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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工艺矿物学自动检测系统检测用矿石样品磨片的制作方法进行概述,详细介绍了磨片制作
的过程和注意事项,阐述了工艺矿物学检测用矿石样品磨片制作的重要性,形成并建立一套完整的矿石
样品磨片制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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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tection of process mineralogy automatic detection system using the method of making the samples
of ore grinding, introduced the grinding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cess mineralogy test made the importance of grinding ore samples, form and establish a
complete set of samples of ore grinding produ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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