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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报道了宁芜矿集区内姑山矿浆型铁矿床中的铁氧化物、辉石闪长玢岩和赋矿围岩的 Fe 同位素组

成，其 δ57Fe 的总体分布范围为 － 0. 05‰ ～ 0. 79‰。结果显示，姑山铁矿床的铁氧化物赤铁矿和镜铁矿均比硅酸盐

岩浆结晶产物( 辉石闪长岩) 富集重的 Fe 同位素，并且硅酸盐岩浆的 Fe 同位素组成比已报道的火山岩的平均 Fe 同

位素组成更富集轻的 Fe 同位素，表明在岩浆不混溶的过程中 Fe 同位素发生了分馏，富铁熔体相对富集重的 Fe 同位

素，而硅酸盐熔体相对富集轻的 Fe 同位素; 相对于赋矿地层( 黄马青组石英砂岩) 和辉石闪长玢岩，赤铁矿和镜铁矿

更富集重的 Fe 同位素，围岩地层和闪长岩岩体则富集轻的 Fe 同位素。因此，姑山铁矿床的铁质不大可能来自于地

层或闪长玢岩岩体，而主要来源于深部岩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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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 isotope compositions of Fe_oxide minerals and pyroxene_diorite porphyry as well as ore_hosting wall rocks
from the Gushan ore magma deposit in Anhui Province are reported in this paper． An overall variation in δ57Fe val-
ues from － 0. 05‰ to 0. 79‰ has been observed． Fe_oxide minerals have higher δ57Fe values than pyroxene_dio-
rite porphyry， whereas the pyroxene_diorite porphyry is slightly enriched in light iron isotopes relative to average Fe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igneous rocks reported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indicating that Fe isotope fractionation oc-
curr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fluid immiscibility． Fe_rich melts are enriched in heavy Fe isotopes while Fe_poor sili-
cate melts are enriched in light Fe isotopes． Moreover， Fe isotope compositions of Fe_oxide minerals， pyroxene_di-
orite porphyry and wall_rock are comparatively studied． Both pyroxene_diorite porphyry and wall rocks have lower
δ57Fe values than the Fe_oxide minerals， and the Fe isotope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consistent with melt
immiscibility and also accordant with the basic theory of Fe isotopic fractionation， suggesting that the Fe in the Gus-
han iron deposit was most probably derived from deeper chamber rather than from strata and pyroxene_diorite por-
phyry． Field observations and Fe isotopic studie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s strongly suggest that the main ore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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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Gushan deposit were subjected to ore_magma type mineralization．
Keyw ords: geochemstry， Fe isotopes， magmatic immiscibility， ore magma， Gushan deposit

同位素示踪技术是矿床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近

代矿床学的许多重大进展都与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

的应用有关。但从成矿学角度讲，传统的 H、C、O、S
等稳定同位素对成矿物质来源与集聚过程的示踪毕

竟是间接的，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矿化剂元素，而不是

矿化元素本身，因此研究仍带有一定的推断性和不

确定性。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仪 ( MC_ICP_MS)

的诞生使得运用 Fe 同位素直接示踪铁的成矿作用

成为可能。正确运用这一新兴的同位素体系进行成

矿作用示踪的前提是查明和掌握其在不同类型矿床

中的基本分布特征及其在重要成矿作用过程中的地

球化学行为。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先后对不同类

型的矿床开展了 Fe 同位 素 研 究，包 括 BIF ( 例 如

Johnson et al． ，2003; Dauphas et al． ，2004; White-
house et al． ，2007; 李志红等，2008; 2012; 闫斌等，

