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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由于我国矿产资源需求日益增多,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找矿工作。并且应用现阶段先进
的技术手段,能够提升矿产资源勘查效率,并为勘探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地质找矿的工
作量不断增加,勘查工作与生态环境的冲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勘查过程中所应用到的大型钻探
设备、施工槽的开挖等等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可逆的影响,所以要求相关企业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需
要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因此,本文通过阐述绿色勘查技术在地质找矿中的应用,希望勘查工作与
环境保护可以双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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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due to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our country,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prospecting work.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technical at the present stage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ineral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bring substantial economic benefits to
exploration enterprises.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ing workload of geological prospec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exploration work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For example, the
large-scale drilling equipment used in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and the excavation of construction trenches have
brought irreversible effect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relevant enterprises are requir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l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by expou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exploration technology in geological prospecting, this paper
hopes that exploration work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n develop sustainably in bot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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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降解,从而达到环保效果,并且对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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