G ACA — >?G !A: >!G @;@ >:G ;B> >?G C:C :G ;@A >!G BBC >BG BC? >BG CC@ >>G C;C

L:F \ K$:F AG AB AG >? AG >C AG AC AG >@ AG A< AG :@ AG AC AG A? AG >? AG >B AG A>
I’:F! \ I’F AG CB AG C; AG !? AG !! AG >; AG :! AG :> AG A? AG A: AG ?@ AG !C AG >?

* \ 2 AG B: AG B: AG B< >G >: :G AA >G >> >G A! :G @? :G ;B >G >C >G <; :G B<
$/+ !CG C; !<G !; !@G ;@ ??G CB ?BG <: ??G ;@ ?BG <A ?;G BA ?CG ;B ?@G @! ?;G ;: ?>G @;

,$&4 \ * BAG ;A B:G !C BAG <@ B?G ;A ;;G >B ;:G BC ;BG ;? ;AG <B ;:G << ;@G ;> ;!G A; ?@G !A
"XRR >>G ?<> >!G C>> — :<G >CA !@G <A> :BG B>C ?G B<B B:G ;<! :!G <B! !@G :@? ??G >;> >AG C?C

"QX \"OX ?G >B@ !G BBB — !G @B< !G A:B :G :<@ >G ;:; ?G ;B> :G B?: !G ><> ?G >:@ ?G A:>
%RS !G C>A :G ?A? — >G ;<< >G ::< >G BA! >G <B@ :G CCB >G C:A >G !:@ >G :>? >G C@>

X%K \ W%K :G B; ?G ;: — AG ?B !G @? >G !: >;G :@ AG ;> AG ;@ !G >: !G CC AG ?:

" " 注：!为平均值样品数。数据来源：" 本文自测；! 王玉往等（:AAB）；# 秦全新（:AA!）。—：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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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我国攀西及大面地区钒钛磁铁矿矿床含矿岩石化学成分

#$%&’ !" ()’*+,$& ,-*.-/+0+-1/ -2 )-/0 3-,4/ 23-* 0)’ 5$16)+)7$89+,)$1: $1; 0)’ <$*+$- $3’$/

地区

岩性

样品号

数据来源

攀枝花 白马 太和 红格 大庙

超镁铁岩 超镁铁岩 超镁铁岩 超镁铁岩 斜长岩 辉长岩 苏长岩 橄榄辉长岩

=>! =! ?=! =@! A>B! ?! A! =! A!

! ! ! ! ! " " " "
C+D= !=E FG !=E ?> !GE AA !@E @@ G?E !F >!E @F >@E =A !BE H@ !AE ?G
#+D= !E =G GE => GE GG !E AA ?E !! @E G@ =E >H AE GA AE A
I&=DG A>E ?A AGE >= A!E >F A?E @G A@E G= =?E !> A?E H? AFE @! F
J’=DG ?E =H HE @F >E =? >E == BE A! AE =@ GE A! GE !H GE @>
J’D BE HF FE GF A@E @! BE B@ AAE BA AE =H HE FH HE H@ A?E A!
K1D @E AB @E =G @E =A @E A> @E =! @E @= @E A! @E A= @E A=
K:D >E AF HE HG ?E BF ?E H@ BE AA @E FB !E G >E F? ABE !
($D A@E ?F A=E G! A@E BF A=E HA AAE =@ ?E H? FE G? BE @= ?E F>
L$=D GE @@ AE B> =E >? =E GH AE ?> >E !! GE ?F GE GF AE !F
M=D @E == @E AH @E ?F @E => AE @= AE !G AE AA @E HH @E =H
5=D> @E F? @E =? @E ?F AE G> @E BA @E A@ @E ?G @E A@ @E @?F
N=D O AE != @E BA @E FB AE GH AE =! AE >! @E A! AE != @E ?>
总和 FFE !F FFE G@ FFE =! FFE @? FHE !H FFE >B A@@E @= FFE F? FBE BH

M=D P L$=D @E @H @E @F @E =H @E AA @E ?= @E AB @E G@ @E =? @E =G
J’=DG P J’D @E HA @E H? @E >= @E >F @E ?F @E AF @E GF @E F> @E !>

