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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包括能源、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在内,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主要的
矿产资源分布各地区有所侧重。矿产资源虽然丰富,但也面临新的挑战,其中地质矿产勘查技术就显得尤
为重要。如何践行绿色新发展理念,将矿产资源勘查工作从传统模式向绿色勘查模式转变是目前最值得
探讨的问题。传统式的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影响着生态环境及人们生活质量,所以践行绿色勘查技术创新
不仅仅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一份努力,而且也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添一份保障。
[关键词] 地质；矿产；地质勘查评价；绿色勘查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P5 文献标识码：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Geological and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and Green
Exploration
Tianyong Li
Sichuan Metallurgical Geological Exploration Institute
[Abstract]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are very rich, including energy, metal and non-metal mineral resources,
which are various and widely distributed. The main mineral resources are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with
emphasis. Although the mineral resources are abundant, they are also facing new challenges, among which the
geological mineral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How 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green new
development and change the explor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 to the green
exploration mode is the most worthy of discussion at present. Traditional geological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work affect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so practicing green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not only makes an effort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adds a guarantee to improve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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