2010) 、沉积型铁矿床( 李志红等，2012) 、前寒武纪层

状硫化物矿床( 朱祥坤等，2008a) 、赋存于太古代科

马提岩中的镍矿床( Bekker et al． ，2009) 、太古代石

英砾岩型金矿床( Hofmann et al． ，2009 ) 、现代洋底

热液系统( Sharma et al． ，2001; Ｒouxel et al． ，2004，

2008) 和斑岩_矽卡岩型矿床等与岩浆热液作用有关

的矿床 ( Graham et al． ，2004; Wang et al． ，2011; 王

跃等，2013) 、岩浆型铁矿床( 王世霞等，2012; Chen et
al． ，2014; Liu et al． ，2014 ) 以及表生热液铁矿床

( Markl et al． ，2006) 等，显示出 Fe 同位素在示踪成

矿物质来源和成矿作用过程方面具有应用潜力。但

总体上，Fe 同位素在矿床学领域的应用研究仍处于

探索阶段，研究所涉及的矿床数量较少，矿床类型也

较为单一，对于如何运用这一新兴的同位素技术进

行成矿作用过程示踪的工作方法也尚未建立起来。
玢岩铁矿是中国富铁矿石的重要来源，姑山铁

矿床是玢岩铁矿中矿浆成因矿床的典型代表，可以

很好地与瑞典基鲁纳型铁矿床进行对比 ( 侯通等，

2010; Hou et al． ，2011 ) 。目前，国内外对这一类型

铁矿床的 Fe 同位素研究尚属空白。本文试图通过

对宁芜盆地姑山铁矿床的岩体、围岩以及主要金属

矿物的 Fe 同位素研究，查明这一类型矿床中的 Fe
同位素的基本分布特征，并结合已发表的资料，对岩

浆不混溶过程中的 Fe 同位素地球化学行为进行研

究，进而为今后运用 Fe 同位素体系进行同类型矿床

成矿作用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1 区域地质概况

长江中下游宁芜火山岩盆地是一个在中生代褶

皱坳陷的黄马青组及象山群盆地基础上发育起来的

继承式断陷型火山盆地。宁芜矿集区沿长江构造剪

切带东侧呈 NNE 向带状展布，北起江苏省梅山铁

矿，南至安徽省钟姑山矿田，全长约 80 km。宁芜矿

集区内有 3 个明显的矿床( 点) 密集段: 北段以梅山

铁矿为中心，中段以凹山铁矿为中心，南段为钟姑山

矿田( 图 1) 。宁芜盆地呈纺锤形，向长江方向倾伏。
自南京梅山北到安徽当涂县查湾一带，火山岩带最

宽处约 16 km，向南沿宁芜线至钟姑山矿田呈狭窄的

带状，宽度不足 3 km，明显受 NNE 向拉张断裂的控

制。宁芜盆地火山岩由龙王山组、大王山组、姑山组

和娘娘山组组成，它们的锆石 SHＲIMP 年龄分别为

( 131 ± 4 ) Ma、( 127 ± 3 ) Ma ( 张 旗 等，2003 ) 和

( 130. 6 ± 1. 1) Ma( Yan et al. ，2009) ，表明宁芜火山

岩是早白垩世喷发的。与成矿有关的次火山岩主要

发生在大王山组火山岩喷发旋回末期。
钟姑山矿田位于宁芜火山岩盆地的南段，面积

近 200 km2，NNE 向与 NWW 向基底断裂带控制了区

内火山_侵入作用和矿化作用，也为火山喷发和岩浆

侵入提供了上升的通道。区内火山基底地层为三叠

系中统周冲村组白云质灰岩夹膏盐层、中统黄马青

组砂页岩、侏罗系中_下统象山群砂页岩。区域上与

铁矿床成矿密切的相关地层为三叠系周冲村组和黄

马青组，与铁矿床有关的侵入体均为浅成_超浅成的

小岩体。

2 矿床地质特征

姑山铁矿床位于宁芜火山岩盆地南缘，钟_姑背

斜东翼。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三叠系黄马青组、
侏罗系象山群、白垩系龙王山组、大王山组和姑山组

火山岩。NNE 向姑山_钟山断裂与 NWW 向姑山_向

阳断裂以及辉石闪长玢岩岩钟的原生构造控制了矿

体的空间分布、产状和形态。矿体主要产于辉石闪

长 玢岩岩钟顶部与黄马青组砂页岩等的接触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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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宁芜盆地地质简图 ( 引自段超等，2012)
Fig．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Ningwu basin( after Duan et al． ，2012)

