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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球化学勘查技术是探矿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在深部勘查中的应用越来越广,通过分析矿产
周围岩石中的矿物元素,并通过获得的信息找到矿产的位置。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的应用增加了矿产勘查
储量,信息穿透力强,加深了矿产勘查深度。地球化学勘查技术作为矿产资源勘查领域不可缺少的要素,
文章基于地球化学勘查技术在矿区勘查中的应用,提高了勘查效率,促进了资源勘查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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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main technical means of prospecting. It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deep exploration, by analyzing the mineral elements in the rock around the mineral, and finding
the location of the mineral through the obtained inform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ncreases the mineral exploration reserves, has strong information penetration, and deepens the mineral exploration
depth.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the field of mineral resource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n mining area exploration, this paper improves the
explora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 explor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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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的概述

[5]
对整个过程进行解释和推理 。测量过程主要是通过对当地地质条

地球化学勘查技术是一种用于探测隐藏矿体的技术,也可

件的室内调查和室外观察,测试各种合适的指标和对隐蔽区进行

[1]
以探测到地质体产生的相对微妙的信息 。地球化学勘查技术

[6]
系统的土壤地球化学采样 。(2)加强地球化学图的编制。地球化

是“找矿”和“盲探矿体”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是根据规则确

学图可分为地球化学剖面图、成因数据图和地球化学图,在实际勘

定深部矿体空间位置的方法。因此,地球化学勘查技术在深部勘

查过程中提供了参考信息和数据内容。通过地球化学图的科学多

查中的应用越来越广,特别是在矿产资源勘查方面,构造原生勘

元一体化,维护矿产勘查工作的发展方向,使地球化学图发挥其作

[2]

查方法 。利用地球化学勘查技术进行金矿勘查,不断提高勘查

用,为矿产勘查提供指导。地球化学剖面图在绘制过程中,横坐标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的应用降低了我国矿产

[7]
表示采样点的位置,纵坐标表示元素含量等类型 。成因数据主要

[3]

勘查的难度,我国矿产勘查总体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地球化学

是地球化学勘查工作的采点,结合元素含量数据,发现元素含量

勘查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分析矿产周围岩石中的矿物和各种元素,

异常信息,对原始点数据进行考察,得出重要信息。绘制地球化学

并通过获得的信息找到矿产的位置。

图时,工作人员首先对分析数据进行网格化,然后合理使用移动

2 地球化学勘查在矿区勘查中的应用方法

平均法,对网格化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理和分析,根据最终得

(1)萃取试验测量。萃取试验测量工作主要是需要元素的活性
[4]

到的数据,前两步应等价地显示在内容图上。在绘制地球化学图

提取、处理、分离等,把待测元素转化为更有利的化合物 。衡量

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合理、科学地选择等浓度线的间距,以提高

活性的主要依据是超载下矿床的活性含量与其上方的土壤重叠。

元素含量分布格局的识别和对比,便于格局观察。

活性态的测量主要围绕元素的活性态进行,先采集样品进行处理,
然后提取活性态进行测试,进行各种数据分析处理,绘制编辑,并

3 地球化学勘查新技术的类型及应用
地球化学勘查是地质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地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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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勘查、地质勘查等内容密切相关。地球化学勘查是利用从相关

供了科学的地球化学方法。此外,投资于隐藏领域的新技术。现

系统收集的天然物质,对其进行分析和测试,研究地球的化学性质

阶段,随着我国勘查技术的不断发展,矿产勘查程度也在不断提

及其元素含量,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发现矿床的错误率。

高,寻找新矿床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隐藏区域是最有可能积

(1)岩石勘查。通过调查研究岩石中所含元素的分布规律,

极探索可能存在沉积物的区域。必须使用地球化学技能在隐藏

以及各种元素在岩石形成过程中的相关作用和关系。进一步分

区域进行矿产勘查。通过对隐蔽区域的分析和探索,发现矿物元

析岩石或矿物,查看矿物的具体位置,依次了解矿产资源的分布

素的分布特征及其运动规律,以及矿物信息是如何存在的,存在

规律。岩石勘查可以在调查矿产资源时利用这些异常解释和评

的规律有哪些形式。在覆盖区域中寻找隐藏区域需要使用全面

价技术来勘查矿山,岩石中出现的各种原生异常是岩石勘查的

的收集和提取技术,并且需要深入分析。深入贯彻科学化发展理

关键研究信息(具体岩石地球化学勘查如图1所示)。(2)土壤勘

念,将勘查技术应用到实际的科技研发过程中,结合实际的矿产

查。土壤勘查主要通过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研究土壤中元素的分

资源勘查情况,为地球化学勘查带来更多开拓契机。

布,总结出分散或集中的规律。矿产资源研究中的土壤勘查可以

3.2高寒山区定位检测技术。在实际勘查过程中,会遇到地

利用这种异常解释和评价技术来勘查矿山,土壤的各种原始异

理、环境等诸多困难。鉴于现有的矿产地球化学勘查技术,不可

常是土壤勘查的关键研究信息。(3)油气勘查和天然气勘查。油

能在这种复杂的地形中发挥很好的效果,因此可以更高效、更准

气勘查主要研究油气形成和运动过程中土壤、岩体和生物体上

确地开发该地区的矿产资源。它主要在“干旱”和“半干旱”地

留下的痕迹,分析其中存在的化学异常,评价和分析化学异常,

区使用地球化学勘查技术。该技术的主要特点是检测水基沉积物

如何获得分布规律。具体来说,是通过比较各种技术手段,比较

和集水区中的矿物信息。在矿产地区勘测过程中,容易出现不确

有机元素与脂类结合的组成和分布,分析疏油层的特征,对烃源

定因素,测量结果有待考察。例如,被测样品中可能混有大量沙子

岩进行定性评价。而气体勘查是对大气或土壤中气体成分的测

和黄土沉积物。需要进行滤波以获得更多的参考数据,而且这种

量和分析,气体具有扩散快、穿透力强、反射深度大等特点,可

检测方法操作简单,适合这种大规模的矿产勘查。经常出现沙石

通过该功能对气体异常进行分析分析,实现矿产资源的勘查。

沉降的地区,低地有明显的赭石沉积和水基沉积物。因此,局部勘
查水体沉积物用于高寒地区局部化学探测和勘查技术。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采样的充分性,去除样品采集中的盐分和杂散颗粒以及
土壤异常的检测,也可以为检测结果提供可靠依据,取得更好的
性能,为矿物研究提供精准化、细则化、可靠话的参考内容。

4 结语
综合分析各种参数的波动规律,可以确定矿井位置,在矿产
勘查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加快发展地球化学勘查,继续重视基础
理论研究,加强新技术、新方法的试验。在现有勘查技术的基础
上,强调创新和开拓地球化学勘查技术,以开发市场需求,满足
图1

岩石地球化学勘查

3.1多目标地球化学成图技术。多目标地球化学成图技术。

市场核心要领。地球勘查技术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探寻矿产储量
资源分布点,也为矿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地球化学成球技术的研究目标呈现多元化方向发展,主要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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