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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各行各业的资源利用也愈发增多,导致资源日渐匮乏,对各种
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日渐增多,为了保证中国各行各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地
质单位,需要不断的在地质勘察中探索到更多的被利用的自然资源,所以探矿工程也成了地质勘察的
重要工作之一。随着我国探矿技术的不断提高,在地质勘察的过程中能够比较准确的对不同矿区的地
理环境和地质中的不同土层、不同深度的资源进行深度的研究,经过一系列的先进技术对勘察出的地
质资源做进一步的研究、从而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下面就个人观点探讨下提高地质矿产勘
察及找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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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震探测的方法
地震探测方法在深度探矿中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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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提高矿产资源勘查及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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