其顶板主要为高岭土化辉石闪长岩、火山岩、页岩

等，底板主要为辉石闪长岩。受与岩体有关的隐爆

角砾岩带( 圈) 的控制，矿体平面呈半环状，剖面呈

古钟状( 图 2) 。矿体垂直延深不均，厚度为 10 ～ 140
m，平均厚 60. 6 m。铁矿石主要为块状假象赤铁矿，

次 为磁铁矿和赤铁矿矿石。贫矿石则为角砾状赤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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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姑山铁矿床的地质平面图( a) 和剖面图( b) ( 据 Hou et al． ，2011 修改)

Fig． 2 Geological map( a) and cross section( b) of the Gushan iron deposit( modified after Hou et al． ，2011)

图 3 姑山铁矿床典型矿石的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

a、c． 角砾状矿石，赤铁矿为胶结物，角砾为辉石闪长玢岩，角砾大小不等、磨圆较差; b． 块状赤铁矿矿石，气孔构造发育;

d． 层状镜铁矿矿石

Fig． 3 Photographs of typical ores from the Gushan iron deposit
a，c． Breccia ore，the breccias chiefly consisting of pyroxene_diorite porphyry and the cement dominated by hematite; b． Massive ore

with fumarolic structure，mainly consisting of hematite; d． Layered specularite 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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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矿石和硅化赤铁矿矿石。矿体下部出现透辉石_
磷灰石_磁铁矿脉。矿石主要呈结晶粒状、斑状结

构，致密块状、角砾状、网脉状、树枝状、骨架状和气

孔_晶洞构造等( 图 3) ，显示出熔体成矿的特点。矿

石中的矿物成分简单，金属矿物主要为赤铁矿、磁铁

矿、镜铁矿等; 脉石矿物为石英、磷灰石、透辉石( 阳

起石) 、高岭石、方解石、白云石等。赤铁矿的形成温

度高，为 720 ～ 1040℃ ( 李秉伦等，1984 ) 。矿体与围

岩的界线明显，围岩中蚀变作用不发育，矿体无明显

的热液蚀变分带，部分矿体受到硅化和成矿后期的

碳酸盐化，说明成矿时的热液作用较弱，矿石的形成

以铁矿浆贯入为主 ( 唐永成等，1998; 侯通等，2010;

刘佳林等，2011) 。

3 Fe 同位素

3． 1 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选取姑山矿床的 5 件全岩样品( 辉石

闪长岩和围岩) 和 10 件单矿物( 赤铁矿、镜铁矿) 样

品，单矿物样品取自角砾状、块状赤铁矿矿石和层状

镜铁矿矿石，矿石样品采自姑山矿床露天采场。
分别称取质量约 30 mg 全岩样品和 1 mg 单矿物

样品并将其放入 Teflon 溶样瓶中，以 HF 和 HNO3 混

合酸溶解全岩样品，赤铁矿和镜铁矿单矿物样品用

盐酸将其消解。完全溶解后的样品均转换为盐酸介

质并加入 0. 001%的 H2O2 以确保样品中的 Fe 全部

被氧化成 Fe3 + 后，采用离子交换层析法实现 Fe 与其

他元素的有效分离( 唐索寒等，2006 ) 。样品的化学

处理在国土资源部同位素重点实验室的超净实验室

完成。实验所需要的器皿均经过了严格的清洗，实

验所用的 H2O 经 Elga 系统纯化，电阻为 18. 2 MΩ，

HF、HNO3 和 HCl 均为优级纯试剂在超净室经二次

亚沸蒸馏纯化得到，H2O2 为优级纯试剂。
Fe 同位素的测定在国土资源部同位素地质重点

实验室的 Nu Plasma HＲ 型多接收器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仪( MC_ICP_MS) 上进行。化学分离后的
样品通过自动进样器和膜去溶 DSN_100 进入等离子
体，在高分辨模式下对 Fe 同位素进行高精度分析测
定，采用标准_样品交叉法对仪器的质量分馏进行校
正( 朱祥坤等，2008b) 。Fe 同位素的测定结果以样品
相对于国际标准物质( IＲMM_014) 的千分偏差表示，即:

