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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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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 １ ５６６３《煤矿科技术语》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１部分：煤炭地质与勘查
——第２部分：井巷工程
——第３部分：地下开采

——第４部分：露天开采

一～第５部分：提升运输
——第６部分：矿山测量
——第７部分：开采沉陷与特殊采煤
—第８部分：煤矿安全
——第１０部分：采掘机械

——第¨部分：煤矿电气
本部分为ＧＢ／Ｔ

１

５６６３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
与ＧＢ／Ｔ

１

１

５６６３．１～１ ９９５（（煤矿科技术语煤田地质与勘探》。

５６６３．１—１９９５相比，本部分主要作了如下补充和修改：

——名称《煤矿科技术语煤田地质与勘探》改为《煤矿科技术语第１部分：煤炭地质与勘查》。
——对煤炭资源／储量按相关定义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７煤层气地质学”和“１ ２煤炭遥感”。
——对部分术语的定义进行了修改和增补。
本部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煤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孙升林、曹代勇、吴国强、程爱国、王佟、孙玉臣、袁同兴、李生红、赵镨、宁树正、
孙顺新、李壮福、唐跃刚。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

１ ５６６３．１

１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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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科技术语
第１部分：煤炭地质与勘查

１范围
ＧＢ／Ｔ ｌ ５６６３的本部分规定了煤炭地质与勘查有关的术语及其英文译名、定义和符号。

本部分适用于与煤炭地质勘查有关标准、规程、规范、文件、教材、书刊和手册等。
２煤的成因与成因类型
２．１

煤ｃｏａｌ
煤炭
植物残骸在覆盖地层下，经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作用，转化而成的固体可燃有机沉积岩，其
灰分一般小于４０％。
２．２

泥炭ｐｅａｔ
泥煤
高等植物残骸，在沼泽中经泥炭化作用形成的一种松散富含水分的有机质堆积物，是煤的前身物。
２．３

腐泥ｓａｐｒｏｐｅｌ
水生低等植物和浮游生物残骸，在湖沼、泻湖、海湾等环境中沉积，经腐泥化作用形成的富含水分和
沥青质的有机软泥。
２．４

成煤物质ｃｏａｌ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形成煤的原始物质，包括高等植物、低等植物和浮游生物。
２．５

成煤作用ｃｏ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植物残骸从堆积到转变成煤的作用。包括泥炭化（或腐泥化）作用和煤化作用。
２．６

泥炭化作用ｐｅ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高等植物残骸在泥炭沼泽中．经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变化，逐渐转变成泥炭的作用。
２．７

泥炭沼泽ｐｅａｔｓ

ｗａｍｐ

有大量植物繁殖、残骸聚积并形成泥炭层的沼泽。
２．８

原地生成煤ａｕｔｏｃｈｔｈｏ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植物残骸未经流水搬运，就地堆积．经成煤作用转变成的煤。
２．９

微异地生成煤ｈｙｐａｕｔｏｃｈｔｈｏｎＱｕｓ

ｃｏａｌ

植物残骸经流水短距离搬运，仍堆积在原生长的沼泽范围内，经成煤作用转变成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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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异地生成煤ａｌｌｏｃｈｔｈｏ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植物残骸经流水或其他因素搬运，离开原生长的沼泽而在它处堆积，经成煤作用转变成的煤。
２．１１

凝胶化作用ｇｅ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高等植物的木质一纤维组织等，在覆水缺氧的滞水泥炭沼泽环境中，经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变化．形
成以腐植酸和沥青质为主要成分的胶体物质凝胶和溶胶的作用。
２．１２

丝炭化作用ｆｕｓａｉ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ｎ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在泥炭化阶段，高等植物的木质一纤维组织等，在比较干燥的氧化条件下腐朽，或因森林起火转变为
丝炭化物质的作用。
２．１３

残植化作用ｌｉｐｔｏ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在活水、多氧的泥炭沼泽环境中，植物的木质一纤维组织被氧化分解殆尽，稳定的壳质组组分相对富
集的作用。
２．１４

腐泥化作用ｓａｐｒｏ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低等植物和浮游生物残骸，在湖沼、泻湖、海湾等还原环境中，转变为腐泥的生物化学作用。
２．１５

煤化作用

ｃｏ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泥炭或腐泥转变为褐煤、烟煤、无烟煤的物理化学作用。包括煤成岩作用和煤变质作用。
２．１６

煤成岩作用ｃｏａｌ

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泥炭或腐泥被掩埋后，在压力为主并包括温度、微生物等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经压实、脱
水、增碳、游离纤维素消失、凝胶化组分开始形成并具有微弱反射能力等物理化学作用转变为年轻褐煤
的作用。
２．１７

煤变质作用ｃｏ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年轻褐煤在地下受到温度、压力、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转变为烟煤或无烟煤、天然焦、石墨等的地球
化学作用。
２．１８

煤变质作用类型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根据影响煤变质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方式和变质特征而划分的类型。
２．１９

煤深成变质作用ｄｅｅｐ

ｂｕｒｉ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ａｌ

煤区域变质作用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ａｌ
煤层形成后，在沉降过程中，在地热和上覆岩层静压力的影响下，使煤发生变质的作用。
２．２０

煤接触变质作用ｃｏｎｔａｃｔ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ａｌ

浅成岩浆岩体侵入或接近煤层时。在岩浆热和岩浆中的热液与挥发性气体等的影响下，使煤发生变
质的作用。
２．２１

煤区域岩浆热变质作用ｔｅｌｅ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ａｌ

煤区域热力变质
，

ｏｆ ｃｏ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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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岩浆侵入含煤岩系或其外围，在大量岩浆热和岩浆中的热液与挥发性气体等的影响下，导致
区域内地温增高，使煤发生变质的作用。
２．２２

煤动力变质作用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ａｌ

煤动力变质
地壳构造运动所产生的构造应力和伴随的热效应．使煤发生变质的作用。
２．２３

煤级ｃｏａｌ

ｒａｎｋ

煤阶
煤化作用深浅程度的等级，也用以表示煤变质程度。
２．２４

煤变质程度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ｃｏａｌ

煤在变质作用的影响下，其物理、化学性质变化的程度。
２．２５

煤变质梯度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煤层埋深每增加１００ ｍ，煤变质加深的程度。常以挥发分减少或镜质组反射率增高数值来表示。
２．２６

煤变质带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ｆ ｃｏａｌ；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ｂｅｌｔ ｏｆ ｃｏａｌ

变质程度不同的煤．在空间上呈现的规律性分布。
２．２７

希尔特规律Ｈｉｌｔ’Ｓ

ｒｕｌｅ；Ｈｉｌｔ’Ｓ ｌａｗ

希尔特定律
煤的变质程度随埋藏深度增加而增高的规律。由德国学者希尔特首先发现而得名。
２．２８

煤成因类型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ａｌ ｔｙｐｅ

根据成煤的原始植物和聚积环境而划分的类型。
２．２９

腐植煤ｈｕｍｉｃ

ｃｏａｌ

腐殖煤
高等植物残骸．在泥炭沼泽中经泥炭化作用和煤化作用转变成的煤。
２．３０

腐泥煤ｓａｐｒｏｐｅｌｉｃ

ｃｏａｌ；ｓａｐｒｏｐｅｌｉｔｅ

低等植物和浮游生物残骸，在湖泊、消湖、海湾等环境中，经腐泥化作用和煤化作用转变成的煤。
２．３１

腐植腐泥煤ｈｕｍｉｃ－ｓａｐｒｏｐｅｌｉｃ

ｃｏａｌ

腐殖腐泥煤
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残骸经成煤作用转变成的、以腐泥为主的煤。
２．３２

腐泥腐植煤ｓａｐｒｏｐｅｌｉｃ－ｈｕｍｉｃ

ｃｏａｌ

腐泥腐殖煤
高等植物和低等植物残骸经成煤作用转变成的、以腐植质为主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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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残植煤ｌｉｐｔｏｂｉｏｌｉｔｅ；ｌｉｐｔｏｂｉｏｌｉｔｈ
高等植物残骸经残植化作用，孢子、花粉、树脂、树皮等稳定组分富集，经成煤作用转变成的煤。
２．３４

藻煤ｂｏｇｈｅａｄ

ｃｏａｌ；ｂｏｇｈｅａｄ；ａｌｇａｌｃｏａｌ

主要由藻类残骸转变成的一种腐泥煤。
２．３５

烛煤

ｃａｎｎｅｌ ｃｏａｌ

燃点低，因其火焰与蜡烛火焰相似而得名的一种腐植腐泥煤。主要由小孢子和腐泥基质组成。
２．３６

煤精ｊｅｔ
煤玉
黑色、致密、韧性大，可雕刻抛光成工艺品的一种腐植腐泥煤。
２．３７

褐煤ｂｒｏｗｎ

ｃｏａｌ

泥炭或腐泥经成岩作用转变成的煤化程度低的煤。其外观多呈褐色，光泽暗淡，含有较高的内在水
分和不同数量的腐植酸。代码ＨＭ。
２．３８

烟煤

ｂｉｔｕｍｉ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褐煤经变质作用转变成的煤化程度低于无烟煤而高于褐煤的煤。其挥发分产率范围宽，单独炼焦
时，从不结焦到强结焦均有，燃烧时有烟。代码ＹＭ。
２．３９

无烟煤ａｎｔｈｒａｃｉｔｅ
烟煤经变质作用转变成的煤化程度高的煤。其挥发分低、密度大、着火温度高、无粘结性，燃烧时多
不冒烟。代码ＷＹＭ。
２．４０

硬煤ｈａｒｄ

ｃｏａｌ

为烟煤、无烟煤的统称。
２．４１

石煤ｓｔｏｎｅ－ｌｉｋｅ

ｃｏａｌ

主要由菌藻类植物残骸在早古生代的浅海、泻湖、海湾等环境中，经腐泥化作用和煤化作用转变成
的低热值、煤化程度高的固体可燃矿产。一般含大量矿物质，以外观似黑色岩石而得名。
２．４２

天然焦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ｋｅ

自然焦
岩浆侵入煤层．煤在岩浆热和岩浆中的热液与挥发性气体等的影响下，受热干馏而成的焦炭。
３煤层
３．１

煤层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ｃｏａｌ

ｂｅｄ

含煤岩系中赋存的层状煤体。
３．２

煤层形态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煤层在空间的展布特征。根据煤层在剖面上的连续程度，可分为层状、似层状、鸡窝状和马尾状等
４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多种形态。
３．３

煤层厚度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煤层顶、底板之间的垂直距离。
３．４

煤层有益厚度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煤层顶、底板之问所有煤分层厚度的总和。
３．５

最低可采厚度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ｏｒｋａｂｌ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ｉｎａｂｌ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可开采的最小煤层厚度。
３．６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ｍ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可采煤层ｗｏｒｋａｂｌｅ

达到煤炭工业指标规定的最低可采厚度的煤层。
３．７

煤层结构ｔｅ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煤层中煤与夹矸的组成状态和分布特征。
３．８

煤分层ｓｕｂ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Ⅲｌｎ

煤层被夹矸所分开的稳定层状煤体。
３．９

夹矸ｐａｒｔｉｎｇ；ｄｉｒｔ；ｂａｎｄ
夹石层
煤层中所夹的岩层，厚度一般小于最低可采厚度。
３．１０

煤核ｃｏａｌ

ｂａｌｌ

煤层中保存有植物化石的结核。
３．１１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复煤层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全层厚度较大，夹矸层数多，厚度和岩性变化大．夹矸的分层厚度在一定范围内可能大于所规定的
煤层最低可采厚度的煤层。
３．１２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煤层形变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煤层构造变形

地壳构造变动引起煤层形态和厚度的变化。
３．１３

煤层分叉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单一煤层在空间分开成为若干煤层的现象。
３．１４

煤层尖灭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ｔｈｉｎ—ｏｕ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煤层在空间变薄以致消失的现象。
３．１５

