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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矿产资源不断得到开发,现代采矿技术正在逐步形成一系列特色。地质构造分析在矿产开
发过程中必不可少。准确的地质构造分析数据有助于保障生产和改善矿产资源。目前矿产资源因大量
开采而不断萎缩,使得矿山地质构造分析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矿山地质构造的特点,从矿山地
质构造的形成入手,探讨了各种地质构造中的成矿作用及矿山地质结构对矿山开采的影响,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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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ine Geolog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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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are continuously being developed, and modern mining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forming a series of characteristics. Geological structure analysis is essential in the process of mineral
development. Accurate geological structure analysis data helps to ensure production and improve mineral resources.
At present, mineral resources are shrinking due to large-scale mining, making the analysis of mine geological
structu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mine, starting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mine, discusses the mineralization in various
geological structur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mine on mining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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