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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赤峰柴矿 4 号脉矿体的研究与找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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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赤峰柴胡栏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目前在柴胡栏子北沟矿区发现厚大矿体,初步将矿体命名为9
号脉。9号脉矿体呈脉状,总体走向285°～300°,倾向南西,倾角65°～70°。主要出露在8-10中段。同
样的在3-7中段有相同的厚大矿体,命名为4号脉。4号脉矿体成脉状,总体走向在290°-310°倾向南西,
倾角45°～55°。后研究发现两条矿体可通过F1断层联系起来。
[关键词] 地质探矿；矿体；闪长玢岩
中图分类号：P215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No.4 Vein Orebody in Chifeng Chai Min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rospecting
Xiangwei Zhang
Chifeng Chaihulanzi Gold Mining Co., Ltd
[Abstract] Chifeng Chaihulanzi Gold Mining Co., Ltd. has found thick orebody in Chaihulanzi Beigou mining
area, and initially named No.9 vein. No.9 vein presents the shape of veined, the general trend is 285o ~300o and
tends to south west with inclination angle of 65o ~70o. The exposed part is mid section of 8-10.
Similarly, there has the same thick orebody in the middle section 3-7, named No.4 vein. No.4 vein is also
veined with an overall orientation towards 290o~310o with an inclination of 45o ~55o. Later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two orebodies can be linked through the F1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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