煤层冲刷ｗａｓｈｏｕ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煤层形成过程中或形成后，因河流、海浪或冰川等的剥蚀，局部或全部被破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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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同生冲刷ｓｙｎｇｅｎｅｔｉｃ

ｗａｓｈｏｕｔ

泥炭堆积过程中，河流或海浪等对泥炭层的冲刷。
３．１７

后生冲刷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ｗａｓｈｏｕｔ

泥炭被沉积物覆盖后，河流、海水或冰川等对泥炭层的冲刷。
３．１８

煤层顶板ｒｏｏｆ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在正常顺序的含煤岩系剖面中，直接覆于煤层上面的岩层。
３．１９

煤层底板ｆｌｏｏｒ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在正常顺序的含煤岩系剖面中，直接伏于煤层下面的岩层。
３．２０

根土岩ｒｏｏｔ

ｃｌａｙａｎｄｅｒ ｃｌａｙ

底黏土
富含植物根部化石的煤层底板岩石。
３．２１

煤相

ｃｏ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指煤的原始成因类型。它取决于成煤植物群落和泥炭聚积环境，即堆积方式、覆水条件、水介质特
征等。
３．２２

煤组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集中发育于含煤岩系中某一或某些层段，并在成因上有联系的一组煤层。
３．２３

煤层沉积环境ｃｏ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古代泥炭沼泽及成煤沼泽的沉积环境，可通过煤相分析来恢复。
３．２４

煤沉积模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ａｌ

用沉积模式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含煤岩系、煤层的组合、变化特征，以重塑聚煤古地理。
４含煤岩系与煤田
４．１

含煤岩系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煤系
含煤地层
含煤建造
一套含有煤层并有成因联系的沉积岩系。
４．２

近海型含煤岩系ｐａｒａｌ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ｌ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海陆交替相煤系
煤盆地长期处于海岸线附近的环境中形成的含煤岩系。由陆相、过渡相和浅海相沉积物组成。
４．３

内陆型含煤岩系ｉｎｌａｎｄ
陆相煤系
６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ｌｉｍｎ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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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盆地在内陆环境中形成的含煤岩系。全部由陆相沉积物组成。
４．４

浅海型含煤岩系ｎｅｒｉｔ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ｎｅｒｉｔ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煤盆地经常处于浅海环境中形成的含煤岩系。主要由浅海相沉积物组成。
４．５

含煤岩系成因标志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反映含煤岩系沉积环境、形成条件的标志。包括岩石的物质成分、结构、层面与层理构造、岩层间接
触关系、化石、结核以及地球化学标志等。
４．６

含煤岩系沉积相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反映含煤岩系形成时的古地理环境的沉积物．是含煤岩系岩石相、沉积构造、生物相、地球化学相、
地震地层相和测井相的总称。
４．７

含煤岩系旋回结构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含煤岩系垂直剖面中，一套有共生关系的岩性或岩相的组合有规律地多次交替出现的现象。
４．８

含煤岩系古地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指含煤岩系形成过程中起主要支配作用的地貌景观和沉积环境。
４．９

含煤岩系沉积体系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一套与含煤沉积环境有关的．同一物源、同一水动力系统控制的，有成因联系的沉积体和沉积相的
规律组合。
４．１０

含煤岩系层序地层分析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含煤岩系层序地层学
用层序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含煤岩系，解决等时地层格架内煤系、煤层对比和相对海（湖）
平面变化对含煤岩系沉积相和煤层形成、分布的控制关系。
４．１１

含煤岩系供伴生矿产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其他有益矿产
含煤岩系中除煤层以外，可开发利用的矿产和煤中达到相关工业指标的有用元素。
４．１２

含煤岩系盖层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覆盖在含煤岩系之上的岩系。
４．１３

含煤岩系基底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下伏在含煤岩系之下的岩系。
４．１４

聚煤作用

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古代植物残骸在古气候、古地理和古构造等有利条件下，聚集形成泥炭层、进而被埋藏发生煤化作
用而成煤炭资源的过程。
４．１５

成煤期

ｃｏ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聚煤期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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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煤时代
地质历史中形成煤炭资源的时期。
４．１＆

聚煤区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地质历史中发生聚煤作用的广大地区。
４．１７

含煤性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含煤岩系中的含煤程度。主要指煤层层数、煤层厚度及其稳定性。
４．１８

含煤系数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煤层总厚度与含煤岩系总厚度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４．１９

可采含煤系数

ｗｏｒｋａｂｌｅ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可采煤层总厚度与含煤岩系总厚度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４．２０

可采含煤率ｗｏｒｋａｂｌｅ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ｍ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煤层中可采部分的延伸长度、面积或体积与煤层总延伸长度、总面积或总体积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４．２１

含煤密度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煤炭资源量丰度
单位面积内的煤炭资源量。
４．２２

富煤带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ｏｆ ｃｏａｌ；ｃｏａｌ—ｒｉｃｈ

ｚｏｎｅ

煤田或煤产地内煤层相对富集的地带。
４．２３

富煤中心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ａｌ；ｃｏａｌ—ｒｉｃｈｃｅｎｔｅｒ

富煤带内煤层总厚度最大的地区。
４．２４

煤盆地ｃｏａｌ

ｂａｓｉｎ

同一成煤期内形成含煤岩系的沉积盆地。
４．２５

侵蚀煤盆地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 ｂａｓｉｎ

由于河流或冰川在地表进行的侵蚀作用而成的煤盆地。
４．２６

塌陷煤盆地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ａｓｉｎ；ｋａｒｓｔ ｃｏａｌ ｂａｓｉｎ

地下深处或含煤岩系基底的可溶性碳酸盐岩受地下水长期的溶蚀作用引起地表塌陷而成的煤
盆地。
４．２７

坳陷煤盆地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ａｓｉｎ

由于地壳坳陷而成的煤盆地。含煤岩系基底呈波状起伏，断裂不发育的煤盆地。
４．２８

断陷煤盆地ｆａｕｌｔ

ｃｏａｌ ｂａｓｉｎ

盆地边缘由规模较大的、与沉积作用同期的断裂控制，含煤岩系基底被断裂切成块状的煤盆地。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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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９

同沉积构造ｓｙ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沉积岩系沉积过程中形成的构造。
４．３０

同沉积褶皱ｓｙ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ｔ

ｆｏｌｄ

同生褶皱
沉积岩系沉积过程中形成的褶皱。
４．３１

同沉积断层ｓｙ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ｕｌｔ＃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ｕｌｔ

同生断层
沉积岩系沉积过程中形成的断层。
４．３２

构造控煤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ａｌ

泛指构造作用对煤的聚集和赋存的控制关系，具有构造作用过程控煤和构造作用结果控煤的双重
涵义。
４．３３

煤田地质构造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控煤构造
控制煤的聚积或赋存状态的地质构造，如向斜、地堑、断层等。
４．３４

控煤构造样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ｙｌ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ｏａｌ

构造样式指一群构造或某种构造特征的总特征和风格，即同一期构造变形或同一应力作用下所产
生的构造的总和，控煤构造样式用以描述对煤系和煤层的形成、构造演化和现今赋存状况具有控制作用
的构造样式，它们是区域构造样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控煤构造样式通常包括伸展构造样
式、压缩构造样式、剪切和旋转构造样式、反转构造样式、滑动构造样式等大类。
４．３５

赋煤单元ｃｏ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根据聚煤作用等原生成煤条件和构造热演化等后期保存条件综合作用结果，对含煤岩系现今赋
存状态的划分，采用赋煤区、含煤区（赋煤带）、煤田（煤产地）、矿区等四级单元。
４．３６

赋煤区

ｃｏ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根据主要含煤地质时代和控煤大地构造格局划分的Ｉ级赋煤单元，习惯上将中国划分为东北、华
北、西北、华南、滇藏等五大赋煤区。
４．３７

含煤区ｃｏ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赋煤带
按主要煤系聚煤特征、构造特征和煤系赋存特征划分的Ⅱ级赋煤单元．是聚煤盆地或盆地群经历后
期改造后形成的赋煤单元。含煤区划分的主要依据包括：具有～致的聚煤规律、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构造一
热演化进程、具有相似的构造格局。面积在几百平方公里以上，可包括若干个煤田。
４．３８

煤田ｃｏａｌ

ｆｉｅｌｄ

按后期改造和含煤性进行的Ⅲ级赋煤单元进行划分的同一地质时期形成，并大致连续发育的含煤
岩系分布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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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９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暴露煤田ｅｘｐｏｓｅｄ

含煤岩系出露良好，或根据其基底的露头，可以圈出边界的煤田。
４．４０

半隐伏煤田ｓｅｍｉ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半暴露煤田
含煤岩系出露尚好，能大致了解其分布范围，或根据其基底的露头．可以圈出部分边界的煤田。
４．４１

隐伏煤田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掩盖煤田
含煤岩系出露极差，大部或全部被掩盖，地面地质填图难以确定其边界的煤田。
４．４２

煤产地ｃｏ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煤田受后期构造变动的影响而分隔开的一些单独的含煤岩系分布区．或面积和资源量都较小的煤
田（面积由几平方公里到几十平方公里）。
５煤炭地质勘查
５．１

煤炭地质勘查ｃｏ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煤田普查与勘探
煤炭资源地质勘查
寻找和查明煤炭资源的地质工作。即预查（找煤）、普查、详查、勘探（精查）等地质勘查工作。
５．２

煤田预测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通过对聚煤规律和赋煤条件的研究，预测可能存在的含煤地区，并估算区内煤炭资源的数量和质
量．为预查指出远景的工作。
５．３

预查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ｃｏａｌ；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ｃｏａｌ

找煤
初步普查
寻找出潜在的煤炭资源，估算预测的煤炭资源量，并对工作地区有无进一步工作价值作出评价所进
行的地质调查工作。
５．４

普查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煤田普查
详细普查
估算推断的资源量，为煤炭工业的远景规划和下阶段的勘查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料所进行的地质
工作。
５．５

详查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初步勘查
估算控制的的资源量，为矿区建设开发总体设计提供地质资料所进行的勘查工作。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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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勘探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精查
详细勘查
估算探明的资源量．为初步设计提供地质资料所进行的详细勘查工作。
５．７

找煤标志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ｃｏ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ｃｕ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显示有煤层存在或可能有煤层存在的现象和线索。
５．８

煤层露头ｅｕｔｅｒｏｐ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ｃｏａｌ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煤层出露地表的部分。
５．９

煤层风化带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

ｚｏｎｅ

ｏｆ ｃｏ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ｄ ｃｏａｌ

ｚｏｎｅ

煤层受风化作用后，煤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生明显变化的地带。
５．１０

煤层氧化带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ｏｆ ｃｏａｌ；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ｚｏｎｅ

ｚｏｎｅ

煤层受风化作用后，煤的化学工艺性质发生变化，而物理性质变化不大的地带。
５．１１

勘查方法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ｘｐ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

煤炭地质勘查所采用的各种技术手段、工程布置和技术措施的总称。
５．１２

勘查手段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ｓ
煤炭地质勘查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包括地质填图、钻探、坑探、物探、化探、遥感等。
５．１３

勘查阶段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勘查程序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根据地质工作特点和煤炭地质勘查与煤炭工业基本建设相适应的原则，煤炭地质勘查划分为预查
（找煤）、普查、详查和勘探（精查）四个阶段。
５．１４

勘查区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煤炭地质勘查的工作区域。
５．１５

勘查工程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地质勘查所采用的钻探、物探、坑探、填图、遥感等各种工程的总称。
５．１６

勘查线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ｉｎ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勘查工程一般按与煤层走向或主要构造线方向基本垂直的方向布置成的直线。
５．１７

主导勘查线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ｉｎｅ；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在勘查区具有代表性的地段或重点地段，加密勘查工程，达到控制基本地质情况的勘查线。
５．１８

