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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提升,对于地质矿产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加大,特别是铁、铝、锌等等地
质矿产资源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生产生活中所用的很多物质都需要用到相应的地
质矿产。但是经过多年的开采,矿产资源储备量不断降低,这就需要通过更加先进的技术进行矿产勘查,
从而提升地质找矿效果,物化探技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本文主要分析了物化探技术方面的内
容,同时阐述了物化探方法在地质找矿效果方面的应用,希望能够对相关人士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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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the demand for geological minerals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especially the geological mineral resources such as iron, aluminum and zinc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many substances used in production and life also need corresponding
geological minerals. However, after years of mining, the reserve of mineral resourc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duced, which requires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to conduct mineral exploration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geological prospecting.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nd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of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methods in geological prospecting
effect, hoping to be helpful to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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