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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枞地区西湾铅锌矿床与 MVT 型铅锌矿床地
质特征对比研究
杜东旭，张建明，程培生，李壮，汪曙潮，顾大年
（安徽省勘查技术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摘

要

西湾铅锌矿位于庐枞火山岩盆地北东缘，近年来经过安徽省地勘基金投资，
《无为县西湾铁多金属矿普
查》项目工作的深入开展，确定其为大型铅锌矿床。矿床的成因类型尚未确定，笔者通过总结勘查成果，
分析了西湾铅锌矿的矿床成因及成矿模式，从大地构造背景、容矿围岩、成矿特征、与岩浆活动的关系、
矿体形态、矿物组合、矿石结构构造、容矿 - 控矿构造以及成矿流体来源等 9 个方面对比研究了西湾铅锌
矿床与 MVT 型铅锌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研究认为，西湾铅锌矿为受地层、构造双重控制的多金属矿
床，控矿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东马鞍山组，控矿断裂主要黄屯 - 枞阳基底断裂。西湾铅锌矿成矿物质中的
13
硫元素来源相对复杂，δ C 表现为海相碳酸盐岩地层特征，成矿流体没有岩浆热液参与，很有可能来自盆

地热卤水，叠加了大气降水的改造。西湾铅锌矿与 MVT 型铅锌矿床在多方面具有相似特征，大地构造
背景均为盆地环境，容矿围岩均为碳酸盐岩，均为后生成矿与岩浆活动无直接关系，矿体形态均变化较大
为层状、
透镜状、
不规则状等，
矿物组合均较简单，
矿石组构特征相似，
控矿构造主要为断层、
破碎带以及角
砾岩。本文通过将西湾铅锌矿床与 MVT 型铅锌矿床的成矿特征进行对比，
初步判定研究区铅锌矿为 MVT
型铅锌矿床，
该矿床类型为庐枞地区新型矿床类型，
这一认识对在本区寻找相似类型矿床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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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安徽庐枞火山岩盆地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
1991；任启江和徐兆
一个重要矿集区（常印佛等，
文，1991），中生代期间 , 该区处于强烈的板内变形
阶段，发生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动，形成了一系列的
北北东—北东向构造岩浆带，并发育了丰富的铁、
铜、硫、铅、锌、银、金、硬 石 膏 等 矿 产（常 印 佛 等，
1991；任启江和徐兆文，1991；吴明安等，2007），已探
明的有罗河、龙桥、大鲍庄大型铁矿，大鲍庄、何家
小岭、黄屯大型硫铁矿，沙溪、井边中型铜矿，岳山、
2015）等，主要
朱岗中 - 大型铅锌银矿（蔡晓兵等，
的矿床类型有矿浆 - 岩浆热液型（罗河铁矿、大鲍

文章编号：1674-7801(2021)12-2332-09

庄铁矿、黄屯硫铁矿）、斑岩型（沙溪铜矿床、岳山铅
锌银矿床、朱岗铅锌矿）以及沉积 - 热液叠改型（龙
桥铁矿）。西湾铅锌矿床位于庐枞火山岩盆地北东
缘，经过近几年的勘查工作，初步估算 4 个主矿体铅
2020），
锌矿 333+334 类资源量达 97.4 万 t（李壮等，
规模已达大型，但是其矿床类型尚未确定，通过对
其成矿特征进行总结，发现西湾铅锌矿与庐枞地区
已发现的矿床类型皆不相同，而与 MVT 型铅锌矿
床在多方面具有相似特征，本文从构造背景、容矿
围岩、成矿特征、与岩浆岩的关系、矿体的产状形态
特征、矿物组合特征、矿石结构、控矿因素以及成矿
流体来源等 9 个方面将西湾铅锌矿与 MVT 型铅锌
矿床进行对比研究，初步判定西湾铅锌矿为 M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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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铅锌矿床，是区内新型矿床类型，这一认识丰富
了庐枞矿集区矿床类型种类，对在本区寻找相似类
型矿床具有借鉴意义。