基本勘查线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ｉｎｅ；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根据勘查区地质特征，为全面揭露地质情况，按勘查规范对勘查线间距的要求所布置的勘查线。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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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
ｇｒｉ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勘查网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勘查工程布置在两组不同方向勘查线的交点上，构成的网状布置形式。
５．２０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ｉｎｅ

基本线距ｓｐａｃｉｎｇ

按勘查区内构造复杂程度和煤层稳定性所确定的基本勘查线之间的距离。
５．２１

孔距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ｌｅ；ｈｏｌｅ ｓｐａｃｉｎｇ；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ｓｐａｃｉｎｇ；ｄｒｉｌｍｏｌｅ ｓｐａｃｉｎｇ

勘查线上相邻钻孔的距离，孔距一般小于相同控制程度的线距。
５．２２

勘查深度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煤炭地质勘查所提供煤炭资源／储量的最大估算深度。
５．２３

勘查程度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

通过煤炭地质勘查．对勘查区的地质条件进行研究和查明的程度。
５．２４
ｏｆ ｃｏ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煤炭勘查类型ｔｙｐｅ
勘探类型

主要按地质构造复杂程度和煤层稳定性，对勘查区划分的类型。
５．２５

简单构造ｓｉｍ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含煤岩系产状变化不大，断层稀少，没有或很少受岩浆侵入影响的构造。
５．２６

中等构造ｍｅｄｉｕ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含煤岩系产状有一定变化，断层较发育，有时局部受岩浆侵入影响的构造。
５．２７

复杂构造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含煤岩系产状变化很大，断层发育，有时受岩浆侵入影响严重的构造。
５．２８

极复杂构造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含煤岩系产状变化极大，断层极发育，有时受岩浆侵入严重破坏的构造。
５．２９

煤层稳定性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主要指煤层形态、厚度和结构等的变化程度。
５．３０

稳定煤层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厚度变化很小．变化规律明显。结构简单至较简单，全区可采或基本全区可采的煤层。
５．３１

较稳定煤层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厚度有一定变化，但规律性较明显，结构简单至复杂，全区可采或大部分可采，可采范围内厚度变化
不大的煤层。
５．３２

不稳定煤层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厚度变化较大，无明显规律，结构复杂至极复杂的煤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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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极不稳定煤层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厚度变化极大，呈透镜状、鸡窝状．一般不连续，很难找出规律．可采块段分布零星的煤层。
５．３４

煤层对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根据煤层本身特征和含煤岩系中各种对比标志，找出见煤点间煤层的层位对应关系的工作。
６地质编录与煤炭资源／储量
６．１

地质编录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把地质勘查和煤矿开采过程所观察到的地质现象，以及综合研究的结果．用文字、图表等形式，系
统、客观地反映出来的工作。
６．２

原始地质编录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通过各种地质工作，直接取得有关图件、数据和文字记录等原始资料的工作。
６．３

综合地质编录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ｉｃａ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ｌｏｇ—

ｌｏｇ

对各种原始地质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和综合，然后用文字、图件、表格等形式表示出来的地质编
录工作。
６．４

区域地质图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反映区域地质特征的图件。

ｍａｐ

６．５

煤田地形地质图ｃｏａｌ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以地形图为底图，反映地层、构造、岩浆岩、煤层、标志层以及其他矿产等煤田基本地质特征及相互
关系的图件。
６．６

勘查工程分布图ｌａｙｏｕｔ

ｓｈｅｅｔ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表示勘查区各类勘查工程分布位置的图件。
６．７

钻孔柱状图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ｃｏｌｕｍｎ
根据钻｝Ｌ所获资料编制的，表示钻７Ｌ通过的地层、煤层、标志层等的岩性特点和层位关系的地质柱
状图。
６．８

煤层对比图ｃｏａｌ－ｓｅａｍ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反映各钻孔中煤层，标志层及其他煤层或岩层对比资料，用以确定煤层层位和相互关系的图件。
６．９

勘查线地质剖面图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ｉｎ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根据同一勘查线上各类勘查工程所获资料编制的，用以反映矿区地质构造特征和煤层赋存情况的
图件。
６．１ ０

煤层底板等高线图ｃｏａｌ—ｓｅａｍ

ｆｌｏｏ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

根据各类探采工程揭穿同一煤层所获煤层底板标高资料，用正投影法投影在水平投影面上连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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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等值线图，用以表示倾斜、缓倾斜煤层赋存状态、底板起伏情况以及地质构造特征的投影图。
６．１１

煤层立面投影图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ｌａｎ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根据由探采工程控制的煤层形态和其他地质界线等，用正投影法投影在和煤层平均走向平行的垂
直投影面上编制的，用以表示急倾斜煤层的整体分布轮廓和各部分研究程度的投影图。
６．１２

水平切面图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按矿井开采设计或其他方面的需要，沿一定的标高切制或编绘出的一种水平断面图，用以表示该标
高水平上煤层赋存情况和地质构造特征的图件。
６．１３

矿区水文地质图ｍｉｎｅａｒｅａ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反映矿区地下含水层分布和水文地质特征的图件。
６．１４

资源／储量估算图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反映资源／储量估算依据、各级资源／储量分布范围和估算结果的图件。
６．１５

煤炭地质报告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煤炭勘查工作全部完成或告一阶段之后，根据各种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综合研究编写而成的一种全
面反映煤炭地质勘查工作成果的重要技术文件。它一般由报告正文、图件、表格和附件组成。
６．１６

固体矿产资源ｓｏｌｉ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指在地壳内或地表由地质作用形成具有经济意义的自然固体富集物，根据产出形式、数量，可以预
期最终开采是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其位置、数量、品位／质量、地质特征是根据特定的地质依据
和地质知识计算和估算的。按照地质可靠程度，可分为查明矿产资源和潜在矿产资源。
６．１７

查明矿产资源ｉｎ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ｌ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经勘查工作已发现的固体矿产资源的总和。依据地质可靠程度和可行性评价所获得的不同结果可
分为储量、基础储量、资源量三类。
６．１８

潜在矿产资源ｕ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根据地质依据和物探化探异常预测而未经查证的那部分矿产资源。
６．１９

煤炭储量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经过详查或勘探．达到了控制和探明的程度，在进行了预可行和可行性研究，扣除了设计和采矿损
失．能实际采出的数量，经济上表现为在生产期内，每年的平均内部收益率高于行业基准内部收益率。
储量是基础储量中的经济可采部分，又可分为可采储量（１１１）、探明的预可采储量（１２１）及控制的预可采
储量（１ ２２）３个类型。
６．２０

基础储量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能够满足现行采矿和生产所需的指标要求（包括煤质、厚度、开采技术条件等），是经详查和勘探所
获控制的、探明的并通过可行性研究、预可行性研究认为属于经济的．边际经济的部分，用未扣除设计和
采矿损失的数量表述。
１ ４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６．２１

煤炭资源量ｃｏａｌ ｍｓｏｕｒｃｅｓ
指查明煤炭资源的一部分和潜在煤炭资源的综合，包括经可行性研究、预可行性研究证实为次边际
经济的煤炭资源以及经过勘查而未可行性研究、预可行性研究的内蕴经济的煤炭资源以及经过预查后
的煤炭资源，共计７种类型。
６．２２

探明（可研）次边际经济资源量（２Ｓ１１）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ｓｕｂ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Ｓ１１）

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勘探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探明的，可行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需要大幅度提高煤炭产品价格或大幅度降低成本后，才能变成经济的那部分
资源。计算的资源量和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高。
６．２３

探明（预可研）次边际经济资源量（２Ｓ２１）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ｓｕｂ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Ｓ２ １）

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勘探阶段的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探明的．预可行性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需要大幅度提高煤炭产品价格或大幅度降低成本后，才能变成经济
的那部分资源。计算的资源量可信度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６．２４

控制的次边际经济资源量（２Ｓ２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ｕｂ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Ｓ２２）

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详查阶段的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控制的，预可行性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需要大幅度提高煤炭产品价格或大幅度降低成本后，才能变成经济
的那部分资源。计算的资源量可信度较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６．２５

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３３１）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３３１ｊ

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勘探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探明的，但未做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
性研究，仅作了概略研究，经济意义介于经济的一次边际经济的范围内，计算的资源量可信度高，可行性
评价可信度低。
６．２６

控制的经济内蕴资源量（３３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３３２）

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详查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控制的．可行性评价又作了概略研
究，经济意义介于经济的一次边际经济的范围内，计算的资源量可信度较高，可行性评价可信度低。
６．２７

推断的经济内蕴资源量（３３３）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３３３）

在勘查工作程度只达到普查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推断的，资源量只根据有限的数据计
算的，其可信度低。可行性评价仅做了概略研究，经济意义介于经济的一次边际经济的范围内，可行性
评价可信度低。
６．２８

预测资源量（３３４７）ｒｅｃｏ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３３４７）

依据区域地质研究成果，航空、遥感、地球物理等异常或极少量工程资料．确定具有煤炭资源潜力的
地区，并和已知矿区类比而估计的资源量，属于潜在矿产资源，有无经济意义尚不确定。
６．２９

可采储量（１１１）ｐｒｏｖ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１１）

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可采部分。是指在已按勘探阶段要求加密工程的地段．在三维空间上详细
１

５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圈定了煤层，肯定了煤层的连续性，详细查明了煤矿床地质特征、煤质和开采技术条件，并有相应的煤炭
加工分选试验成果，已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包括对开采、洗选、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会和政府因素的
研究及相应的修改，证实其在计算的当时开采是经济的。计算的可采储量及可行性评价结果，可信
度高。
６．３０

探明预可采储量（１２１）ｍａｓｕｒ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２”

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可采部分。是指在已达到勘探阶段加密工程的地段，在三维空间上详细圈
定了煤层，肯定了煤层连续性，详细查明了煤矿床地质特征、煤质和开采技术条件，并有相应的煤炭加工
筛选试验成果，但只进行了预可行性研究，表明当时开采是经济的。计算的可采储量可信度高，可行性
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６．３１

控制预可采储量（１２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２２）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可采部分。是指在已达到详查阶段工作程度要求的地段，基本上圈定了煤
层三维形态，能够较有把握地确定煤层连续性的地段，基本查明了煤矿床地质特征、煤质、开采技术条
件，提供了煤炭加工筛选性能条件试验的成果。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开采是经济的，计算的可采储量
可信度较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６．３２

探明（可研）经济储量（１１１ｂ）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１１ｂ）

它所达到的勘查阶段、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阶段及经济意义的分类同６．２９所述，与其唯一的
差别在于本类型是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述。
６．３３

探明（预可研）经济储量（１２１ｂ）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２１ｂ）

它所达到的勘查阶段、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阶段及经济意义的分类同６．３０所述，与其唯一的
差别在于本类型是用未扣除没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述。
６．３４

控制经济基础储量（１２２ｂ）ｉｎｄｉｃｉ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２２ｂ）

它所达到的勘查阶段、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阶段及经济意义的分类同６．３ｌ所述，与其唯一的
差别在于本类型是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述。
６．３５

探明（可研）边际经济基础储量（２Ｍ１１）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ｒｅｆｅａ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２Ｍ１ １）

在达到勘探阶段工作程度要求的地段，详细查明了煤矿床地质特征、煤质、开采技术条件、圈定了煤
层的三维形态，肯定了煤层连续性，有相应的加工筛选试验成果。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确定当时．开
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盈亏边界，只有当技术、经济等条件改善后才可变成经济的。这部分基础储量可
以是覆盖全勘探区的，也可以是勘探区中的一部分，在可采储量周围或在其问分布。计算的基础储量和
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高。
６．３６

探明（预可研）边际经济基础储量（２Ｍ２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ｐ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ｅｃ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２Ｍ２１）

在达到勘探阶段工作程度要求的地段，详细查明了煤矿床地质特征、煤质、开采技术条件，圈定了煤
层的三维形态，肯定了煤层连续性．有相应的煤炭加工洗选性能试验成果．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确
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盈亏边界，待将来技术经济条件改善后变成经济的。其分布特征同
２Ｍ１ １，计算的基础储量的可信度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６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６．３７

