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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传统地质环境综合监测的数据评价及分析方法,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对井田范围内的地表
塌陷、水工环、土壤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预测其发展趋势,对超过警界数据及时预警、分析,提出应对
措施,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为绿色矿山建设提供科学数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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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水环境单因子评价法

复垦等方面技术管理及研究工作。

单因子评价法是《水资源保护规划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