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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鄂博超大型Nb-Fe-REE矿床主矿矿体形态变化
及深部找矿方向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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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次研究运用AutoCAD软件，对白云鄂博矿主矿勘探线3 ~13行的11张剖面图与1978年相对应的剖面图

进行了对比，对现有的三个水平分层图与1978年的三个水平分层图进行了对比，认为铁矿体有往深部延伸的趋势，

并且深部有新的独立铁矿体存在。主矿白云岩的规模要大于原有资料的估量，矿体在浅部和深部都有扩大和延伸

的趋势，在深部白云岩与板岩互层，并包裹和分离铁矿体。深部白云岩母岩浆的早期分异可析出相当数量的磁铁

矿，它们与白云石同时或稍晚结晶。这些磁铁矿在合适的地质条件下，聚集起来就可形成一定规模的铁矿，即为碳

酸岩岩浆型铁矿。这表明，规模巨大的碳酸岩体在白云鄂博地区即使在深部亦可形成一定规模的铁矿体。该发现

提示我们利用深孔资料寻找铁的富集规律是当前寻找铁矿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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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7年丁道衡先生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以来，

岁月已流逝了整整90年。几代研究者都在这块草原

深处瑰丽的宝山上留下了他们辛勤耕耘的汗水。从

已发表的有关白云鄂博矿大量研究文献（340多篇）

内容来看，多偏重于与该矿稀土有关的矿物学、地球

化学和年代学研究。包钢是我国大型钢铁基地，白

云鄂博矿每年要为公司输送900万吨铁矿石，同时还

要为其他企业供矿。众所周知，白云鄂博矿体范围

主要是以铁的品位来圈定的，主矿在输出矿石总量

中所占比例为70%。此外，随着开采深度的延伸，在

采矿过程中随时会遇到矿体消失、分叉或尖灭等情

况。 在实际生产中发现主矿矿体尤其是其西部变化

很大，给采剥计划、生产、配矿带来了不确定的因

素。因而对主矿深部矿体形态变化的研究及寻找新

的矿体，提供准确可靠的地质资料是当前急迫而重

要的任务。

1地质背景
白云鄂博地区位于华北克拉通北缘，紧邻古生

代中亚造山带，二者以乌兰宝力格大断裂为界。与

乌兰宝力格大断裂相交的有东西向延伸达40 km的

白银角拉克-宽沟断裂。两条断裂的交汇处产出了

规模宏大的白云鄂博赋矿白云岩，该白云岩的产状

十分复杂，包括巨大的浅成岩体，大规模的岩墙群，

中小规模的岩株。紧邻其东部还有晚古生代大规模

花岗岩的侵位。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上述两条断裂

的交汇处应是连通地幔的岩浆通道[1]。白银角拉格-

宽沟断裂以南出露有新太古和古元古代的基底片麻

杂岩，其上不整合覆盖有分布广泛的沉积时间大约

在1.7～2.1 Ga之间的白云鄂博群[2]。赋矿白云岩主

要发育在宽沟断裂以南，侵入于白云鄂博群之中，因

此，宽沟断裂以南的白云鄂博群遭受了广泛和强烈

的蚀变并伴有变形。

白云鄂博矿体的圈定是以铁的含量作为主要依

据的。含铁>45% 的矿石为富矿，45%～30%之间为

中矿，<30%的矿石为贫矿，白云鄂博矿区可分为主

矿、东矿和西矿（图1a）。A-B剖面线通过的即为主

矿，主矿以东为东矿，以西为西矿。西矿主要为分散

的小矿体。主矿和东矿的白云岩厚度最大，蚀变最

强烈。主矿的氟交代和铁交代强烈；东矿的钠交代

最发育，铁交代的规模略逊于主矿。本次研究主要

涉及了主矿，从主矿的A-B剖面（图1b）图可见，铁矿

体的下盘是白云岩，上盘是板岩。但本文据深孔资

料，发现深部白云岩与板岩的关系不仅是简单的上



下盘关系，下面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2研究方法
2.1 图件的信息化

为了与1978年的地质资料对比，把1978年包钢

地质队勘探报告①中的主矿区3、4、5、6、7、8、9、10、11、

12、13号勘探线11张纸质剖面图，用数字化仪转化为

CAD电子版；并将主矿水平分层图1 494 m、1 446 m、

1 230 m共3张转化为CAD电子版。

在前人地质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白云鄂博铁矿主