控制的边际经济基础储量（２Ｍ２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ｌｙ ｅｃ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２Ｍ２２）

在达到详查阶段工作程度的地段，基本查明了煤矿床地质特征、煤质、开采技术条件，基本圈定了煤
层的三维形态，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盈亏边界，待将来技术经
济条件改善后可变成经济的。其分布特征类似于２Ｍ１ｌ，计算的基础储量可信度较高，可行性评价结果
的可信度一般。
６．３８

地质可靠程度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地质可靠程度反映了煤炭勘查阶段工作成果的不同精度。分为探明的、控制的、推断的、预测的
四种。
６．３８．１

预测的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煤炭资源潜力较大地区经过预查得出的结果。在有足够的数据并能与地质特征相似的已知矿区类
比时，才能估算出预测的资源量。
６．３８．２

推断的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指对普查区按照普查的精度大致查明煤炭资源的地质特征及煤层的展布特征、质量，也包括由地质
可靠程度较高的基础储量或资源量外推的部分。由于信息有限，不确定因素多，煤层的连续性是推断的
煤炭资源数量的估算所依据的数据有限，可信度较低。
６．３８．３

控制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对勘查区的范围依照详查的精度基本查明了煤炭资源的主要地质特征．煤层的层位、厚度、产状、规
模、煤质及开采技术条件，煤层的连续性基本确定。煤炭资源数量的估算所依据的数据较多，可信度
较高。
６．３８．４

探明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在区的范围依照详查勘探的精度详细查明了煤炭资源的主要地质特征．煤层的层位、厚度、产状、规
模、煤质及开采技术条件，煤层的连续性已经确定。煤炭资源数量的估算所依据的数据详尽，可信度高。
６

３９

可行性评价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分为概略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
６．４０

概略研究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对煤矿床开发经济意义的概略评价。所采用的煤层质量、厚度、埋藏深度等指标通常是我国矿山的
几十年来的经验数据，采矿成本是根据同类矿山生产估计的。其目的是为了由此确定投资机会。由于
概略研究一般缺乏准确参数和评价所需的详细资料，所估算的资源量只具内蕴经济意义。
６．４１

预可行性研究ｐ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对煤矿床开发经济意义的初步评价。其结果可以为该勘查区是否进行勘探或可行性研究提供决策
依据。进行这类研究．通常应有详查或勘探后采用参考工业指标求得的煤炭资源／储量数．实验室规模
的加工洗选试验资料．以及通过价目表或类似矿山开采对比所获数据的估算的成本。预可行性研究内
容与可行性研究相同，但详细程度次之。当投资者为选择拟建项目而进行预可行性研究时，应选择适当
市场价格的指标和各项参数。且论证项目尽可能齐全。
ｌ７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６．４２

可行性研究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对煤矿床开发经济意义的详细评价．其结果可以详细评价拟建项目的技术经济可靠性，可作为投资
决策的依据。所采用的成本数据精度高，通常依据勘探所获得储量数及相应的加工洗选性能试验结果．
其成本和设备报价所需各项参数是当时的市场价格，并充分考虑了地质、工程、环境、法律和政府的经济
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６．４３

经济意义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对地质可靠程度不同的查明煤炭资源，经过不同阶段的可行性评价，按照评价当时经济上的合理性
可以划分为经济的、边际经济的、次边际经济的、内蕴经济的。
６．４３．１

经济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其数量和质量是依据符合市场价格确定的生产指标计算的，在可行性研究和预可行性研究当时的
市场条件下开采，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环境等其他条件下允许，即每年开采煤炭的平均价值能足以
满足投资回报的要求。或政府补贴和其他扶持措施条件下，开发是可能的。
６．４３．２

边际经济的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在可行性研究和预可行性研究当时．其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于盈亏边界．只有在将来由于技术、
经济、环境等条件的改善或政府给予其他扶持的条件下可变成经济的。
６．４３．３

次边际经济的ｓｕｂ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在可行性研究和预可行性研究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或技术上不可行。需大幅度提高煤炭价格或
技术进步，是成本降低后方能变为经济的。
６．４３．４

内蕴经济的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仅通过概略研究作了相应的投资机会评价，未做预可行性研究或可行性研究。由于不确定因素多，
无法区分是经济的、边际经济的、还是次边际经济的。
７煤层气地质学
７．１

煤层气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赋存于煤层中、以甲烷为主要成分、以吸附在煤基质颗粒表面为主并部分游离于煤ｆＬ隙中或溶解于
煤层水中的烃类气体。
７．２

煤层气地质学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以研究煤层气成分与形成，气体在煤层内赋存与运移，煤层气分布与富集，以及煤层气资源勘查开
发地质评价为主要内容，界于煤地质学与天然气地质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７．３

煤层气成分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煤层气成分主要是指甲烷、二氧化碳和氮。从煤层气中还可能检测到微量乙烷、丙烷、丁烷、戊烷、
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硫化氢以及氦、氖、氩、氪等成分。
７．４

生物成因煤层气ｂｉｏｇｅｎ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煤层中赋存的、由有机质经厌氧细菌生物化学降解的气态产物。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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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热解成因煤层气ｔｈｅｍｏｇｅｎ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煤层中赋存的、煤中有机质在煤化作用过程中温度增高的影响下，经热催化作用降解生成热解成
因气。
７．６

游离气ｆｒｅｅ

ｇａｓ

处于游离状态的煤层气，它服从一般气体状态方程，可自由运移。
７．７

吸附气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ｇａｓ

以吸附状态存在于煤层及围岩中的煤层气。
７．８

煤层气含量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单位质量煤中所含甲烷和重烃的量。以标准温度和标准压力的气体体积表示。
７．９

煤储层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储存煤层气的煤层。与常规天然气储层相比，煤储层具有｝Ｌ隙度低、渗透率小、比表面积大、储气能
力强等特点。
７．１０

煤储层物性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煤层具有的物理性质。主要包括煤储层孔隙性、渗透性、吸附解吸性、储层压力等特性。
７．１１

煤储层压力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煤储层中的７Ｌ隙一裂隙内流体所承受的压力。一般都是指原始储层压力，即储层被开采前处于压
力平衡状态时测得的储层压力。
７．１２

煤储层压力梯度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在单位垂直深度内，煤储层压力的增量。常用井底压力除以从地表到测试井段中点深度而得出，用
ｋＰａ／ｍ或ＭＰａ／１００ Ｉｎ表示。
７．１３

废弃压力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煤层气井疏水降压所能达到的最低井底压力。
７．１４

吸附等温曲线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ｃｕｒｖｅ

在吸附平衡温度恒定的情况下．煤吸附甲烷的量与甲烷平衡压力的函数曲线。煤对甲烷的等温吸
附线通常可用兰格缪尔方程表示。
７．１５

煤层甲烷兰格缪尔体积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ｖｏｌｕｍｅ

描述煤对甲烷吸附等温线的兰格缪尔方程中的吸附常数（ＶＬ）。

此常数的物理意义是在给定的温

度条件下单位质量煤饱和吸附气体时，吸附的气体体积。
７．１６

煤层甲烷兰格缪尔压力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描述煤对甲烷吸附等温线的兰格缪尔方程中的吸附常数（ＰＩ。）。 此常数的物理意义是煤对吸附气
体量达到兰格缪尔体积一般时，所对应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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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７

甲烷吸附容量ｍｅｔｈａｎｅ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吸附于煤孔隙内表面上最大的甲烷量。
７．１８

煤层含气饱和度ｇａｓ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ｌｂｅｄ

煤层｝Ｌ隙被气体充满的程度。
７．１９

临界解吸压力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在煤层降压过程中．气体开始从煤基质表面解吸所对应的压力值。
７．２０

吸附时间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累计解吸出的气量占总吸附气量（包括残余气）的６２．３％所需的时间，单位是时或日。
７．２１

煤孔隙ｃｏａｌ

ｐｏｒｅ

煤中可被流体充塞的空间。
７．２２

煤孔隙度ｃｏａｌ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煤中孔隙体积与其外表体积之比。
７．２３

双孔隙系统ｄｕａｌ

ｐｏ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在煤层内存在的孔隙和裂隙两个系统。
７．２４
ｐｏｒｅ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煤孔隙结构ｃｏａｌ

煤储层所含｝Ｌ隙的大小、形态、发育程度及相互组合关系。
７．２５

煤比孔容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ｏ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ｃｏａｌ

单位质量煤中孔的容积。
７．２６

煤比表面积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ｏａｌ

单位质量煤中孔隙的表面积。
７．２７

煤内生裂隙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ｏａｌ

在煤化作用过程中，煤中凝胶化物质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体积均匀收缩产生内张力，从而形成的
裂隙。
７．２８

煤外生裂隙ｅｘ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ｏａｌ

煤受构造应力作用产生的裂隙。
７．２９

割理ｃｌｅａｔ
煤中的自然裂隙。
７．３０

面割理ｆａｃｅ

ｃｌｅａｔ

煤中一组延伸较长的主要割理。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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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

端割理ｂｕｔｔ

ｃｌｅａｔ

煤中一组次要割理，发育在两条面割理之间，其延伸受面割理的制约。
７．３２

煤岩基块ｃｏａｌ ｍａｔｒｉｘ
是被割理分割成的煤块体。煤层气主要以吸附方式赋存在煤岩基块内。
７．３３

气体扩散ｇａ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煤层气在煤岩基块内的微｝Ｌ隙内因浓度产生的位移。其过程可用菲克扩散定律描述。
７．３４

气体渗透ｇａｓ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煤层气在煤层裂隙系统内因压力产生的运移，其过程可用达西定律描述。
７．３５

煤层渗透性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流体在压力差作用下，通过煤层的难易程度。
７．３６

煤层透气性ｇａｓ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在压力差作用下，煤层气在煤层中流动的难易程度。
７．３７

气体渗透流动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在储层与井筒压差作用下，产生的煤层气的流动。
７．３８

煤层气试井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ｅｓｔ

利用常规油气井的试井理论和工艺技术．针对煤储层特点进行的专门测试工作，目的是获取煤储层
渗透率、表皮系数、储层压力及压力梯度等主要储层参数。
７．３９

煤层气井完井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实现已完成钻井施工的煤层气井筒与开发目标层联系的工艺。
７．４０

煤层气气井井网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ｗｅｌ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煤层气井群在地面布置的形状。
７．４１

煤层甲烷储层模拟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综合勘查区地质、储层物性、储层工程、生产施工等方面的综合信息应用模型表现煤储层生产特性
的技术。

８煤矿地质与资源／储量
８．１

煤矿区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矿区

在煤田范围内根据地质、地形、交通和生产管理等因素．划分出若干个采矿区域。
８．２

井田ｍｉｎ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在煤田或煤矿区内划归一对井筒开采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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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

井田边界ｍｉｎ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划分井田范围的边界。
８．４

矿井地质ｍｉｎ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在煤矿建井和生产过程中进行的、直接为煤矿生产服务的地质工作，是煤炭资源地质勘查工作的
继续。
８．５

矿井地质条件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影响井巷开拓、煤层开采和安全生产的各种地质条件。
８．６

矿井地质条件类型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根据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煤层稳定性和开采技术条件划分的类型。
８．７

煤矿地质勘查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煤矿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所进行的地质勘查工作。
８．８

煤矿补充勘查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煤矿新水平或新开拓区设计之前，按设计要求所进行的补充性的勘查工作。
８．９

煤矿生产勘查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煤矿生产过程中，在采区范围内，为查明影响生产的地质条件所进行的勘查工作。
８．１０

煤矿工程勘蛮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根据煤矿生产建设中专项工程的要求所进行的勘查工作。
８．１１

井筒检查孔ｐｉｌｏｔ

ｈｏｌｅ ｏｆ ｓｈａｆｔ；ｔｅｓｔｈｏｌｅ ｏｆ ｓｈａｆｔ

新井开凿前，为核实井筒剖面资料。编制施工设计方案，在井筒附近追加施工的钻孔。
８．１２

井巷工程地质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ｈａ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ｆｔｉｎｇ

