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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林型金矿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内华达州卡林省发现的赋存于碎屑岩-碳酸盐岩中的
金矿床。金以“不可见金”赋存于砷黄铁矿和毒砂中。本文综述了卡林型矿床金的赋存状态的研究方
法及最新进展。不可见金的赋存状态研究方法主要有微束分析法、质谱分析法以及波谱法。目前对于
晶格金的沉淀机及晶格位置仍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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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lin-type gold deposit is a clastic carbonate gold deposit discovered in carlin, Nevada, USA in the
1960s. Gold occurs as invisible gold in arsenopyrit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latest
progress of the occurrence state of gold in Carlin-type deposits. The main methods to study the occurrence
state of invisible gold are microbeam analysis, mass spectrometry and spectral analysis.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precipitator and lattice position of lattice go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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