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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西南部平利洛河一带位于秦巴地区毒重石-重晶石矿床三个成矿带的中带,分布有多个大、
中、小重晶石矿床,钡资源极为丰富。本文通过研究平利洛河一带重晶石-毒重石矿的分布及地质特征,
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初步总结出了本区重晶石-毒重石矿床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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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Barite and witherite Deposits in Pingliluohe Area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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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ingliluohe area in southern Shaanxi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three metallogenic belts of
the barite-witherite deposit in the Qinba area. There are many large, medium and small barite deposits
distributed. It is extremely rich in barium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the distribution and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rite-witherite deposits in the Pingliluohe area are studied, and the genesis of barite-witherite deposits
in this area is preliminarily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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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通过本次在研究区开展大量的
勘查研究工作,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初
步认为研究区重晶石-毒重石矿床属与
生物、冷泉及热液等地质作用多成因的
浅海沉积型矿床。

4 结论
4.1陕西南部平利洛河一带重晶石、
毒重石矿床,位于秦巴地区毒重石-重晶
石矿床三个成矿带的中带,赋矿层位主要
为上震旦统灯影组及下寒武统鲁家坪组。
4.2研究区重晶石-毒重石矿床沉积
作用明显,严格受层位、岩性控制。矿床
与其所处的沉积环境有着重要的耦合关
系,震旦系-寒武系界面附近属于本区最
有利的成矿沉积环境。成矿物质主要来
源于海水与热水沉积作用,初步认为研
究区重晶石-毒重石矿床属与生物、冷泉
及热液等地质作用多成因的浅海沉积型
矿床。
4.3秦巴地区重晶石矿床的开发利
用较早,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大部分矿山
中浅部资源多以消耗殆尽,区内重晶石毒重石矿床为沉积型矿床,矿体延伸较
稳定,因此在深部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图 1 平利洛河一带重晶石、毒重石矿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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