研究井巷、硐室、采场等的岩体工程地质条件，为设计和施工提供地质资料所进行的地质工作。
８．１３

断层落差ｔｈｒｏｗ

ｏｆ ｆａｕｌｔ

在垂直断层走向的剖面上．倾斜地层断距的垂直分量。
８．１４

断层平错ｈｅａｖｅ

ｏｆ ｆａｕｌｔ

在垂直断层走向的剖面上，倾斜地层断距的水平分量。
８．１５

断煤交线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ｗｉｔｈ ｆａｕｌｔ

断层面与煤层底面的交线。
８．１６

构造煤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ｉｌｙ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ａｌ

煤层受到构造应力作用．产生碎裂、揉皱等构造变动，而失去原来结构的煤。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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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ｃｏｌｕｍｎ

岩溶陷落柱ｋａｒｓｔ
陷落柱
矸子窝
无煤柱

溶洞上方的煤层及其围岩垮落形成的柱状或锥状塌陷体喀斯特陷落柱。
８．１８

探采对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采动对比
将煤矿开采后所获地质资料与煤田地质勘查所获地质资料进行分析、对比，以研究勘查方法、验证
勘查程度的工作。
８．１９

煤矿地质图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反映煤矿各种地质现象与井巷工程之间相互关系及它们空间分布情况的各种平面、剖断千口投影
图的总称。
８．２０

资源／储量管理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测定和统计煤炭资源／储量动态，定期分析研究煤量保有情况，及时了解生产过程中对煤炭资源的
利用情况及开采损失率的估算等．以指导、监督合理地开采煤炭资源的工作。
８．２１

动用资源／储量ｍｉｎｅｄ－ｏｕ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ｗｏｒｋｅｄ—ｏｕ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在煤矿开采过程中已开采部分的采出煤量与损失资源／储量之和。
８．２２

设计损失资源／储量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ｌｏｓ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设计损失
开采设计允许损失的资源／储量。
８．２３

实际损失资源／储量ａｃｔｕａｌ

ｌｏ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开采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损失资源／储量。
８．２４

损失率ｌｏｓｓ

ｒａｔｉｏ；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ｌｏｓｓ

损失储量占动用资源／储量的百分数。
８．２５

回采率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采出率
回收率
实际采出的储量占动用储量的比例。
８．２６

含矸率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ｒｅｆｕｓｅｒａｔｅ

单位重量的原煤中．未能拣除的块度大于５０ ｒｆｌｒｆｌ矸石重量的比值（％）。
８．２７

开拓煤量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在矿井可采资源／储量范围内，按设计已完成准备采区以前所必需的开拓、掘进工程所圈定的资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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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
８．２８

准备煤量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在开拓煤量范围内，按设计已完成采区生产所必需的掘进工程所圈定的煤量。
８．２９

开采煤量ｍｉ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回采煤量
获得煤量
在准备煤量范围内，按设计已完成工作面采煤前所必需的掘进工程所圈定的煤量。
８．３０

煤自燃ｓｅｌｆ－ｅｏｍｂ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ｃｏａｌ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ｍｂｕｓｉｏｎ

煤在自然条件下与空气接触发生氧化而自发燃烧的现象。
９煤炭水文、工程、环境地质
９．１

水文地质条件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地下水埋藏、分布、补给、径流、排泄、水质、水量及其形成的她质条件的总称。
９．２

水文地质勘查类型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根据矿井直接充水含水层含水介质、富水程度等水文地质条件及与煤层的空间关系划分为三类、
三型。
９．３

矿井水文地质ｍｉｎ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研究矿井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和矿井水处治方法所进行的地质工作。
９．４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ｈｙｄｒｏ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ｉｎｅ

根据矿井水文地质条件、涌水量、水害情况和防治水难易程度，分为简单、中等、复杂、极复杂四种
类型。
９．５

矿井充水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ｎ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ｉｎｅ

矿井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矿区范围内及其附近水源的水，通过不同的方式流人矿井的现象。
９．６

矿井充水因素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ｉｎｅｓ

造成和影响矿井充水的水文地质因素。
９．７

矿井充水水源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矿井水的来源。
９．８

充水通道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ｐａｓｓａｇｅ

水流人矿井的通道（过水通道）。
９．９

直接充水含水层ｄｉｒｅｃｔ

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ｑｕｉｆｅｒ

直接向矿井或矿坑充水的含水层。
２４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９．１０

间接充水含水层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ｑｕｉｆｅｒ

通过补给直接充水含水层，再向矿井或矿坑充水的含水层。
９．１１

单位涌水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抽水试验时，井孔内水位每降低１ ｍ，单位时间内从井７Ｌ中抽出的水量。
９．１２

富水性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ｗａｔｅｒ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含水层的水量丰富程度。通常以单位涌水量表示。
９．１３

导水性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含水层的导水能力。通常以含水层的渗透系数＾与含水层厚度Ｍ的乘积表示。
９．１４

老窑水ｇｏａｌ

ｗａｔｅｒ；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ｍ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积存于废弃老窑、采空区或巷道中的地下水。
９．１５

孔隙充水矿床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

以７Ｌ隙含水层为主要充水水源的矿床。
９．１６

裂隙充水矿床ｆｉｓｓｕｒｅ

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

以裂隙含水层为主要充水水源的矿床。
９．１７

岩溶充水矿床ｋａｒｓｔ

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

以岩溶含水层为主要充水水源的矿床。
９．１８

含水系数ｗａｔｅｒ－ｙｉｅｌ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排水量与同一时期煤炭开采量之比（富水系数）。
９．１９
ｉｎｆｌｏｗ

矿井涌水量ｍｉｎｅ

单位时间内流人矿井的水量。
９．２０

矿井最大涌水量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ｉｎ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ｉｎｅ ｉｎｆｌｏｗ

矿井开采期间，正常情况下矿井涌水量的高峰值。
９．２１

淹井ｍｉｎｅ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ｆｌｏｏｄｅｄ ｍｉｎｅ

由于矿井突水或其他原因．涌水量大于排水能力，在较短时间内把坑道或整个矿井淹没的现象。
９．２２

矿井突水ｗａｔｅｒ

ｉｎｒｕｓｈｉｎ ｍｉｎｅ；ｗａｔｅｒ ｉ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 ｍｉｎｅ

大量地下水突然涌人井巷的现象。
９．２３

顶板突水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ｒｏｏｆ ｂｅｄ

来自开采煤层顶板以上含水层的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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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４

底板突水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ｔｏｍ ｂｅｄ

来自开采煤层底板以下含水层的突水。
９．２５

陷落柱突水

ｗａｔｅｒ

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由岩溶塌陷所形成的陷落柱作为进水通道所引发的矿井突水。
９．２６

断层带突水ｗａｔｅｒ

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

开采过程遇断层所引发的突水。
９．２７

突水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ｒｕｓｈ

开采煤层与含水层之问的隔水层所承受的最大静水压力与其厚度的比值。
９．２８

流砂ｑｕｉｃｋ

ｓａｎｄ

被水饱和后能产生流动的松散砂土。
９．２９

矿井涌砂ｓａｎｄ

ｇｕｓｈ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ｅ

地下水和泥砂同时涌人井巷的现象。
９．３０

临界隔水层厚度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ｑｕｉｆｏｇｅ

能阻止底板突水的隔水层最小厚度。
９．３１

临界水压值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ｈｅａｄ

导致底板隔水层破裂的最小水压值。
９．３２

矿井防治水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为防止和治理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入矿井、巷道、采区以致危害采矿工作所采取的措施。
９．３３

矿井探水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采掘前，利用各种手段探明采掘工作面周围的水源和含水情况的作业。
９．３４

矿井排水ｍｉｎ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矿井内，敷设排水沟或排水管，把水汇集流入水仓，再排到地面的作业。
９．３５

矿井疏干ｄ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ｎｅ

用人工排水措施，降低含水层的水位或水压，减少或消除井、巷涌水量，防止井下突水的作业。
９．３６

矿井堵水ｗａｔｅｒ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ｅ；ｓｅ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用各种方法和材料封堵井下突水点或充水通道，以减少和消除矿井涌水量的作业。
９．３７

矿井截流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ｎｅ

在查清地表水和地下水对矿井充水的主要通道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切断水源。以减少或消
除矿井涌水量的措施。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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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８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注浆堵水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把浆液压入井下突水点或可能突水的地点拦截水源，以减少或消除矿井涌水量的措施。
９．３９

帷幕注浆ｃｕｒｔａｉｎｇ

ｒｏｕｔｉｎｇ

在井下集中进水的地段进行注浆，使之形成截水帷幕，以拦截地下水源的作业。
９．４０

防水煤柱ｗａｔｅｒ

ｂａｒｒｉｅｒ；ｂａｒｒｉｅｒ；ｗａ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在矿井可能受到水害威胁的地段，为防止地下水和地表水突然涌人井巷、采区而保留一定宽度和高
度的煤柱。
９．４１

防水ｆ－１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ｏｆ ｄｏｏｒ；ｗａｔｅｒ

ｄｏｏｒ

在井下可能受到水害威胁的地点，为预防突水而设置的截水闸门（防水闸门）。
９．４２

防水墙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ｏｆ ｄａｍ；ｍｉｎｅ ｄａｍ

在井下可能受到水害威胁的地点．为预防突水而设置的截住水源的墙。
９．４３

工程地质条件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各种对工程建设有影响的地质因素的总称。
９．４４

工程地质问题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与人类工程活动有关的地质问题。
９．４５

岩石的物理性质ｒｏｃｋ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由岩石组成矿物、岩石结构等因素所表现出的岩石自然属性。
９．４６

岩石的力学性质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ｒｏｃｋ

岩体在外力作用下所表现出的性质。
９．４７

岩石的水力性质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ｒｏｃｋ

岩石与水相互作用时所表现出的性质。
９．４８

岩石软化性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ｏｃｋ

岩石浸水后力学强度降低的特性。一般用软化系数表示。
９．４９

软化系数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表示岩石吸水前后力学强度变化的物理量。指岩石饱水后的极限抗压强度与干燥时的极限抗压强
度之比。
９．５０

软弱结构面ｐｌａｎｅ

ｏｆ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力学强度明显低于围岩的结构面。
９．５１

软弱岩石（软岩）ｗｅａｋ

ｒｏｃｋ

力学强度低，遇水容易软化，在外力作用下易产生压缩变形的岩石。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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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２

软弱夹层

ｗｅａｋ ｉｎｔｅｒ ｂｅｄ，ｗｅａｋ 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ｔｅｄ ｌａｙｅｒ

在未经风化或构造破坏的条件下，坚硬岩石中夹有相对较软弱的薄层岩。
９．５３

环境地质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运用地球科学规律，研究地球作用过程、地球资源以及地球物质及其对人类和生物生态环境的影
响等。
９．５４

地质环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自然环境的一种，主要指固体地球表层地质体的组成、结构和各类地质作用于现象给人类所提供的
环境。
９．５５

地质环境容量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在不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一个特定地质空间可能承受人类社会一经济活动发展
的最大潜能。
９．５６

地质环境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一个特定地质空间适应人类社会一经济活动发展的程度。
９．５７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ｍｉｎｅ

矿业活动作用于地质环境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
９．５８

矿山水土污染ｗａｔｅｒ－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矿山开采过程中，矿区及其附近水土遭受的污染。
９．５９

矿山废气污染ｏｆｆ

ｇａ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ｗａｓｔｅ ｇａ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矿山开采过程中．由废气造成的污染。
９．６０

矿山废液污染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ｌｉｑｕ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由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液所造成的污染。
９．６１

矿山固体废弃物污染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矿山固体废弃物造成的污染。
９．６２

矿业废弃地ｗａｓｔ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采矿活动所破坏和占用、非经整治而无法使用的土地。
９．６３