矿最新生产勘探资料，重新绘制了主矿采场与之对

应的地质勘探线平面图（3~13）（图2）和地质剖面图

11张（图3~13），并绘制了主矿采场地质水平分层图

1 500 m、1 486 m、1 472 m、1 458 m、1 444 m、1 230 m

共6张（图14~16）。

2.2 更新数据

利用计算机地质软件将2015年9个深孔资料，

总进尺为5 885.3 m的野外素描及化验结果的资料进

行了地质数据库的更新，利用现有的地质软件进行

剖面、平面图的修绘。对主矿采场生产部位的质量

指示图进行整理分析，利用穿孔渣堆取样进行TFe元

素化学分析，按照采场矿石自然类型及品位，结合现

有的相应水平分层图，进行二次修图，获得主矿各类

型矿石分布图一张（图17）。

2.3地质分层矿岩计算

主要方法是利用白云鄂博铁矿地质数据库与采

剥计划信息系统中的核心技术及数学模型，在地质

平、剖面图上，分别对磁铁矿、氧化矿及各类型的岩

石进行了重新圈定。其中，矿石分为两个品种（磁铁

矿、氧化矿）和3个品级（高品位、中品位、低品位），对

岩石按种类进行圈定。具体运用方法如下:

（1）矿体区域的自动生成技术: 用Boundary

命令可以生成闭合折线，也可生成面域。

（2）扩展数据技术—标注符号与矿体区域

的关联: 在地质剖面图或分层平面图上有许多

标注符号，用以指明相应矿体的品种或品级。

通过扩展数据技术可以把生成矿体区域周边界

线的句柄号以扩展数据形式引入代表该矿体的

标注符号中去。

（3）背景区域的确立: 将该矿体区域的品级

序号及背景区域周线的句柄号以扩展数据保存

在该区域周线中，以便确立背景区域。

（4）矿量的统计：对于有背景的情形，对任

一个面积的区域，在向它的品级累加面积时，同

图1 白云鄂博矿区地质简图，A-B主矿剖面线（据参考文献[3]）

Fig.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Bayan Obo area

1.黑云母花岗岩；2.剖面线；3.辉长岩-辉长闪长岩；4.基底杂岩；5.基底混合岩；6.石英砾岩；7.石英岩；8.白云岩；9.板

岩；10.铁矿体；11.岩层走向；12.断层；13.地层界限；14.侵入体界限

图2 白云鄂博铁矿主矿勘探线平面图

Fig.2 Exploration lines of main iron ore body

①包钢地质队.白云鄂博主东矿储量计算说明书或称78年勘探报告.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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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4行剖面图

Fig.4 Profile of No.4 exploration line
图5 5行剖面图

Fig.5 Profile of No.5 exploration line

图6 6行剖面图

Fig.6 Profile of No.6 exploration line

时必须在它背景区域的品级扣除相同的面积；如果

无背景区域，统计矿量就是对各种品级矿石面积的

累加，然后乘厚度及该品级矿石的比重。

（5）矿石品位计算：设及到矿石重量级金属量。

（6）计算指定区域内矿石重量及品位：求指定区

域矿石重量意味矿体可能不完全落在指定区域内。

从图形运算角度看，这是求两个区域的共同部分，称

之为交运算，为此必须把多边形区域转化为面域。

（7）选择集的应用：选择集是程序选择指定属性

图元最基本的手段，根据指定的属性自动选择图元。

完成上述步骤后，根据地质数据库，用地质软件

初步绘成地质图件，地质技术员再进行绘制，充填颜

色，便于图形对比。

3现在剖面图与1978年的对比
本次研究，为了利于与1978年图形的对比，对矿

体的品位按 3级划分，TFe>45%，标注成红色，为富

矿；30%≦TFe<45%，标注成黄色，为中矿；30%<TFe<

20%，标注成兰色，为贫矿。白云岩没有进行单独圈定。

3.1剖面图的对比

1978年主行剖面图与现有的主行剖面图的对比

（从3行~13行共11张剖面图对比）（图3~13）：

图7 7行剖面图

Fig.7 Profile of No.7 exploration line

图3 3行剖面图

Fig.3 Profile of No.3 explora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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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9行剖面图