1

区域地质背景

庐枞火山岩盆地位于长江中下游断陷带内，地
处扬子板块北缘，西接郯庐断裂带，是一个北东向
展布的中生代火山岩盆地（图 1）。盆地内的地层
属于下扬子地层分区，自古生代以来，庐枞地区长
期处于拗陷状态，接受了巨厚沉积，地层发育较全

图1

1991；杜玉雕和魏国辉，2018）。庐枞盆
（常印佛等，
地的岩石地层单元主要可以划分为：前寒武纪的变
质结晶基底，震旦纪到中侏罗世的沉积盖层，晚侏
罗世到早白垩世火山岩盖层以及第四纪的沉积物
（温冰冰等，2018），中三叠世东马鞍山组为一套海
陆交互相碎屑岩夹碳酸盐岩沉积建造（吴明安等，
2007），夹有膏盐层，主要分布在盆地的北部边缘，
是铅锌等矿体的主要含矿层位。
盆地内部主要为早白垩世陆相火山岩，由老到
新分别为龙门院组、砖桥组、双庙组和浮山组，呈半

庐枞盆地地质简图（据周涛发等，2010 修改）

1—白垩系下统浮山组；2—白垩系下统双庙组；3—白垩系下统砖桥组；4—白垩系下统龙门院组；5—侏罗系上统罗岭组；6—早白垩世二长岩；
7—早白垩世正长岩；8—早白垩世 A 型花岗岩；9—铁矿床；10—铜矿床；11—铅锌矿床；12—铀金矿床；13—断裂

2333

矿

产

环形，从盆地北、东和南部向盆地西部及中心地区
依次分布（杜玉雕和魏国辉，2018）。各组之间均为
喷发不整合接触 , 构成四个旋回（任启江和徐兆文，
1991；周涛发等，2008）。
盆地内构造活动强烈，边界被四组深大断裂所
控制，其北西边界为 NNE 走向的罗河 - 裴岗 - 练潭
断裂，南东边界为 NEE 走向的沿江断裂，东界为近
SN 走向的襄安镇 - 大通镇断裂，北界为近 EW 走向
的陈陂湖 - 黄姑闸 - 芜湖断裂（陈志洪等，2016）。
盆地中的侵入岩按其侵入时间的早晚可以分
为两期：早期的二长岩类、闪长岩类侵入体，分布于
盆地的北部；晚期的正长岩和Ａ型花岗岩，分布于
盆地的南部（汪晶等，2014；温冰冰等，2018）。

2

矿床地质特征

西湾铅锌矿床位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庐枞盆地
北东缘（图１）。矿体主要赋存于三叠系东马鞍山组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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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砾状灰岩地层中的层间破碎带，
上部次火山岩、龙
门院组火山岩盖层和下伏东马鞍山组膏溶角砾岩
2020）。
中也有脉状铅锌矿（化）体分布（李壮等，
矿体呈北东东向展布，南西从 5 线开始，一直沿
北东东方向延伸至44线，共10条勘探线控制（图2）。
西湾铅锌矿沿走向断面形态呈 V 字型（图 3），
共圈定 4 个主矿体（Ⅰ、Ⅱ、Ⅲ、Ⅳ）和 35 个小矿体
（1~35）。各矿体规模、大小不一，形态复杂，具膨胀、
收缩、尖灭再现、分叉等现象，呈似层状、透镜体、薄
板状产出。矿体整体走向北东东（近 60° 方位），倾
向北西，倾角 2°~62°，呈带状展布；矿体沿走向最大
延伸约2470 m，
最大宽度约725 m，
最小宽度约84 m，
平 均 约 199 m，长 宽 比 为 12∶1；矿 床 工 程 控 制 顶
板 最 小 埋 深 96.48 m（ZK1601 孔），底 板 最 大 埋 深
831.03 m（ZK2004 孔），矿体埋深在 96.48~831.03 m
之间，标高为 -89.73~-824.23 m；最小视厚度 1.07 m，
最大视厚度 85.20 m。4 个主矿体铅锌矿推断资源