* P 2 @E ?G @E B? @E B= @E BB @E H> AE HG @E H@ @E H! @E FH
#/+ !=E @B !AE !G !AE BA GFE => GHE AG GBE BB !HE G> !FE BG !>E BG

,$&4 P * HHE >? ?BE !! HAE HH HGE ?F ?>E AG G?E B= BAE ?= F?E @@ H>E !F

" " 注：数据来源：! 张云湘等（AFBB）；" 解广轰（AFB@）。

图 G" 钒钛磁铁矿矿床含矿岩石的 JK( 图解（ 仿邱家骧

和林景仟，AFFA）

（图中实线和虚线示意尾亚和香山西矿床样品点的大致界线）

J+:E G " J8K8( ;+$:3$* -2 )-/0 3-,4/ 23-* Q$1$;+,
0+0+$1-*$:1’0+0’ ;’.-/+0/（$20’3 R+7 $1; S+1，AFFA）

" " 在 #/+8,$&4 P * 图上（ 图 =,，依梅厚钧，AFHG 绘制），两个

矿床之间被一条曲线截然分开。香山西矿床为典型的偏镁

系，即属于与铜镍硫化物矿床有专属性的岩石；而尾亚矿床

则更多属于碱钙系，即与钒钛磁铁矿矿床有专属性的岩石。

以 J’D!（ 全铁）、K:D、($D 氧化物含量为端员做 JI(
三角图解（ 图 G），尾亚和香山西矿床的岩石亦明显分布在

= 个不同区域：尾亚矿床的岩石富铁特征明显，投影点靠近

(JK 边部；相反，香山西的岩石更加相对富含镁、钙，投影点

落在图解偏下方的中部区域。

!E G" 稀土元素

尾亚矿床各类岩石的稀土元素，由于基性程度和矿物组

合的不同，稀土含量变化较大，稀土总量（"TUU）可从 AAE F
V A@ W?到 =HBE A= V A@ W?，总体上较低。该矿床含矿岩系稀土

元素表现为各种稀土元素参数较为相似：轻重稀土分馏不

强，轻重稀土比值较低（"STUU P"NTUU X =E BF Y ?E >F），

（S$ P Z%）1 X AE F? Y HE AH，具较平滑的稀土配分曲线（ 图 !$），

均具有正铕异常（$U7 X AE =? Y =E =@）。

香山西 矿 床 岩 石 的 稀 土 元 素 含 量 较 低，稀 土 总 量

（"TUU）在 !E ?B V A@ W?到 ?=E HB V A@ W?。轻重稀土元素的分

馏更弱，轻重稀土比值较低（"STUU P"NTUU）仅为 AE HG Y
!E AH，（S$ P Z%）1在 AE A= Y >E A=，一般具不同程度的正铕异常

（$U7 X AE =A Y GE >A）。

比较两个矿床的稀土元素特征可以看出，! 两矿床的

稀土元素总体上表现出相似的特征：由于镁铁8超镁铁岩不

属于稀土元素的高丰度岩石，它们均含有较低的稀土总量和

=G!A !"#$ %&#’()(*+"$ ,+-+"$" 岩石学报 =@@?，==（>）



图 !" 尾亚（#）及香山西（$）钒钛磁铁矿含矿岩石稀土配

分曲线

（样品号所代表的岩石类型同表 %、表 &）

’()* !" +,, -#../01 23 425. 02675 3028 .4/ 9/(:#（#）#1; .4/
<(#1)54#1=(（$）>#1#;(6 .(.(#128#)1/.(./ ;/-25(.5