矿山粉尘ｍｉｎｅ

ｄｕｓｔ

矿山在采掘过程中所产生的固体物质细微颗粒的总称。
９．６４

开采沉陷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井工矿在开采过程中，因将原生矿体和伴生的废石采出后，形成大小不等的地下空间，在重力作用
下而形成地面陷落的现象。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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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煤炭钻探工程
１０．１

钻探设备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钻孔施工所使用的地面设备总称，包括钻机、泥浆泵、动力机、钻塔及其他附属设备。
１０．２
ｔｏｏｌｓ

钻探工具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钻孔施工所使用的ｊＬ内各种机具、以及小型地面机具的总称。
１０．３

钻探工艺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钻孔施工所采用的各种技术方法、措施以及施工工艺过程。
１０．４

钻进、钻探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钻头钻人地层或其他介质形成钻孔的过程称钻进，以探明地下资源及地质情况的钻进称钻探。
１０．５

取心钻进ｃｏｒ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以采取圆柱状岩矿心为目的的钻进方法与过程。
１０．６

不取心钻进ｎｏｎ－ｃｏｒ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破碎全部孔底岩石的钻进方法与过程。
１０．７

扩孔钻进ｒｅａｍｉｎｇ
扩大原有钻孔直径或扩大某一孔段直径的钻进方法与过程。
１０．８

封孔ｓｅ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ｌｅ

为防止地表水和地下含水层通过钻孔与有用矿体串通，终孔后对钻孔进行的止水封填工作。
１０．９

煤田钻探ｃｏ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为探明煤炭资源．研究解决其他地质问题所进行的钻探工作。
１０．１０

水文钻探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以水文地质勘察为目的的钻探工作。
１０．１１

工程地质钻探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以工程地质勘察为目的的钻探工作。
１０．１２

地热钻探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以勘探或开发地热资源为目的的钻探工作。
１０．１３

岩石可钻性ｒｏｃｋ

ｄｒｉｌ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岩石被碎岩工具钻碎的难易程度。
１０．１４

岩石破碎方法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ｒｏｃｋ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施加不同种类的能破碎岩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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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５

钻孔ｄｒｉｌｌ

ｈｏｌｅ

根据地质或工程要求钻成的柱状圆孔。
１０．１６

垂直孔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ｈｏｌｅ

轴线呈铅垂直线的钻孔。
１０．１７

斜孔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ｈｏｌｅ

、

轴线呈倾斜直线的钻孔。
１０．１８
ｈｏｌｅ

水平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轴线呈水平直线的钻孔。
１０．１９

定向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ｅ

利用钻孔自然弯曲规律或采用人工造斜工具，使其轴线沿设计的空间轨迹延伸的钻孔。
１０．２０

钻井ｗｅｌｌ
以开采液、气态矿藏为主要目的，在地壳内钻成的柱状圆孔。
１０．２１

孔径ｈｏｌ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钻孔横断面的直径。
１０．２２

孔深ｈｏｌｅ

ｄｅｐｔｈ

钻｝Ｌ轴线的长度。
１０．２３

钻孔结构ｈｏ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构成钻孔剖面的技术要素。包括钻孔总深度、各孔段直径和深度、套管或井管的直径、长度、下放深
度和灌浆部位等。
１０．２４

钻机ｄｒｉｌｌ
驱动、控制钻具钻进，并能升降钻具的机械。
１０．２５

泥浆泵ｍｕｄ

ｐｕｍｐ

向钻孔内泵送冲洗液的机械。
１０．２６

钻塔、桅杆ｄｅｒｒｉｃｋ，ｍａｓｔ
升降作业和钻进时悬挂钻具、管材用的构架。单腿构架称桅杆，桅杆需用绷绳稳定，往往可以整体
起落或升降。
１０．２７

钻探机组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ｒｉｇ

钻机、泥浆泵、动力机以及钻塔等配套组合的钻探设备。
１０．２８

钻杆ｄｒｉｌｌｒｏｄ，ｄｒｉｌｌｐｉｐｅ
连成管柱后，用来传递破碎底岩石的功率、输送冲洗介质的金属管。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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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９

钻铤ｄｒｉｌｌ

ｃｏｌｌａｒ

位于钻杆柱与岩心管或钻头之间的厚壁钻杆。用作对钻头施加钻压，改善钻杆柱受力工况。
１０．３０

套管ｃａｓｉｎｇ
用螺纹连接或焊接成管柱后下人钻孔中．保护孔壁、隔离与封闭油、气、水层及漏失层的管材。
１０．３１

岩心管ｃｏｒｅ

ｂａｒｒｅｌ

在岩心钻进中．用于容纳及保护岩心的管件或管组。
１０．３２

取心钻头ｃｏｒｅ

ｂｉｔ

在钻进中以环状端面破碎岩石，可获得圆柱状岩石样品的钻头。
１０．３３
ｂｉｔ

不取心钻头ｎｏｎ－ｃｏｒｅ

在钻进中以全部圆形底面破碎岩石的钻头。
１０．３４

硬合金钻头ｈａｒｄ－ｍｅｔａｌ

ｂｉｔ

镶嵌有硬合金切削具的钻头。
１０．３５

金刚石钻头ｄｉａｍｏｎｄ

ｂｉｔ

用金刚石及其制品作为碎岩材料制造的钻头。
１０．３６

牙轮钻头ｒｏｃｋ

ｂｉｔ

依靠钻头基体上可转动的牙轮进行碎岩的钻头。
１０．３７

刮刀钻头ｄｒａｇ

ｂｉｔ

由若干翼片状刃具组成的碎岩钻头。
１０．３８

冲击钻头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

ｂｉｔ

靠冲击功破碎岩石的钻头。
１０．３９

扩孔钻头ｒｅａｍｉｎｇ

ｂｉｔ

扩大钻孔直径使用的钻头。
１０．４０

回转钻进ｒｏｔａｒｙ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靠回转器或孔底动力机具转动钻头破碎孔底岩石的钻进方法。
１０．４１

冲击钻进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借助钻具重量，在一定的冲程高度内。周期性地冲击孔底破碎岩石的钻进。
１０．４２

冲击回转钻进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ｖｅ－ｒｏｔａｒｙ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用冲击器产生的冲击功与回转式钻进相结合的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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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３

振动钻进ｖｉｂｒａｔｏ－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用振动器产生振动实现碎岩的钻进。
１０．４４

振动回转钻进ｖｉｂｒｏ－ｒｏｔａｒｙ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用振动器产生振动与回转相结合实现碎岩的钻进。
１０．４５

硬合金钻进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ｃａｒｂｉｄ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用硬合金钻头碎岩的钻进。
１０．４６

金刚石钻进ｄｉａｍｏｎ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利用金刚石钻头碎岩的钻进。
１０．４７

牙轮钻进ｒｏｃｈｂｉｔ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利用外轮钻头旋转时产生的复合运动破碎岩石的钻进。
１０．４８

刮刀钻头钻进ｄｒａｇｂｉｔ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利用刮刀钻头碎岩的钻进（一般为不取心钻进）。
１０．４９

优化钻进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合理选择和调节钻进工艺和参数，保持最佳经济技术效益的钻进接术。
１０．５０

程控钻进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由计算机按程序控制钻进过程的钻进技术。
１０．５１

反循环钻进ｒｅｖｅｒｓ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携带岩屑的冲洗介质由钻杆内孔返回地面的钻进技术。
１０．５２

绳索取心钻进ｗｉｒｅ－ｌｉｎｅ

ｃｏｒ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利用带绳索的打捞器，以不提钻方式经钻杆内孔取出岩心容纳管的钻进技术。
１０．５３

反循环连续取心（取样）钻进ｃｅｎ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ｒｅ

ｃｏｖｅｒｙ（ＣＳＲ）

利用冲洗介质反循环，连续将岩心（岩样）经钻杆内孔输出地表的钻进技术。
１０．５４

钻压ｗｅｉｇｈｔ

ｏｎ

ｂｉｔ（ＷＯＢ）

沿钻孔轴线方向对碎岩工具施加的压力，以…Ｆ’表示。
１０．５５

转速ｒｏｔａｒｙ

ｓｐｅｅｄ

单位时间内碎岩工具绕轴线回转的转数．以“””表示，单位为ｒ／ｒａｉｎ。
１０．５６

冲洗液量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单位时间内泵人７Ｌ内的冲洗液体积。以“Ｑ”表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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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７

工作泵压ｐｕｍ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冲洗液在孔内循环时克服各种阻力或｝Ｌ内钻具所需的压力。以…Ｐ’表示。
１０．５８
ｆｌｕｉｄ

钻孔冲洗液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钻探过程中使用的循环冲洗介质，简称“冲洗液”。
１０．５９

正循环ｄｉｒｅｃ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冲洗介质从地表经钻杆内孔到ｉＬ底，然后由钻杆与｝Ｌ壁的环状空间返回地表的循环。
１０．６０

反循环ｒｅｖｅｒｓ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冲洗介质从地表经钻杆与孔壁的或双壁钻杆间的环状空间流向孔底，然后经钻杆内孔返回地表的
循环。
１０．６１

孔壁稳定性ｈｏｌ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钻｝Ｌ｝Ｌ壁岩层在钻探过程中保持其原始状态的特性。
１０．６２

钻孔漏失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孔内液体在压差下流入孔隙性孔壁岩层的过程。
１０．６３

堵漏ｓｈｏｔ－ｏｆｆ

ｏｆ ｌｏｓｓ

处理冲洗液漏失的作业。
１０．６４

取样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从钻｝Ｌ内采取岩土样品作为地质资料的工作。
１０．６５

岩心ｃｏｒｅ
岩心钻头钻出的圆柱形岩矿样品。
１０．６６

取心钻具ｃｏｒ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钻取岩矿心的工具。
１０．６７

绳索取心钻具ｗｉｒｅ－ｌｉｎｅ

ｃ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用于绳索取心钻进的钻具。
１０．６８

煤心采取器ｃｏａｌ

ｃｏｒｉｎｇ ｔｏｏｌ

煤田钻探过程中，专门用于采取煤心的一种特殊器具。 同义词“取煤器”、“取煤管”。
１０．６９

煤心采取率ｃｏａｌ

ｃｏｒ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指某一段孔深内采取的煤心长度与该段煤层进尺之比 或采取的煤心质量与钻进煤层应有的煤一‘
质量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１０．７０

方位角

ａｚｉｍｕｔｈ

在水平面上，自正北向开始，沿顺时针方向，与钻ｆＬ轴线水平投影上某点的切线之间的夹角称为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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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Ｌ在该点的方位角，以“ａ”表示。
１０．７１

顶角ｄｒｉｆｔ

ａｎｇｌｅ

钻孔轴线上某点沿轴线延伸方向的切线与垂线之间的夹角称为该点的顶角，以“日”表示。
１０．７２

倾角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ｄｉｐ ａｎｇｌｅ

钻孔轴线上某点沿轴线延伸方向的切线与其水平投影之间的夹角称为钻孔在该点的倾角，以“ｐ”
表示。
１０．７３

钻孔偏斜测量ｈｏｌ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测量钻孔某点顶角、方位角的作业。被代替的同义词：“钻孔弯曲测量”。
１０．７４

控制钻孔偏斜钻具ｄｒｉｌｌ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ｈｏｌ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用于控制钻孔偏斜的钻具。
１０．７５

初级定向孔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ｅ

利用地层自然偏斜规律而到达靶点的钻孔。
１０．７６

多孔底定向孔ｍｕｌｔｉ—ｂｏｔｔｏ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ｅ

在主ｉＬ中有若干分枝孔的定向孔。
１０．７７

定向钻进器具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用于定向钻进的偏斜工具。
１０．７８

定向技术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采用定向钻进器具及施工工艺使钻｝Ｌ沿预定方向偏斜的技术。
１０．７９

孔底动力钻进ｄｏｗｎ－ｈｏｌｅ ｍｏｔｏｒ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利用置于钻孔底部的动力钻具，直接驱动钻头破碎岩石的钻进方法。
１０．８０