西湾铅锌矿区地质简图及矿床水平投影图

1—白垩系下统龙门院组下段；2—侏罗系下统磨山组下段；3—三叠系上统拉犁尖组上段；4—三叠系上统拉犁尖组下段；5—三叠系中统铜头
尖组；6—三叠系中统东马鞍山组；7—三叠系下统南陵湖组；8—早白垩世粗安斑岩；9—早白垩世闪长岩；10—推测地质界线；11—推测平行
不整合界线；12—推测断层及编号；13—勘探线及编号；14—纵剖面线；15—探矿权范围；16—矿体水平投影范围；17—见矿钻孔位置；18—
未见矿钻孔位置；19—钻孔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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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湾铅锌矿纵Ⅱ线地质剖面图

1—第四系；2—白垩系下统龙门院组；3—三叠系中统东马鞍山组；4—早白垩世粗安斑岩；5—早白垩世闪长岩；6—推测地质界线；7—膏岩层
界线；8—铅锌矿体及编号；9—钻孔

量达 50 万吨以上，为大型规模。
矿体以铅锌矿为主，部分为单铅或单锌矿体，
局部含硫铁矿、重晶石矿；脉石矿物主要为方解石
和白云石，产在次火山岩中的矿体脉石矿物主要为
斜长石和钾长石。

（5）矿物组合简单，主要为闪锌矿、方铅矿、黄
铁矿、白铁矿、白云石、方解石和石英，仅在少数矿
床 / 矿区发育重晶石和萤石；
（6）硫化物通常交代碳酸盐岩或充填开放孔隙
空间，组构变化较大，矿石由粗粒到细粒 , 由块状到

矿石构造主要有细脉浸染状构造、脉（网脉）状
构造、团块状构造等（图 4）。

浸染状；

矿石的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晶粒状结
构、浸（溶）蚀结构、乳滴状结构等（图 5）。

坍塌角砾岩等；

3 西湾铅锌矿与 MVT 型铅锌矿床特
征对比

沉积建造水，成矿过程中演化为含矿热卤水，温度
一般为 50~250 ℃，盐度 w（NaCleq）一般为 10%~30%

3.1

MVT 型铅锌矿床基本特征
根据传统定义，MVT 型铅锌矿指赋存于台地

碳酸盐岩中成因与岩浆活动无关的浅成后生层状
铅锌矿床，是在 50°~250° 条件下从稠密的盆地卤水
中沉淀形成的（Leach et al., 2005；姚凤良和孙丰月，
2006）。
MVT 铅锌矿床主要地质特征如下：
（1）矿床产于地台边缘的沉积盆地中，含矿岩
系成带状沿盆地边缘分布，一般都含海相蒸发岩；
（2）矿床产于一定层位地层中，容矿围岩为未
变质的沉积岩，以厚层白云岩为主 , 次为石灰岩；
（3）矿体大多以开放空隙充填方式形成，具有
后生特征，其形成与岩浆活动无直接联系；
（4）可发育层控的、断层控制以及受喀斯特地
形控制的矿体，矿体形态变化较大，可以为层状、筒
状、透镜状、不规则状等；

（7）最重要的控矿因素为断层、破碎带和溶解
（8）成矿流体为低温中高盐度盆地流体，源自

2006；张长青
（Leach et al., 2005；姚凤良和孙丰月，
等，2009）。

3.2

地质特征对比
从构造背景、赋矿围岩、岩浆活动的关系、成矿

特征、矿体形态、矿物组合、矿石组构、容矿 - 控矿
构造、成矿流体来源等 9 个方面将西湾铅锌矿床和
MVT 型铅锌矿床进行对比（表 1）。

3.3

比较分析
西湾铅锌矿床与 MVT 型铅锌矿床相比，具有

如下相同点：
（1）相似的大地构造背景，都处于盆地环境；
（2）容矿围岩均为碳酸盐岩；
（3）均为后生成矿，与岩浆活动无直接关系；
（4）矿体形态均变化较大，为层状、透镜状、不
规则状等；
（5）矿物组合均较简单，矿石矿物主要为方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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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湾铅锌矿矿石手标本照片