Fig.9 Profile of No.9 exploration line

图10 10行剖面图

Fig.10 Profile of No.10 exploration line

图11 11行剖面图

Fig.11 Profile of No.11 exploration line

图12 12行剖面图

Fig.12 Profile of No.12 exploration line

图8 8行剖面图

Fig.8 Profile of No.8 exploration line

3.2水平分层图的对比

1978年1 494水平与现在生成勘探1 500水平对

比，1978年1 446水平与现在生成勘探1 444水平对

比，1978年1 230水平与现在生成勘探1 230水平对

比（注：1978 年勘探报告水平分层图标高为 1 496

m、1 446 m）（图14~16）。

3.3现有图形与1978年的对比分析

（1）铁矿体形态的剖面图对比

图13 13行剖面图

Fig.13 Profile of No.13 explora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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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3勘探线，矿体下盘倾角变化从67°增大到

71°，铁矿体由缓变陡，矿体的深部分叉较多。4勘探

线，矿体恢复到原来的形态。5勘探线位于1 458 m

以下的矿体变陡。这次探明的深部矿体的变化归纳

如下: 1）6~7勘探线矿体倾角变化在3~4°之间，结合

2015年WK7-01深孔，探明在深部标高755 m处有一

个厚度50 m的低品位独立矿体，面积为69 576 m2；2）

8勘探线矿体继续延伸，真厚度为25 m，1 325 m处有

图14 现在使用的1 500水平分层图及1978年勘探报告1 496水平分层图

Fig.14 Present 1 500 flat bed and 1 496 flat bed in 1978

图15 现在使用的1 444水平分层图及1978年勘探报告1 446水平分层图

Fig.15 Present 1 444 flat bed and 1 446 flat bed in 1978

图16 现在使用的1 230水平分层图及1978年勘探报告1 230水平分层图

Fig.16 Present 1 230 flat bed and 1 230 flat bed i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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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矿体；3）据9勘探线深孔发现，现有矿体下延，矿