孔底动力机ｄｏｗｎ－ｈｏｌｅｍｏｔｏｒ
置于钻孔底部直接驱动钻头的特殊结构马达。
１０．８１

液动冲击器ｈｙｄｒｏ－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ｖｅ

ｔｏｏｌｓ

以高压液流为动力源的孔底冲击器。
１０．８２

涡轮钻具ｔｕｒｂｏ

ｄｒｉｌｌ

高压液体流经涡轮驱动主轴带动钻头回转破碎岩石的｝Ｌ底动力钻具。
１０．８３

气动冲击器ａｉｒ ｈａｍｍｅｒ
以压缩空气作为动力介质的冲击器。
１０．８４

成井工艺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水文钻孔或供水井钻成后，安装井内装置的施工工艺。包括：换浆、探井、下管、填砾、止水、洗井、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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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试验等工序。
１０．８５

换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ｓｌｕｒｒｙ

用稀泥浆更换稠浆的工序。
１０．８６

探井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ｅｌｌ

探查井深与井径的工序。
１０．８７

井管ｗｅｌｌ ｃａｓｉｎｇ
安装在地下的取水管道。由井壁管、过滤管、沉砂管组成。
１０．８８

下管ｐｉｐｅ

ｓｉｎｋｉｎｇ

将井管依次下人井内的工作。
１０．８９

填砾ｇｒａｖｅｌ

ｐａｃｋｉｎｇ

将选好的砾料投入过滤管与井壁之间的环状间隙中的工序。
１０．９０

止水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ｕｔ－ｏｆｆ

隔离含水层之间的地下水力联系的工序。
１０．９１

洗井ｗｅｌｌ

ｆｌｕｓｈｉｎｇ

清除井内过滤周围钻屑和泥砂，疏通含水层，并在过滤管周围形成良好的滤水层的工序。
１０．９２

抽水试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ｅｓｔ，ｐｕｍｐｉｎｇ

ｔｅｓｔ

在水文钻｝Ｌ或水井中进行抽水，取得含水层各种水文地质参数和各种水力联系等资料并检查止水
和洗井质量的工序。
１０．９３

卡钻ｄｒｉｌｌ

ｒｏｄ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因孔壁掉块、键槽或缩径等使７Ｌ内钻具提升受阻的孔内事故。
１０．９４

埋钻ｄｒｉｌｌ ｒｏｄ

ｂｕｒｙｉｎｇ

孔内钻具被岩粉、岩屑沉淀或被孔壁坍塌（或流砂）埋住，不能回转和提升，冲洗液不能流通的孔内
事故。

．

１０．９５

烧钻ｂｉｔ

ｂｕｒｎｔ

钻进中因冷却不良或无冲洗液流通，使钻具下端与孔底岩石、岩粉、７Ｌ壁烧结在一起的孔内事故。
１０．９６

断管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ｏｆｆ

钻具在孔内折断的孔内事故。
１０．９７

跑钻ｒｕｎｄｏｗｎ

ｏｆ ｄｒｉｌｌ ｓｔｒｉｎｇ

升降钻具时，钻具掉人孔内的事故。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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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８

ｔｒｏｕｂｌｅ

套管事故ｃａｓｉｎｇ

孔内套管因固定不牢或螺纹磨断造成的下移和脱节的事故。
１０．９９

开孔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ａ

ｈｏｌｅ

钻场修建后，用短粗径钻具在地面开始钻进以形成钻｝Ｌ的工作。
１０．１００
ｉｎ

下钻ｒｕｎｎｉｎｇ

将钻具依次下人孔内。
１０．１０１

给进

ｆｅｅｄ－ｉｎ

用钻机给进机构控制钻具钻进使钻孔向深部延伸。
１０．１０２

倒杆ｒｅｃｈｅｃｋ
在钻进过程中，钻机给进装置下行至最下位置时，松开卡盘，将其上行至最上位置，拧紧卡盘，继续
钻进。
１０．１０３

加压钻进ｆｏｒｃｅｄ

ｆｅｅ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钻具质量小于所需钻压时，用钻机给进装置加压，以实现钻进的作业。
１０．１０４

减压钻进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ｉｔ ｌｏａ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钻具质量大于所需钻压时．用钻机给进装置减压，以实现钻进的作业。
１０．１０５

采心ｃｏｒｅ ｐｉｃｋｉｎｇ

由钻杆内通孔投入卡料。使岩心与钻头、岩心管内壁卡紧；或提动钻具使岩心提断器卡紧岩心，然后
提断岩心的作业。
１０．１０６

捞砂ｆｉｓｈｉｎｇ

ｄｕｓｔ

将专用工具下人孔内，大泵量冲洗，以捞取孔底岩粉、金属粉末和其他碎屑的作业。
１０．１０７

冲孔ｂｒｉｎｇ 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

下钻后或提钻前．开大泵量，冲洗钻孔，保持孔内清洁的作业。
１０．１０８

扫孔ｄｒｉｌｌ

ｏｆｆ

用钻具扫除孔壁和７Ｌ底的障碍物的作业。
１０．１０９

糊钻ｂａｌｌ—ｕｐ
粘性岩粉粘附在粗径钻具的外表面的现象。同义词：“泥包”。
１０．１１０

纠斜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使用专用工具纠正已偏斜钻孔的作业。
１０．１１１

造斜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ｓｉｄ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用专用工具使钻孔按要求偏斜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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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煤炭地球物理勘探
１１．１

煤炭地球物理勘探ｃｏａ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ｃｏａ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煤田物探
利用煤岩层的物理性质进行寻找和查明煤炭资源和研究解决其他地质问题所进行的勘查工作。
１１．２

煤炭地震勘探ｃｏ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ｃｏ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利用人工激发的地震波在不同岩、煤层内的传播规律探测含煤岩系分布范围，查明煤层或其他有关
地层分界面深度和起伏形态；研究、查明地质构造，解决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等问题的物探方法。
１１．３

煤炭电法勘探ｃｏ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ｃｏ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根据岩石、煤等的电性差异，确定含煤岩系分布范围、研究地质构造和解决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等
问题的物探方法。
１１．４

煤炭重力勘探ｃｏ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ｃｏ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ｏｎ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根据岩石、煤等的密度差异所引起的重力场局部变化，圈定含煤岩系分布范围，研究地质构造等问
题的物探方法。
１１．５

煤炭磁法勘探ｃｏ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ｃｏ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根据岩石、矿体等的磁性差异所引起的磁场局部变化，圈定含煤岩系、岩浆岩、煤层燃烧带等的分布
范围，研究地质构造及结晶基底起伏等问题的物探方法。
１１．６

反射波法地震勘探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运用地震反射法研究地质构造和地层（煤层）特征，并为煤炭资源勘探和开发提供依据。
１１．７

折射波法地震勘探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利用地震折射波在岩、煤层内的传播规律，确定地下折射界面的深度及其性质，以解决地质问题的
物探方法。
１１．８

二维地震勘探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２一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２一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沿测线进行地震资料采集的一种方法。
１１．９

三维地震法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３－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３－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在一块面积上进行地震资料采集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确定地下地质结构在三维空间中的关系。
１１．１０

地震剖面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沿一条测线记录的地震资料，由该测线的全部地震记录构成。垂直比例尺通常是到达时间，但有时
是深度，数据也有可能是偏移过的。
１１．１１

水平切片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ｌｉｃｅｍａｐ
对应于某一到达时间（或偏移数据的某一深度）的一个数据点网格的地震成果的显示。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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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２

层位切片图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ｌｉｃｅ ｍａｐ
沿层切片图
一种显示三维地震数据体中同一反射界面的数据层切片图。
１１．１３

直流电法ｄｉｒｅｃ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Ｄ．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研究与地质体有关的直流电场的分布特点和规律，以进行找矿和解决某些地质问题的物探方法。
１１．１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Ａ．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交流电法

研究与地质体有关的交变电磁场的建立、传播、分布特点和规律，以进行找矿和解决某些地质问题
的物探方法。
１１．１５

电阻率剖面法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电剖面法
供电电极和测量电极的电极距保持不变，沿剖面方向逐点测量岩石的视电阻率值，根据其变化，以
研究地下一定深度地质情况的物探方法。
１１．１６

电阻率测深法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

电测深法
在测深点上，逐次加大供电电极的电极距，测量岩石的视电阻率值，根据其变化，以研究地下不同深
度地质情况的物探方法。
１１．１７

瞬变电磁法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ＴＥＭ）

一种电磁法勘探，其发射信号的波形特征为脉冲、阶跃函数、斜坡函数或其他可以认为是非周期性
的形式，在一次场停止变化后进行测量的方法。
１１．１８

充电法

ｍｉｓｃ－ａ－ｌａ－ｍａｓｓｃ ｍｅｔｈｏｄ

对探测对象进行充电．观测其电场分布特征和规律．以研究、分析矿体或老窑、采空区、溶洞等在地
下的分布及地下水流速、流向等问题的物探方法。
１１．１９

自然电场法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ｌ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研究和利用地下自然电场，进行找煤和解决水文地质等问题的物探方法。
１１．２０

激发极化法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根据岩石、煤等的激发极化效应来找煤和解决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等问题的物探方法。
１１．２１

电磁频率测深法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频率测深法
研究不同频率的人工交变电磁场在地下的分布规律，探测岩石、煤等视电阻率随深度的变化，以了
解地质构造和进行找煤的物探方法。
１１．２２

无线电波透视法ｒａｄｉｏ
阴影法
３８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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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岩石、煤等对电磁波的吸收能力不同，探测断层、无煤带、煤层变薄带、岩溶陷落柱、老窑、岩溶
等的物探方法。
１１．２３

地质雷达法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ａｄａｒ ｍｅｔｈｏｄ

利用高频电磁波束的反射规律，探测断层、岩溶陷落柱、溶洞。解决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等问题的物
探方法。
１１．２４

槽波地震法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ａｖ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ｓｅａｍ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利用槽波的反射或透射规律探测断层，了解煤层厚度变化的矿井物探方法。
１１．２５

煤田地球物理测井ｃｏａ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ｃｏａ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ｏｇ

煤田测井
在煤田地质勘探和煤矿生产中，为查明煤炭资源，研究解决其他地质问题，在地质勘探钻ｆＬ中所进
行的物探工作。
１１．２６

电测井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

以研究钻｝Ｌ中岩、煤层的电性差异为基础的测井方法。
１１．２７

电阻率测井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ｌｏｇｇ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ｌｏｇ

根据钻孔内岩、煤层电阻率的差别，研究钻孔地质剖面的测井方法。
１１．２８

侧向测井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ｏｇ

使用聚焦电极系的电阻率测井方法。
１１．２９

自然电位测井ｓｅｌ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ｓｅｌ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ｇ

沿７Ｌ壁测量岩、煤层在自然条件下产生的电场电位变化，以研究钻孔地质剖面的测井方法。
１１．３０

放射性测井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ｏｇｇｉｎｇ；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ｏｇ；ｎｕｃｌｅａｒ ｌｏｇｇｉｎｇ

核测井
在地质勘探钻孔中，利用岩石的天然放射性、人工伽马源产生的伽马射线与岩层的相互作用以及中
子与岩层的相互作用等所产生的一系列效应，研究岩层性质和检查钻｝Ｌ情况的测井方法。
１１．３１

自然伽马测井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ｍｍａ－ｒａｙ

ｌｏｇｇ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ｍｍａ－ｒａｙ ｌｏｇ

沿孔壁测量岩层的自然７射线强度，以研究岩层划分和地层对比等的测井方法。
１１．３２

伽马一伽马测井ｇａｍｍａ－ｇａｍｍａ

ｌｏｇｇｉｎｇ；ｇａｍｍａ－ｇａｍｍａ ｌｏｇ

使用人工伽马射线源沿孔壁照射岩层，以探测经岩层散射后的７射线强度为基础的测井方法。
１１．３３

中子测井ｎｅｕｔｒｏｎ

ｌｏｇｇｉｎｇ；ｎｅｕｔｒｏｎ ｌｏｇ

使用中子源沿孔壁照射岩层，以研究中子与岩层相互作用产生的各种效应为基础的测井方法。
１１．３４

声波测井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ｌｏｇｇｉｎｇ；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ｌｏｇ；ｓｏｎｉｃ ｌｏｇｇｉｎｇ；ｓｏｕｎｄ ｌｏｇｇｉｎｇ；ｓｏｕｎｄ ｌｏｇ