δxFeIＲMM_014 ( ‰) = ［( xFe /54Fe) 样品 /
( xFe /54Fe) IＲMM_014 － 1］× 1000 ( x = 57，56)
δ56Fe 的外部精度为 ± 0. 08 ( 2σ) 。Fe 同位素测

试结果见表 1。
3． 2 分析结果

姑山矿床 δ57 Fe 的总体分布范围为 － 0. 05‰ ～
0. 79‰( 表 1) 。其中，辉石闪长岩全岩样品的 δ57 Fe
变化范围为 － 0. 05‰ ～0. 19‰，平均值为 0. 03‰; 围

表 1 姑山铁矿床全岩和单矿物的铁同位素组成
Table 1 Fe isotope compositions of whole rocks and mineral separates of the Gushan iron deposit

样品号 测试对象 δ 57 FeIＲMM_014 /‰ δ56 FeIＲMM_014 /‰

10GS_1_wr 辉石闪长岩全岩 0． 19 0． 14
10GS_7_wr 辉石闪长岩全岩 － 0． 05 － 0． 03
10GS_9_wr 辉石闪长岩全岩 0． 00 0． 00
10GS_12_wr 辉石闪长岩全岩 － 0． 02 － 0． 02

辉石闪长岩平均值 0． 03 ± 0． 11 0． 02 ± 0． 08
10GS_10_wr 围岩黄马青组红色石英砂岩 0． 05 0． 03
10GS_4_Hm 块状赤铁矿矿石( 气孔构造) 中的赤铁矿 0． 35 0． 24
10GS_5_Hm 块状赤铁矿矿石( 气孔构造) 中的赤铁矿 0． 50 0． 32
10GS_6_Hm 块状赤铁矿矿石( 气孔构造) 中的赤铁矿 0． 79 0． 53
10GS_17_Hm 块状赤铁矿矿石( 气孔构造) 中的赤铁矿 0． 37 0． 24
10GS_19_Hm 块状赤铁矿矿石( 气孔构造) 中的赤铁矿 0． 15 0． 09
10GS_20_Hm 块状赤铁矿矿石( 气孔构造) 中的赤铁矿 0． 75 0． 49
10GS_7_Hm 角砾状矿石中的赤铁矿 0． 37 0． 24
10GS_8_Hm 角砾状矿石中的赤铁矿 0． 31 0． 20
10GS_9_Hm 角砾状矿石中的赤铁矿 0． 09 0． 06

赤铁矿平均值 0． 41 ± 0． 24 0． 27 ± 0． 16
10GS_23_JT 晚期层状镜铁矿 0． 46 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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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黄马青组石英砂岩的一个全岩样品 δ57 Fe 值为

