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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要与日俱增,但我国当前矿物地质学的发展仍处
在比较滞后的状态。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矿产提出了新要求。如何使矿产资源实现合理利用和
有效勘探,是当前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将简要分析当前地质矿产勘查的方
式和现代矿产普遍的找矿技术,以期尽可能地拓宽地质找矿的空间,提高地质找矿的经济效益,为我国工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探究
业的良好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促进我国矿产资源的全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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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eological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Prospecting Technolog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ai Ma
Yil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new situation, the need for energy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Howev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mineral geology in China is still in a relatively
lagging sta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inerals. How to make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and effective explor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s a problem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must seriously consider under the current new situ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briefly
analyze the current geological and mineral prospecting technology and the common prospecting techniques for
modern minerals, in order to broaden the space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geological prospecting,
lay the stable foundation for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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