体真厚度57 m，中高品位；4）11勘探线在原有矿体标

高为1 220 m的基础上，向下延伸447 m，中高品位，

真厚度52 m；5）12勘探线2＃矿体比原有的大，1＃矿

体比原有的小，还存在独立小矿体；6）13勘探线查明

白云岩下部有真厚度为54 m和 10 m的的两个低品

位铁矿体。

（2）铁矿体形态的水平分层图对比

1 500水平与1978年1 496水平对比，1 444水平

与1978年1 446水平对比以及1 230水平与1978年

的对比发现: 1）南部有独立矿体；2）东北部分矿体有

扩大的趋势；3）矿体向南部扩展了约50 m；4）下部的

矿体范围有扩大的趋势。

（3）白云岩形态的对比

剖面图：1）从 3 勘探线可见，铁矿体的下部与

白云岩相互穿插；2）根据 4勘探线的深钻WK4-01

资料，下盘白云岩中有 20 m厚的板岩；3）5勘探线

的下盘白云岩中板岩厚度增加；4）6勘探线白云岩

的侵入向上延伸，从 1 556 水平（1978 年确定）向

上延伸至 1 638 水平；5）9 勘探线深部白云岩与板

岩是交错的（图 18）；6）10勘探线白云岩位于两个

矿体之间；7）12 勘探线的 WK12-01 深孔确定了白

云岩与板岩的界限，与 1978年 53-44孔所圈定的界

限有所不同。现有资料表明白云岩在板岩中可呈

透镜体。

水平分层图：1）1 500水平与

1978年的 1 496水平的对比，发

现在矿体西部的白云岩继续向

矿体的中心延伸；2）1 444水平与

1978年1 446水平对比，西部白云

岩范围有扩大的趋势，白云岩中

包裹着一些独立的小矿体，相互

间并不相连；3）1 230水平与1978

年的1 230水平对比变化最大的

还是西部，勘探线为3～8行范围

内，其下部的白云岩宽度从几米

到 60 m 与铁矿体互相分割穿

插。因此，西部白云岩在3～8行

的范围间占有的空间是增大的，

并且探明了下部白云岩与板岩

相互成层，而不是简单的上盘即

板岩，下盘即白云岩。

4矿石类型及分布
主矿各类型矿石水平分布图（图17）表明，主矿

的条带状萤石-稀土-白云石型铁矿石分布最广，在

空间上与下盘白云岩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硅酸盐

型的钠闪石型和钠辉石型贫铁矿分布局限，特别是

后者仅少量出露，但它们与块状富铁矿石的关系比

较密切，后者呈透镜状或带状出露在不同的矿石类

型之间。图17表明硅酸盐型贫铁矿石仍然多集中分

布在矿体的中部，南部为大片的板岩。而在矿体北

部则主要为萤石-稀土-白云石型铁矿石。图17显示

了除块状铁矿石为高品位矿石外，其余的矿石类型

多属于低品位矿石。

5铁的来源
白云鄂博矿床的一个特点是，凡有白云岩（或碳

酸岩）的地方就可能出现含铁矿物。在矿体开采面，

在东部接触带和东介勒格勒的采坑和探槽中都可发

现，白云岩中富含铁矿物，其中的铁矿物呈脉状、不

规则块状或条带状产出。这些铁矿物是与碳酸岩浆

中的白云石同时结晶或稍晚析出的一些磁铁矿，聚

集起来达到一定规模后即可成为铁矿体，具有开采

价值。白云鄂博铁矿的产状主要是透镜状、豆荚状、

似层状，矿体的形态和品位，沿走向或倾向变化很

大，与一般沉积型矿床的矿体产状有明显差别[4]。前

图17 主矿不同矿石类型水平分布图

Fig.17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ore types in the main iron or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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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已经提到不仅是剖面图还是水平分层图，都证实