0. 05‰; 铁的氧化物赤铁矿和镜铁矿的 δ57 Fe 变化范

围为 0. 09‰ ～ 0. 79‰，平均值为 0. 41‰。所获结果

显示以下特征:① 辉石闪长岩的 Fe 同位素组成落入

前人所报道的火成岩 Fe 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内，但

相对于前人所报道的闪长岩类的平均 Fe 同位素组

成( δ57 Fe 变化范围为 0. 05‰ ～ 0. 19‰，平 均 值 为

0. 17‰，Heimann et al． ，2008; Beard et al． ，2003; 王

跃等，2012) ，姑山矿床辉石闪长岩略富集轻的 Fe 同

位素; ② 相对于辉石闪长岩，姑山矿床所有铁的氧

化物呈现出富集重的 Fe 同位素的特征;③ 相对于赋

矿地层( 黄马青组石英砂岩) ，赤铁矿和镜铁矿呈现

出富集重的 Fe 同位素的特征;④ 与前人所报道的矽

卡岩型 热 液 矿 床 中 的 磁 铁 矿 ( δ57 Fe 变 化 范 围 为

－ 0. 54‰ ～ 0. 20‰，平 均 值 为 － 0. 11‰，Wang et
al． ，2011) 相比，姑山铁矿床中的赤铁矿相对富集重

的 Fe 同位素，其赤铁矿的 Fe 同位素组成与前人报

道的岩 浆 型 矿 床 中 的 磁 铁 矿 ( δ57 Fe 变 化 范 围 为

0. 15‰ ～ 0. 61‰，王 世 霞 等，2012; Chen et al． ，

2014; Liu et al． ，2014) 的平均 Fe 同位素组成更为接

近，前者的 δ57 Fe 平均值为 0. 46‰，后者的 δ57 Fe 平

均值为 0. 34‰，矿浆型矿床略微富集重的 Fe 同位

素。

4 讨 论

通过大量的地质和地球化学研究，前人普遍认

为姑山矿床是典型的矿浆贯入式矿床 ( 于景林等，

1977; 常印佛等，1991; 李秉伦等，1984; 宋学信等，

1981; 侯通等，2010; Hou et al． ，2011) ，区内富铁、富
钠的母岩浆经过不混溶作用形成铁氧化物熔体 ( 铁

矿浆) 和硅酸盐岩浆 ( 岩体) ，在构造条件发生变化

时，分离后的硅酸盐岩浆喷出或以次火山岩的形式

侵入，随后铁矿浆沿火山通道和裂隙上移成矿，于岩

体和围岩的接触带等物化条件合适之处形成姑山式

矿浆型铁矿( 侯通等，2010 ) 。下面将根据姑山铁矿

床的岩体、围岩以及主要含铁矿物赤铁矿的 Fe 同位

素组成特征，对岩浆不混溶过程中的 Fe 同位素地球

化学行为以及姑山铁矿床的铁质来源进行探讨。
4． 1 岩浆不混溶过程中的 Fe 同位素地球化学行为

岩浆不混溶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岩浆演化机

理，已被许多学者用来解释基性岩体中的铜、镍硫化

物矿床、层状侵入体中的铬铁矿和钒钛磁铁矿矿床

( Zhou et al． ，2005 ) 以及典型的基鲁纳型铁氧化物

矿床( Lyons，1988 ) 的形成。对这一作用过程中 Fe
同位素地球化学行为的理解，是正确运用 Fe 同位素

示踪岩浆演化和岩浆矿床成矿作用过程的关键。
对姑山矿浆型矿床含矿岩体和主要矿石类型

( 块状矿石和角砾状矿石) 中的铁氧化物的 Fe 同位

素组成研究显示，从铁氧化物熔体中沉淀出来的金

属矿物( 赤铁矿和镜铁矿) 均比硅酸盐岩浆结晶产物

( 辉石闪长岩) 富集重的 Fe 同位素，并且硅酸盐岩浆

的 Fe 同位素组成比已报道的火山岩的平均 Fe 同位

素组成富集轻的 Fe 同位素。由于赤铁矿是 Fe3 + 矿

物，其从铁的氧化物熔体( 以 Fe3 + 为主) 中晶出的过

程中并未改变铁的氧化还原状态和配位，基本继承

了铁质熔体的 Fe 同位素组成，矿物和熔体之间的同

位素比值相等或产生非常小的同位素动力学分馏。
因此，姑山铁矿岩体和赤铁矿的 Fe 同位素组成特征

表明，在岩浆不混溶的过程中 Fe 同位素发生了分

馏，富铁熔体相对富集重的 Fe 同位素，硅酸盐熔体

相对富集轻 Fe 同位素。这一认识符合 Fe 同位素分

馏理论。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氧化还原过程会导

致 Fe 同位素发生分馏，相对于二价铁，三价铁呈现

