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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煤田地质勘探的特点和国际先进技术的发展现状,找出了我国煤田地质勘探
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勘探前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希望有助于提高我国煤田地质勘探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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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田地质勘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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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微变化。煤层及其顶底板岩石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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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田地质勘探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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