了铁矿体在水平方向和在深部的扩大和延伸，另外

还证实了有新的数个独立矿体存在。这种情况的出

现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主矿体的白云岩规模巨大，

本次报告还证实了其规模比以往估计的还要大。这

样规模的白云岩，其母岩浆含有极其丰富的挥发分、

碱金属、稀土、铌、铁元素等，分异演化后会向上部地

壳迁移和集中，出现了以霓长岩化为主（即以钠辉石

和钠闪石为主要脉石矿物）的交代型铁、铌、稀土等

矿石，富集了大量的稀土、铌和铁等[5]。 但是，这次扩

大和新发现的一些矿体，主要以萤石-稀土-白云石-

磁铁矿型或稀土-白云石-磁铁矿型为主，这种类型

与前面提到的交代型的矿石类型是不同的。本区富

稀土、铌的各类型碳酸岩可视为碳酸岩岩浆型铌稀

土矿床[6-7]。本文着重提到的产出在碳酸岩中的萤石-

稀土-白云石-磁铁矿或稀土-白云石-磁铁矿矿石类

型，也是产出在碳酸岩中的岩浆型铁矿床，也有作者

提出是碳酸岩浆熔离型铁矿床[8]。

6 矿体的二次圈定
本次研究利用1978年勘探报告中的地质图纸，

结合现有的不断更新的地质图件，和2015年主矿深

部9个钻孔的的地质资料，对主矿的铁矿体和白云岩

的形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和二次圈定。根据铁矿

体界线向南推移，铁矿体西部白云岩厚度增大的现

实情况，结合相应水平台阶的穿孔扎堆的化学分析，

进行了二次修图。两幅新圈定的1458和1444段爆

区的平面图上红色为高品位矿石（TFe>45%），紫色

为中品位矿石（TFe30%≦45%），蓝色为低品位矿石

（30%<TFe<20%），绿色为岩石。

7讨论与结论
白云鄂博是轻稀土和多金属聚集的超大型矿

床，有关其成因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主要涉及赋矿白

云岩和铁矿是沉积成因还是火成成因[3，9-11]。根据本

文提供的最新资料，主矿赋矿白云岩与白云鄂博群

中的其它地层的产出情况完全不同，它侵入于H9板

岩之中，与大小不等的铁矿体有着空间上的密切联

系。白云鄂博白云岩（或碳酸岩）母岩浆含非常丰

富的稀土和铁，白云岩中的稀土矿物及磁铁矿是从

碳酸岩浆中结晶出来的，它们与碳酸岩中的白云石

或方解石形成了共结关系[12]。因此，白云鄂博富稀土

图18 13勘探线深孔WK13-01，探明在主矿下部的白云岩是与板岩互相交叉的

（图中绿色为板岩符号为H，灰色为白云岩符号为D）

Fig.18 Cross bedding of slate（green）and dolomite（grey）

in deep borehole WK13-01 of 13 explora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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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铁的各类型碳酸岩构成了碳酸岩岩浆型稀土矿

床，如果其中的铁矿物富集达一定规模，可供开采，

即形成了碳酸岩岩浆型稀土-铁矿床。

本次研究运用了新的地质软件，对白云鄂博矿

主矿3行~13行11张剖面图与1978年对应的剖面图

进行对比，还对现有的三个水平分层图与1978年的

三个水平分层图进行了对比，探明了铁矿体在9和11

勘探线均有往深部延伸的趋势。另外，6、7、8、12和

13勘探线结合深孔资料查明了深部有6个新的独立

铁矿体存在。主矿1 458水平的矿石类型分布图，表

明了主矿白云岩的规模要大于原有资料所估量的，

其在浅部和深部都有扩大和延伸的趋势。在深部白

云岩可与板岩互层（图18），或在其中呈透镜体。主

矿西部的矿体被白云岩包裹和分离，随采掘深度的

延伸，还可发现不同形态的矿体被白云岩包裹，并在

白云岩中断续分布。1 458和1 444段爆区质量图及

矿体二次圈定（图19，20），对现在正在进行的采矿作

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深部白云岩母岩浆的早期分异可析出相当数量

的磁铁矿，在合适的地质条件下，聚集可形成一定规

模的铁矿，这就是碳酸岩岩浆型铁矿，或者如有些研

究者认为的是岩浆熔离型铁矿。这与沉积型的铁矿

有着本质的差别。这表明，规模巨大的碳酸岩体在

白云鄂博地区，即使在深部亦可形成一定规模的铁

矿体，这种铁矿体可能以中小规模为主，以中贫矿居

多。当前，根据深孔资料，关注巨大白云岩体深部铁

矿物的分布和富集规律是寻找新的铁矿的重要方向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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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41372081）提供支持帮助。

参考文献

[1] 郝梓国，王希斌，李震等.白云鄂博碳酸岩型REE-Nb-Fe

矿床—一个罕见的中元古代破火山机构成岩成矿实例

[J].地质学报，2002，76（4）:525-540.

[2] 马铭珠，章雨旭，頡颃强，等.华北克拉通北缘白云鄂博群

和腮林忽洞群底部碎屑锆石U-Pb定年，Hf同位素分析

及其地质意义[J].岩石学报，2014，30:2973-2988.

[3] 王中刚，李绍柄，苏贤泽.沉积变质-热液交代型稀土，铁

矿床的成因特征[J].地球化学，1973，1：5-12.

[4] 沈保丰，张阔.中国叠生型铁矿床成矿特征探讨[J].矿床

地质，2016，35（2）:213-224.

[5] 王凯怡，张继恩，方爱民，等.内蒙白云鄂博矿床成因—矿

体内霓长岩化成矿作用与赋矿白云岩的联系[J].岩石学

报，2018，34（3）:785-798.

[6] 王凯怡，杨奎峰，范宏瑞，等.白云鄂博矿床研究若干问题

的探讨[J].地质学报，2012，86（5）：687-699.

[7] 王凯怡，张继恩，方爱民，等.白云鄂博矿床类型的思考和

认识[J].矿物学报，2017，37增刊（上），（2）:48-9.

[8] 王凯怡，张继恩，方爱民等．白云鄂博矿床成因－矿体内

霓长岩化成矿作用于赋矿白云岩的联系[J].岩石学报，

2018, 34（3）：785-98.