a—矿石的浸染状构造；b—矿石的脉状构造
矿物缩写：Gn—方铅矿

图5

西湾铅锌矿镜下照片

a—黄铁矿呈自形、半自形晶粒状结构，方铅矿典型的三组解理而形成的三角孔；b—黄铁矿的半自形晶粒状结构
矿物缩写：Gn—方铅矿；Sp—闪锌矿；Py—黄铁矿

表1
MVT 型铅锌矿床

铅锌矿
构造背景
赋矿围岩
与岩浆活动
的关系
成矿特征

矿体形态

2336

MVT 型铅锌矿床与西湾铅锌矿床对比表

产出于造山带边缘前陆环境或靠近克拉通
一侧的沉积盆地环境
以白云岩为主，少数矿床产于灰岩地层
时间和空间上一般与岩浆活动没有直接联
系
后生成矿

西湾铅锌矿床
产出于庐枞火山岩盆地
三叠系东马鞍山组，上部岩性主要为角砾状灰岩，下部岩性主要为白云质灰岩，
夹有膏盐层
周杨村闪长岩体侵位于矿区北东侧东马鞍山组下部，仅有 ZK4401 揭露二者接
触带，闪长岩与碳酸盐岩接触带附近无明显矿化蚀变，且闪长岩体无铅锌矿化
存在，表明其与岩浆活动无直接关系
铅锌矿主要呈细脉浸染状构造及网脉状构造赋存于方解石脉沿裂隙充填于碳
酸盐岩，后生特征明显

可发育层控的、断层控制以及受喀斯特地

矿体沿走向断面形态呈 V 字型，共圈定 4 个主矿体和 35 个小矿体，各矿体规模、

形控制的矿体，矿体形态变化较大，可以为

大小不一，形态复杂，具膨胀、收缩、尖灭再现、分叉等现象，呈似层状、透镜体、

层状、筒状、透镜状、不规则状等

薄板状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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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MVT 型铅锌矿床

铅锌矿

矿物组合简单，主要为闪锌矿、方铅矿、黄
矿物组合

铁矿、白铁矿、白云石、方解石和石英，仅在
少数矿床 / 矿区发育重晶石和萤石
方铅矿、闪锌矿等通常交代碳酸盐岩或充

结构构造

填于开放孔隙空间，矿石结构由粗粒到细
粒，矿石构造由块状到浸染状

西湾铅锌矿床
主要为方铅矿、闪锌矿，局部含硫铁矿、重晶石矿，脉石矿物主要为方解石和白
云石，产在次火山岩中的矿体脉石矿物主要为斜长石和钾长石
矿物结构有晶粒状结构、浸（溶）蚀结构、港湾状结构、乳滴状结构等，矿石构造
主要有细脉浸染状构造、脉（网脉）状构造、角砾、块状构造
不整合面、断层、破碎带等，三叠系中统东马鞍山组角砾状灰岩，岩石孔（裂）隙

控矿构造

最重要的控矿因素为断层、破碎带和溶解

发育，有利于热液交代、矿物质沉淀，为西湾铅锌矿提供了有利的矿体赋存部

坍塌角砾岩等

位，北东向断裂及其次级断裂控制了矿化带的走向、局部隆起和（层间）破碎带
控制矿体分布特征和空间形态

低温中高盐度盆地流体，源自沉积建造水，
成矿流体

成矿过程中演化为含矿热卤水，温度一般

中低温，来自盆地热卤水，叠加了大气降水的改造

为 50~250 ℃
资料来源

Leach et al., 2005；姚凤良和孙丰月，
2006；
张长青等，2009

张燕群，2019；李壮等，2020；本文

矿、闪锌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白云石、方解石；
（6）矿石组构特征相似，矿石结构主要为粒状，
矿石构造由脉状到浸染状；
（7）控矿构造主要为断层、破碎带以及角砾岩；
（8）成矿流体均为低温盆地流体。

4
4.1

成矿物质和流体来源
成矿物质来源

西湾铅锌矿床的硫化物分析测试结果显示硫
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在 -4.7‰~10.6‰ 之
间，分布的峰值区间为 2‰~6‰。硫同位素组成特
征变化范围大，反应其硫源相对复杂。
西湾铅锌矿床方解石脉发育，通过对 17 个方
解石和 3 个灰岩样品进行碳氧同位素实验测试分