较平滑的稀土配分曲线（ 图 !#、$）。同时，含钒钛铁矿的岩

石中多产出大量斜长石（有时甚至出现斜长岩），因此稀土元

素中更多的出现正铕异常。! 香山西矿床作为有铜镍硫化

物伴生的钒钛磁铁矿矿床，与尾亚单一的钒钛磁铁矿矿床相

比，含矿岩石的稀土总量偏低，稀土配分曲线更加平缓，但一

致性较差些，即 ",? 值变化范围更大些。

!* !" 微量元素

两矿床含矿岩石的微量元素均高于 922;（@ABA）的原始

地幔值，但香山西矿床的 % 个辉绿辉长岩脉（ C%B%BD@E 和

C%B%FDG）略低。两者微量元素特征总体相似，如强不相容元

素富集程度明显高于弱不相容元素，+$H I J$H 值多大于 @；

配分曲线（蛛网图）上，+$、K4、H$、L0、M3 等总体呈亏损趋势

（图 G）。

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

图 G" 尾亚（#）及香山西（$）钒钛磁铁矿含矿岩石微量

元素汤氏蛛网图

（样品号所代表的岩石类型同表 %、表 &）

’()* G " N#1.O/ 1208#O(P/; .0#6/ /O/8/1. -#../015 320 425.
02675 3028 .4/ 9/(:#（#）#1; .4/ <(#1)54#1=(（$）;/-25(.5

（@）汤氏配分曲线（ 蛛网图）：尾亚矿床含矿岩石的配

分曲线较为一致（ 图 G#），而香山西矿床则相对杂乱不一

（图 G$），可能有含量较低时分析误差相对较大的因素。但

二者相比说明尾亚矿床的含矿岩石的同源性高于香山西矿

床，或者，香山西矿床的含矿岩石可能具有不同的源区。

（%）+$H I J$H比值：尾亚矿床较高，均大于 @，在 @* G@ Q
&F* !G；香山西矿床较低，多为 @* &% Q @B* %A，部分样品小于

@，在 R* %% Q R* BA。含矿岩石的汤氏配分曲线中不相容元素

的富集强弱（或 +$H I J$H值）取决于母岩浆分异结晶的程度、

源区及部分熔融程度，表明尾亚矿床较之香山西矿床，含矿

岩石的母岩浆分离结晶程度较高，或具有更为富集型地幔源

或较低的部分熔融程度。

（&）H$、K# 异常。尾亚矿床多表 现 为 H$、K# 双 亏 损

（图 G），K# I H$ 比值低（多小于 R* @）；而香山西矿床多为单

一的 H$ 亏损，K# I H$ 比值高（多大于 R* @）。H$ 和 K# 在自然

界中可形成完全的类质同相替代，但相对来讲早期矿物富

&&!@王玉往等：东天山地区两类钒钛磁铁矿型矿床含矿岩石对比



!"，而晚期矿物富集 #$，如酸性岩的 #$ % !" 比值明显高于超

基性岩。因此 #$ % !" 比值可代表岩石的分异程度，即 #$ % !"
比值高则分异程度较高，说明尾亚矿床含矿岩石的分异程度

可能低于香山西矿床。

（&）’( 异常：’( 异常被解释为有无斜长石参加的堆晶

岩或残余熔体（#)*+,-*.，/012）。香山西矿床均为明显的正

异常，!’( 在 /3 1/ 4 03 /5；而尾亚矿床多为负异常或弱的正

异常，!’( 为 63 /2 4 /3 51，说明尾亚岩体斜长石的分离结晶程

度较高（锶也随之分离掉了，即下沉到岩浆房底部了）。

（7）8(、9: 异常：尾亚矿床多为负异常；而香山西矿床

大部分样品为负异常，但含矿的辉长岩为正异常。由于在基

性岩中锆石一般结晶较晚，8(、9: 负异常主要取决于原始岩

浆，两矿床含矿岩石的 8(、9: 负异常可能说明其原始岩浆

8(、9: 含量较低。而香山西含矿辉长岩的 8(、9: 正异常则可

能表明其受到了同化混染作用。东天山地区的铜镍硫化物

矿床在成矿过程中，“同化混染熔离作用”起重要作用（ 傅学

明和刘凤山，/002；王玉往等，266&），香山西钒钛磁铁矿矿

床由于与铜镍硫化物共生，其成矿过程中有同化混染作用也

是合理的。

7; 造成两类矿床含矿岩石差别的原因