[9] 王希斌，郝梓国，李震，等.白云鄂博—一个典型的碱性－

碳酸岩杂岩的厘定[J].地质学报，2002，76（4）：501-525.

[10] 杨奎锋.内蒙古白云鄂博地区元古代构造-岩浆演化史

与超大型REE-Nb-Fe矿床成因.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

士学位论文2008.

[11] 袁忠信，白鸽，吴澄宇，等.内蒙白云鄂博铌，稀土，铁矿

床的成矿时代和矿床成因[J].矿床地质，1991，10（1）：59-70.

[12] Yang XM，Le Bas MJ.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carbon-

atite minerals from Bayan Obo，Inner Mongolia，China: im-

plications for petrogenesis[J] . Lithos，2003，72:97-116.

图19 1 458段爆区质量图及矿体二次圈定

Fig.19 1 458 blasting area and redraw the boundary of

iron ore body

图20 1 444段爆区质量图及矿体的二次圈定

Fig.20 1 444 blasting area and redraw the boundary

of iron or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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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riation of the main ore body form and deep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the giant Bayan Obo Nb-Fe-REE iron ore deposit

HAO Mei-zhen1, ZHAO Yong-gang1, ZHANG Shun1, YANG Jin-jun1, WANG Kai-yi2

（1. Bayan Obo Iron Mine，Baotou Iron and Steel Company，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80，China；

2.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The data on the exploration lines and the horizontal flats of the main ore body，Bayan Obo giant Nb-

Fe-REE deposit were transformed to CAD electron edition. Based on previous data plus quite new exploration

data the geological profile maps（11）and the geological horizontal flats（6）for the main ore body were re-

drawn. By using the computer soft ware，the data of 9 deep boreholes were collected and made a database，the

new profile maps and horizontal maps including nine profile maps which may reflect some geological variation

in the depth have been drawn.There occur several new iron ore bodies in the deep, which were enclosed and

separated by the dolomite carbonatit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volume of Fe3O4 could be seperated by early period

crystal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or little later than the dolomite. And because the dolomite carbonatite magma was

rich in iron and REE, the Fe3O4 might be formed iron ore bodies by crystal accumulation. This type of iron ore

may be classified carbonatite magmatic iron ore deposit. Thus, if the volume of the carbonatite is large enough in

the deep, it may be able to find big iron ore body.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sing deep drill to look for the

deep iron ore in the Bayan Obo area.

Key words: deep ore body; Bayan Obo Fe deposit; form variation; carbonatite type magmatic iron deposit

Zircon LA-ICP-MS U-Pb dating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Lujing area of Hunan and Jiangxi border

ZHANG Wan-liang, GAO Meng-qi, LYU Chuan, HUANG Chao, HUANG Di, XIE Zhi-cong

(Research Institute No.270, Nuclear Industry, Nanchang 330200, China)

Abstract: Lujing area, located in the border of Hunan and Jiangxi province, is a granite type uranium disposit

concentration area, where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mainly occurs inside or the outer contact belt of the

Indosinian - Yanshan period granites, including uranium ore occurrences closely related to granite porphyry, with

metallogenic age 47～116.4 Ma. There are three granite porphyry veins at the northern part of Lujing area, wtih

nearly E-W trending, 2～5 m wide and intermittently 2～3 km long. What was the age of the granite porphyry

and its influence on uranium mineralization? that is an important geological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the granitic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n Zhuguang or Lujing area . For this reason,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field observation,

took rock samples and have studies the lithogeochemistry and chronology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anite porphyry are characterized by rich silicon, high alkali and high uranium. The zircon LA-

ICP-MS U-Pb age of the granite porphyry is about 139 ± 1.6 Ma, belongs to the early Cretaceous diagenetic

stage. The time relation between the granite porphyry intrusion and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is not obvious, but

the presence of the granite porphyry has increased the inhomogeneity of the rock mass structure and provided a

favorable physical and chem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uranium mineralization.

Key words: granite porphyry; zircon U-Pb dating; metallogenic environment; Luj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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