图6

13
析，将该矿床方解石和灰岩的 δ CPDB 值投至不同成
13
因碳的 δ CPDB 组成图上（图 6），可以看出该矿床的
δ13CPDB 表现为海相碳酸盐岩地层特征。

4.2

成矿流体来源

流体包裹体的液相阴阳离子成分分析表明西
2+
+
2湾铅锌矿床成矿流体主要为 Ca -Na -SO4 -Cl- 型
+
2+
2+
+
+
流体（表 2）。通过 Na /（Ca +Mg ）比值和 Na /K
+
+
+
2+
2+
比值进行 Na /K -Na /（Ca +Mg ）图解投点（图 7），
有一个方解石的投影点落在盆地热卤水区域（张燕
群，2019），其它的投影点分布于岩浆热液成因与盆
地热卤水成因之间，靠近盆地热卤水的区域，因此
成矿流体没有岩浆热液参与，很有可能来自盆地热
卤水，叠加了大气降水的改造。

13
西湾铅锌矿床不同成因碳的 δ CPDB 组成图（据张燕群，2019）

1—前人统计的不同成因碳的 δ13CPDB 分布；2—西湾铅锌矿床碳的 δ13CPDB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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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湾铅锌矿床流体包裹体液相成分分析表
液相成分 /10-6

成分分析

样品编号

矿物名称

ZK1219-03

方解石

0.98

15.40

364

12.50

1.56

6.75

234

ZK5008-01

方解石

0.41

2.05

130

1.84

1.02

2.01

71

F

-

Cl

-

2-

SO4

Na

+

K

+

Mg

2+

2+

Ca

ZK5008-02

方解石

0.94

16.00

509

9.72

5.16

6.92

208

ZK1207-01

石膏

0.29

0.66

2649

2.48

1.29

6.83

941

5

成矿模式分析

西湾铅锌矿体主要赋存于三叠系东马鞍山组
角砾状灰岩地层中，上部次火山岩、龙门院组火山
岩和东马鞍山组下部石膏、硬石膏层中有少量脉状
铅锌矿（化）体分布。
西湾地区东马鞍山组角砾状灰岩应为原始沉
积的灰岩、白云岩地层经受两阶段改造后形成，或
为两种成因的角砾状灰岩（图 8）。第一阶段：原始
沉积的灰岩、白云岩地层，下部为石膏及硬石膏层，
石膏、硬石膏层系蒸发岩层，当其抬升至地下浅部，
在地下水的作用下快速溶解流失，致使地下产生空
洞，在重力作用下，围岩及其本身的沉积夹层甚至
上覆岩层发生垮塌、破碎，堆积在一起，灰岩层理被
完全破坏，形成人们所称的膏溶角砾岩的“雏形”，
后经胶结形成膏溶垮塌角砾岩，而膏岩层局部隆起
为赋矿地层的破碎提供应力条件。第二阶段：已形
成的膏溶角砾岩或角砾状灰岩在地表淡水作用下，
常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溶蚀空间或由很多溶蚀空
间相互连接的管系统，西湾地区岩溶孔洞在石膏、

图7

+
+
+
2+
2+
西湾铅锌矿床流体成分的 Na /K -Na /(Ca +Mg ) 图

解（张燕群，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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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离子

阴离子

Ca2+ 最多，其次为
+

2+

+

Na 和 Mg ，K 最少

SO42- 最多，其次
为 Cl-，F- 最少

硬石膏层上方规模较大，溶洞边部发育栉壳状方
解石。
上部的火山岩及次火山岩盖层，岩性为粗安斑
岩及凝灰岩，孔隙率及活性较低、连通性差，是一个
良好的地球化学障，可阻挡成矿流体向上扩散运
移，将大部分成矿流体限制在东马鞍山组，仅有少
部分成矿流体通过小规模裂隙运移至火山岩及次
火山岩中，而东马鞍山组发育的角砾状灰岩，渗透
率高、孔隙度大以及连通性好，含矿流体可沿角砾
岩带进行流动，流动过程中，因压力、温度等条件的
改变，从流体中沉淀富集成矿。两者共同为成矿提
供了成矿空间及圈闭条件。
基底断裂带是庐枞盆地铅锌矿的重要控矿构

