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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各行业发展迅速,工业技术的提升也为经济提供了助力。现阶段,经济
的发展对于资源能源过度依赖的情况一时仍无法改变,过度的消耗能源和对环境的破坏仍在加剧,再加
上我国水文地质复杂并且在恶化。如果不能在地质勘查的过程中加以重视,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更
严重的是会使环境破坏加剧,甚至会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本文对矿山地质勘查中水文地质的问题加以
总结,并提出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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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also provides a boost to the economy.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situation of over-depend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resources and energy cannot be changed for the
time being, excessiv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are still aggravating, coupled with the
complexity and deterioration of China’s hydrogeology. If it can not be taken seriously in the process of
geological survey, it will cause great economic losses. What is more serious is that it will aggravate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even threaten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hydrogeology in mine ge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you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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