首先，两类钒钛磁铁矿矿床产出的大地构造背景不同。

尾亚矿床产于具太古 4 元古界基底的中天山古陆。据最近

的研究，尾亚岩体可能形成于印支期（8)$.< !" #$3 ，2667），而

印支期时东天山已处于板内环境，也就是说尾亚岩体具有板

内岩浆活动特征。其微量元素特征表明其原始岩浆具较高

的分异程度，因此岩石的酸度和碱度、物理化学参数、稀土及

微量元素特征等均具一致的特点，与典型的钒钛磁铁矿矿床

含矿岩石更为接近。香山西矿床产于准噶尔=哈萨克斯坦地

块与塔里木地块接触部的晚古生代康古尔塔格碰撞带，即特

殊的造山带、而非稳定的克拉通构造环境，而且矿床发育于

准噶尔型陆壳之上，而准噶尔地块具有特殊的未成熟陆壳基

底（王京彬等，266&）。由于香山西矿床形成时构造环境的不

稳定，原始岩浆来不及长期彻底地分异，导致岩石的酸度和

碱度及物理化学参数等均具有双重性和过渡特征。

其次，介质的物理化学条件是矿床中金属矿物形成的主

要控制因素，对于岩浆型铜镍矿床和钒钛铁矿床，岩浆的氧

逸度和硫逸度则是最主要的控矿因素之一。氧逸度和硫逸

度的约束条件较多，主要因素有反应的温度、压力和深度，熔

体的化学成分，氧和硫的浓度、活度，以及溶解度等等（>(*-?
!" #$3 ，/005；赖 绍 聪，/00&；刘 丛 强 等，266/；’)@+$A$B@ !"
#$3 ，/057；C$DD$EF !" #$3 ，/00&；G@DD !" #$3 ，/050）。对攀西地

区钒钛磁铁矿矿床研究表明，氧逸度的变化决定了钛铁氧化

物的结晶和形成岩石的结构矿物的共生组合，“外出溶”阶段

钛铁氧化物是在高的氧逸度条件下结晶的，当氧逸度逐渐降

低到一定程度，不混溶的硫化物才开始结晶（ 卢纪仁等，

/011；四川省地矿局攀西地质大队，/015）。对于铜镍硫化

物矿床，铜镍硫化物的熔离成矿多是在由氧化条件向还原条

件转变时才发生的（>DFF? !" #$3 ，/01H，/00H；I@ !" #$3 ，266/；

!$DJ(F??，/000；解广轰等，/001）。尾亚矿床作为单一的钒钛

磁铁矿矿床，其成岩温度为 /65&K，含矿岩石的氧逸度为

/6 LM3 02，与攀 西 等 典 型 钒 钛 磁 铁 矿 矿 床 相 似（ 王 玉 往 等，

266M），高于 香 山 西 钒 钛 磁 铁 矿=铜 镍 硫 化 物 复 合 型 矿 床

（/6 L13 M1 4 /6 L53 &H）；相应地，尾亚矿床的硫逸度为 /6 L/03 H7 4
/6 L/03 55，远低于香山西矿床（/6 L03 1，据李承德等，/00M）。因

为钛铁矿 >F#@NH中的铁是二价铁，因而较低的氧逸度有利于

钛铁矿的稳定，而氧逸度较高时，钛铁就会分解，生成磁铁矿

和金红石等。两类矿床氧逸度的差异与矿床主要金属组合

的特点是一致的：尾亚矿床以磁铁矿为主，香山西矿床则以

钛铁矿占优。

M; 结论

东天山地区的两类钒钛磁铁矿矿床虽然产地相邻，但由

于其产出的大地构造背景不同，造成不同的含矿原始岩浆特

征，从而形成了两类不同地质特征的矿床。尾亚矿床形成于

板内环境，含矿岩体具有板内岩浆活动特征，其岩石学和成

矿特征更接近克拉通裂谷环境的层状岩体，矿床属于典型的

钒钛磁铁矿矿床类型。相比之下，香山西矿床产于康古尔塔

格碰撞带，含矿岩体形成于后碰撞伸展构造成矿背景，其岩

浆分异程度低于尾亚含矿岩体，由于原始岩浆来不及长期彻

底地分异，导致岩石的酸度和碱度及物理化学参数等均具有

双重性和过渡特征，因此形成了介于典型铜镍硫化物矿床和

典型钒钛磁铁矿矿床之间的过渡类型!!香山西型钛铁矿

矿床。

致谢; ; 野外工作中得到新疆有色地质四队领导和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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