图8

西湾地区角砾状灰岩形成机制

a—原始沉积阶段；b—石膏、硬石膏垮塌阶段；c—岩溶阶段
1—灰岩；2—石膏、硬石膏；3—角砾状灰岩；4—岩溶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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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已发现的朱岗铅锌矿、岳山铅锌矿及新发现的

水，叠加了大气降水的改造。

西湾铅锌矿均分布在黄屯 - 井边 - 石门庵 - 枞阳的

（3）西湾铅锌矿为受地层、构造双重控制的多

北东向成矿带及其延伸方向上，推测北东向黄屯 -

金属矿床，控矿地层为三叠系东马鞍山组，控矿断

枞阳基底断裂为深部成矿物质上升参与地下浅部

裂主要为黄屯 - 枞阳基底断裂。

成矿作用的重要通道。

参考文献

综上所述，西湾铅锌矿床为受地层、构造双重
控制的多金属矿床。大气降水等注入火山盆地，溶
解了成矿物质 Pb、Zn 等，在火山盆地内部形成富含
铅锌的流体系统，成矿流体沿断裂运移至东马鞍山
组，当成矿流体与东马鞍山组碳酸盐岩中含 H2S 流

Leach D L, Sangster D F, Kelley K D, Large R R, Garven G, Allen C
R, Gutzmer J, Walters S. 2005. Sediment hosted lead-zinc deposit:
A global perspective[J]. Economic Geology, 100th Anniversary
Volume: 561-607.
蔡晓兵 , 汪晶 , 岳运华 , 张舒 , 吴明安 . 2015. 安徽省庐江县朱岗铅锌
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J]. 安徽地质 , 25(3): 161-166.

体混合，便导致 Pb、Zn 硫化物在角砾状灰岩中富集
成矿，形成了西湾铅锌矿床（图 9）。

常印佛 , 刘湘培 , 吴言昌 . 1991. 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 [M]. 北京 :

6

陈志洪 , 赵玲 , 李亚楠 . 2016. 庐枞盆地隐伏正长花岗岩的锆石 U-Pb

结论

地质出版社 .
年龄和 Hf 同位素组成 [J]. 矿物岩石 , 36(2): 55-61.

（1）西湾铅锌矿床的大地构造背景、容矿围岩、
后生成矿特征及与岩浆活动的关系、矿体形态特
征、矿物组合特征、矿石组构特征、控矿构造特征与
MVT 型铅锌矿床基本相似，初步判定西湾铅锌矿床

杜玉雕 , 魏国辉 . 2018. 安徽庐枞盆地铁矿含矿建造构造特征与成
矿 [J]. 地质调查与研究 , 41(4): 270-279.
李壮 , 程培生 , 张建明 , 缪旭煌 . 2020. 庐枞盆地北缘西湾大型铅锌
矿的发现及其找矿标志 [J]. 矿产勘查 , 11(10): 2163-2169.
任启江 , 徐兆文 . 1991. 安徽庐枞中生代火山构造洼地及其成矿作

属于 MVT 型矿床。

用 [M].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2）西湾铅锌矿床产于庐枞火山岩盆地东北

汪晶 , 吴明安 , 李小东 , 张舒 , 赵文广 , 魏国辉 . 2014. 庐枞盆地早白
垩世闪长玢岩锆石 U-Pb 年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成矿指示意

缘，三叠系东马鞍山组角砾状灰岩岩石孔（裂）隙

义 [J]. 地质学报 , 88(4): 547-561.