重同位素富集 ( Johnson et al． ，2002; Welch et al． ，

2003; Croal et al． ，2004; Anbar et al． ，2005; Polyak-
ov et al． ，2007) 。

对于姑山矿床来讲，富铁、富钠的同源岩浆经不

混溶作用分离出了富铁熔体和富硅酸盐熔体，前者

以 Fe3 + 形式为主，后者以 Fe2 + 形式为主。在这一过

程中，Fe 同位素在两相之间发生分馏，重 Fe 同位素

优先进入 Fe3 + 相而轻铁同位素优先进入 Fe2 + 相，从

而形成赤铁矿相对辉石闪长岩富集重 Fe 同位素的

现象。
这一认识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本区的辉石闪

长岩比大多数火成岩富集轻 Fe 同位素。本区的硅

酸盐岩浆是母源岩浆经过了岩浆不混溶作用后分离

出来的硅酸盐岩浆，在这一过程中重 Fe 同位素进入

了富铁熔体，硅酸盐岩浆相对母源岩浆富集轻 Fe 同

位素，而大多数硅酸盐岩浆没有经过岩浆不混溶作

用，所以结晶出来的火成岩要比本区硅酸盐岩浆结

晶出来的辉石闪长岩富集重的 Fe 同位素。
4． 2 姑山铁矿床的 Fe 质来源

成矿物质来源是矿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姑山铁矿床的铁质来源，一些学者提出铁质可

能来自于岩浆对黄马青组中原生富铁沉积层的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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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铁质主要来自闪长岩岩体( 林

传仙等，1983) ，还有学者认为铁质不大可能来自于

地层或闪长玢岩岩体，而有可能来源于深部的偏基

性岩浆( 侯通等，2010) 。
Fe 同位素研究结果显示，姑山铁矿赋矿地层黄

马青组 的 δ57 Fe 为 0. 05‰，辉 石 闪 长 玢 岩 全 岩 的

δ57Fe为 0. 03‰，两者均比赤铁矿更富集轻的 Fe 同

位素。赤铁矿是姑山铁矿的主要含铁金属矿物，其

Fe 同位素组成基本可以代表其形成时矿浆的 Fe 同

位素组成。姑山铁矿床中的赤铁矿 δ57 Fe 的平均值

为 0. 41‰，最大值可达 0. 79‰，这种富集重 Fe 同位

素的特征无法通过富集轻 Fe 同位素组成的围岩或

辉石闪长岩岩体的加入而形成，铁质不大可能来自

于地层或闪长玢岩岩体。含铁矿物和岩体的 Fe 同

位素组成特征与岩浆不混溶过程中的 Fe 同位素变

化规律一致，且符合同位素分馏的基本理论，可以认

为姑山铁矿床的铁质主要来源于深部岩浆，这是首

次运用 Fe 元素本身探讨姑山铁矿床的铁质来源，并

对其进行的直接制约。这个结果也印证了前人对于

姑山矿床的成因是矿浆贯入式的认识。

5 结 论

姑山铁矿床的铁氧化物———赤铁矿和镜铁矿均

比硅酸盐岩浆结晶产物( 辉石闪长岩) 富集重的 Fe
同位素，并且硅酸盐岩浆的 Fe 同位素组成相对已报

道的火山岩的平均 Fe 同位素组成富集轻的 Fe 同位

素，表明在岩浆不混溶的过程中 Fe 同位素发生分

馏，富铁熔体相对富集重的 Fe 同位素，硅酸盐熔体

相对富集 Fe 的轻同位素; 赤铁矿相对富集重的 Fe
同位素，其 Fe 同位素组成无法通过富集轻的 Fe 同

位素组成的围岩或辉石闪长岩岩体的加入而形成，

同时含铁矿物和岩体的 Fe 同位素组成特征与岩浆

不混溶过程中的 Fe 同位素变化规律一致，并且符合

同位素分馏基本理论，因此，姑山铁矿的铁质既不可

能来自于围岩地层，也不可能来源于闪长玢岩岩体

本身，而主要来自于深部岩浆房。

志 谢 本次研究工作在野外工作过程中，得

到安徽地质矿产勘查局、安徽地质矿产局 322 地质

队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志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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