发育，为西湾铅锌矿床提供了有利的矿体赋存部

温冰冰 , 张招崇 , 谢秋红 , 程志国 , 费详惠 , 李子羲 . 2018. 安徽庐枞

位，成矿流体为低温盆地流体，可能来自盆地热卤

盆地小包庄铁矿的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机制以及与罗河铁矿

图9

西湾铅锌矿成矿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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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8—石膏、硬石膏层；9—灰岩角砾；10—粗安斑岩；11—铅锌矿体；12—岩溶溶洞；13—地质界线；14—膏盐层界线；15—断层；16—含矿流
体运移方向

2339

矿

产

的关系 [J]. 地质学报 , 92(7): 1474-1492.
吴明安 , 侯明金 , 赵文广 . 2007. 安徽省庐枞地区成矿规律及找矿方
向 [J]. 资源调查与环境 , 28(4): 269-277.
姚凤良 , 孙丰月 . 2006. 矿床学教程 [M].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25128.

勘

查

2021 年

[D]. 南昌 : 东华理工大学 .
周涛发 , 范裕 , 袁峰 , 陆三明 , 尚世贵 , Cooke D, Meﬀre S, 赵国春 .
2008. 安徽庐枞(庐江-枞阳)盆地火山岩的年代学及其意义[J].
中国科学 (D 辑 : 地球科学 ), (11): 1342-1353.
周涛发 , 范裕 , 袁峰 , 宋传中 , 张乐骏 , 钱存超 , 陆三明 , David R.

张长青 , 余金杰 , 毛景文 , 芮宗瑶 . 2009. 密西西比型 (MVT) 铅锌矿
床研究进展 [J]. 矿床地质 , 28(2): 195-210.

2010. 庐枞盆地侵入岩的时空格架及其对成矿的制约 [J]. 岩石
学报 , 26(9): 2694-2714.

张燕群 . 2019. 安徽西湾铅锌矿床地球化学特征及矿床成因探讨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Xiwan
Lead-Zinc deposit in Luzong area and MVT-type Lead-Zinc deposits
DU Dongxu, ZHANG Jianming, CHENG Peisheng, LI Zhuang, WANG Shuchao, GU Danian
(Geological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Anhui Province, Hefei 230031, Anhui, China)

Abstract: The Xiwan lead-zinc deposit is located on the north-eastern edge of the Luzong volcanic rock
basin.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the investment of the Anhui provincial geological prospecting fund and the in-depth
work of the“General Survey of Xiwan Iron Polymetallic Deposits in Wuwei County”has been carried out , the
Xiwan lead-zinc deposit is determined to be a large-scale lead-zinc deposit ,but the genetic type of the ore deposit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The authors summarized the exploration results , and analyzed the genesis and
metallogenic model of the Xiwan lead-zinc deposit, to compare and study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Xiwan lead-zinc deposit and MVT-type lead-zinc deposits in 9 aspects, including the geotectonic background,
ore-bearing surrounding rocks,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the relationship with magmatic activity, ore body
shape, mineral assemblage, ore fabric, ore-bearing-ore-controlling structure and the source of ore-forming ﬂuid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Xiwan lead-zinc deposit is a polymetallic deposit controlled by strata and structure.
The ore-controlling strata are mainly the East Ma’anshan Formation of Triassic, and the ore-controlling faults
are mainly Huangtun-Zongyang basement fault. The source of sulfur in the Xiwan lead-zinc deposit i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δ13C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carbonate strata. The ore-forming ﬂuid has no magmatic
hydrothermal participation, and is likely to come from the hot brine of the basin, superimposed by atmospheric
precipitation. The Xiwan lead-zinc deposit and MVT-type lead-zinc deposits hav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in
many respects. Th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geotectonic background is basin environment; the ore-hosting
surrounding rocks are carbonate rocks; both are post-generation minerals；there i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magmatic activity; the ore bodies vary greatly in morphology, such as stratiﬁed, lenticular, irregular, etc.; mineral
assemblages are relatively simple; ore fabric features are similar; ore-controlling structures are mainly faults,
fracture zones and corners Conglomerate. By comparing the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Xiwan Pb-Zn
deposit with MVT-type Pb-Zn deposits,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determines that the Xiwan Pb-Zn deposit is an
MVT-type Pb-Zn deposit, which is a new type of deposit in the Luzong ore concentration area. The knowledge is
of reference signiﬁcance for ﬁnding similar types of deposits in this area.
Key words: the Xiwan lead-zinc deposit; the Luzong volcanic rock basin; MVT-type lead-zinc deposits;
contras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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