研究声波在孔壁滑行波的传播速度和其他声学特性，以确定岩层性质的测井方法。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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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ｂ

水文地质地球物理勘探（简称水文物探）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为查明煤矿水文地质条件，研究解决影响矿井建设和生产的水文地质问题所进行的物探工作。包
括地面物探、水文测井和遥感技术等。
１１．３６

矿井地球物理勘探ｍｉ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ｍｉ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矿井物探
在矿井开采过程中，为探查小构造、陷落柱、煤层厚度变化等所进行的物探工作。
１１．３７

航空地球物理勘探（简称航空物探）ａｅ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通过飞机上装载专用物探仪器，在飞行过程中探测各种地球物理场的变化，研究地质构造和找矿的
物探方法。
１２煤炭遥感
１２．１

遥感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不接触地物本身，利用遥感器收集目标物的电磁波信息，经处理、分析后，识别目标物、揭示目标物
几何形状大小、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技术。
１２．２

航空遥感ａｅｒｉ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以空中的飞机、飞艇、气球等航空飞行器为平台的遥感。
１２．３

航天遥感ｓｐａｃ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在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以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航天飞机、火箭等航天飞行器为平台的
遥感。
１２．４

多波段遥感ｍａ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将物体反射或辐射的电磁波信息分成若干波谱段进行接收和记录的遥感。
１２．５

可见光遥感ｖｉｓｉｂｌ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遥感器工作波段限于可见光波段范围之内的遥感。
１２．６

红外遥感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遥感器工作波段限于红外波段范围之内的遥感。
１２．７

微波遥感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遥感器工作波段限于微波波段范围之内的遥感。
１２．８

高光谱遥感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具有高光谱分辨率（波段宽度＜】０ ｎｒｎ）的遥感。
１２．９

遥感信息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利用各种电子和光学遥感器，在高空或远距离处．接收到来自地面或地面以下一定深度的地物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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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反射的电磁波信息。
１２．１０

遥感影像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利用遥感器对地球表面摄影或扫描获得的影像。包括：光学摄影成像的航空像片、紫外和近红外像
片；以及用各种类型扫描仪成像的单谱段影像（如紫外、红外、被动微波影像和雷达影像）和多谱段扫描
影像（如ＴＭ和ＳＰＯＴ影像等）。
１２．１１

遥感图像处理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对遥感图像进行图像数字化、复原、几何校正、增强、镶嵌、彩色合成、统计、分类和信息提取等处理
的各种技术方法的统称。
１２．１２

影像结构ｉｍａｇ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影像纹理
由像元点阵的灰度、色彩等变化频率表征的图像光滑、粗糙现象或均匀、斑状等组合特征。
１２．１３

影像构造ｉｍ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由一种或几种图像结构有规律地排列组合构成的图案。
１２．１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空间分辨率ｓｐａｔｉａｌ

遥感器所能分辨的最小目标的大小。
１２．１５

光谱分辨率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指遥感器在接收目标辐射的光谱时，能分辨的最小的波长间隔，或是指对两个不同辐射源的光线波
长的分辨能力。
１２．１６

图像比例尺ｉｍａｇｅ

ｓｃａｌｅ

图像上的线段与地面上相应线段长度之比。
１２．１７

遥感解译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在遥感图像中识别和圈定某种目标物特征影像、赋予特定属性和内涵以及测量特征参数的过程。
１２．１８

信息提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利用计算机识别和提取特定信息的过程。
１２．１９

解译标志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图像中可以用来区分相邻物体或确定物体属性的波谱特征和空间特征，如色调、色彩；结构与构造；
形状、大小和高低；地形与地貌；特定的空间位置以及与周围地物的相关关系等。
１２．２０

特征解译标志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相同的自然地理一地质景观区中，某地质体、地质现象特有的比较稳定的一种或几种解译标志的
组合。
１２．２１

线性构造ｌｉｎｅａｍｅｎｔ
遥感图像上．被认为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直线、弧线、折线状的线性（状）影像特征。
４１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１２．２２

环性构造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遥感图像上．反映地质构造的环状影像特征。
１２．２３

遥感地质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综合应用遥感技术，进行各类地质调查和地质勘查的手段和方法。
１２．２４

资源遥感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以地球资源作为凋查研究对象的遥感方法和实践。概查自然资源和监测再生资源的动态变化。
’

１２．２５

煤炭遥感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综合应用遥感技术，进行各类煤炭资源调查、煤炭地质勘查、煤田地质及水文地质填图和矿区环境
地质、煤层火灾调查与监测的手段和方法。
１２．２６

煤田遥感地质调查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以遥感资料为信息源，以地质体、地质构造和煤层等地质现象对电磁波响应的特征影像为依据，通
过遥感地质解译提取信息、测量地质参数、填绘煤田地质图件和研究煤田地质问题。
１２．２７

遥感煤田地质填图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ｂ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采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和方法，结合常规地质手段，通过系统地质解译和观测，采集并编辑各种地
质信息．研究岩石、地层、构造、煤层赋存特征及地表地质规律，进行相应比例尺煤田地质填图，为不同阶
段的煤田地质勘查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１２．２８

遥感制图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通过对遥感图像目视判读或利用图像处理系统对各种遥感信息进行增强与几何纠正并加以识别、
分类和制图的过程。
１２．２９

影像地质图ｐｈｏｔｏ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在遥感图像上，按地质成图的要求，标绘出有关地形和地质内容，构成一种地质与地形影像叠合在
一起的地质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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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解译标志………………………………１２．２０岩石的水力性质………·…………………·…·９．４７
天然焦…………………………·……………··２．４２岩石的物理性质………………………………９．４５
填砾……………·…………………………··１０．８９岩石可钻性…………………………………１０．１３
同沉积断层……………………………………４．３１岩石破碎方法………………………………１０．１４
同沉积构造……………………………………４．２９岩石软化性………………··……………···…·９．４８
同沉积褶皱…·……………·…··……………一４．３０岩心··………………………………···……·１０．６５
同生冲刷……·………………………………··３．１６岩心管………···……………………………１０．３１
突水系数………………………………………９．２７遥感……………………………………··…·…１２．１
图像比例尺…………………………………１２．１６遥感地质……………··………………·……１２．２３
推断的……………………·………………一６．３８．２遥感解译………………………··…………·１２．１７
推断的经济内蕴资源量（３３３）………………６．２７遥感煤田地质填图…………………………１２．２７
遥感图像处理………………………………１２．１

…

１

遥感信息……………·…………………·……·１２．９
微波遥感………………………………………１２．７遥感影像……………………………………１２．１０
微异地生成煤…………………………………２．９遥感制图……………………………………１２．２８
帷幕注浆………………………………………９．３９液动冲击器………·………………··………１０．８１
稳定煤层…·…………………………………”５．３０异地生成煤……………………·……………··２．１０
涡轮钻具……………··…………·…………１０．８２隐伏煤田……………………·………………一４．４１
无线电波透视法·…………………………一１１．２２影像地质图…………·……………·………·１２．２９
无烟煤…………………………………………２．３９影像构造…………………………·………．．１２．１３
影像结构……………………………………１２．１２

一

硬合金钻进………………………………···１０．４５
吸附等温曲线…·……………………………··７．１４硬合金钻头………·………………·………·１０，３４
吸附气……………………………………··…·７．７硬煤……………··…·…………………………２．４０
吸附时间…………··…………………·………７．２０优化钻进…··………………·……………···１０．４９
希尔特规律…·………………·……………·…２．２７游离气………………·……………·…………·７．６
洗井…………·…………·…·………………１０．９１预测的………………………………··……·６．３８．１
下管…·…·……………·………………··…·１０．８８预测资源量（３３４７）·………………·…………·６．２８
下钻··………………………………···……·１０．１００预查………··……………………………···…·５．３
线性构造…………··……………·…………１２．２１预可行性研究··…………···………………·…６．４１
陷落柱突水··……………………………··…”９．２５原地生成煤……………一

２．８

详查…－……………·…………………………·５．５原始地质编录…………一

６．２

斜孔…………………………………………１０．１７

ｚ

信息提取…………………·………………··１２．１８
Ｙ

牙轮钻进
４８

藻煤……

·２．３４

造斜…···

１０．１１１

Ｏ．４７找煤标志

…５．７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折射波法地震勘探……………………………１ １．７综合地质编录………………… ………………６．３
振动回转钻进………·……………………··１０．４４钻杆…………··………………· ………···…１０．２８
振动钻进……………………………………１０．４３钻机…………………………·“ ……………１０．２４
正循环………………·……………………一１０．５９钻进、钻探………·…………… ····…－－·…···１０．４
直接充水含水层………………………………９．９钻井…………··………………· ……………１０．２０
直流电法……………………………………１１．１３钻孔…………………………··· ……………１０．１５
止水………………·………………………．．１０．９０钻孔冲洗液…………·………·－ …………···１０．５８
中等构造………………………………………５．２６钻孔结构……………………… …………·“１０．２３
中子测井……………………………………１１．３３钻孔漏失……………………… ……………１０．６２
烛煤……··……………………………………·２．３５钻孔偏斜测量……………·…“ ……………１０．７３
主导勘查线………………··…………………·５．１７钻孔柱状图…………………… ………………６．７
注浆堵水……………··………………………·９．３８钻塔、桅杆……··…·…………… ……………１０．２６
转速……………………………………··…·１０．５５钻探工具…·…………………… ··……………１０．２
准备煤量………………·……··………………８．２８钻探工艺………………··……一 ……………··１０．３
资源／储量估算图……··……………………·６．１４钻探机组………’……’………‘ ……………１０．２７
资源／储量管理··…………………………·…８．２０钻探设备………………………· …··…···……１０．１
资源遥感……………………………………１２．２４钻铤…………………………… ………·…”１０．２９
自然电场法…·……………………………”１ １．１９钻压…………………………… ……………１０．５４
自然电位测井………………………………１１．２９最低可采厚度………………… ………………３．５
自然伽马测井………………………………１１．３１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英文索｛

Ａ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７．１３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ｇａｓ’’’’’‘‘‘’‘

·７．７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ｃｕｒｖｅ‘‘‘‘‘‘’’’。＋’‘‘‘‘’’‘’’。。。’’’’‘‘‘‘‘‘。。‘。

７．１４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ｌｏｇｇｉｎｇ‘‘。‘。’’’。’‘‘‘‘‘‘‘。’’’’’。‘‘‘‘‘‘’’’’’’’。。‘‘‘‘‘’‘’’’’’

１１．３４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８．２３

ａｅｒｉ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２．２

ａｃｔｕａｌ ｌＯＳＳ

ａｅｒｏｇｅｎｐｂｙｓｉｅ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ｉｒ ｈａｍｍｅｒ

··················－。‘‘－····‘。。。。’＋＋‘‘‘’‘。‘‘‘‘’’＋。’’‘‘‘

ａｌｌｏｃｈｔｈｏ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Ａ．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１１．３７
１０．８３
·２．１
１１．１４

ａｎｔｈｒａｃｉｔｅ···············‘‘’’’’’’’’‘’‘‘‘‘＋‘‘’’’’’’。。’‘‘‘‘‘’’’’’’’‘‘‘１

２．３９

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ｅｌｌ····‘‘。。。’’’‘‘‘‘‘。’’’’’’’’’’‘‘‘。’’’’。。。’’＋’‘’‘’‘

１０．８６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４．１１

···········－······‘‘‘‘。’’’’’。。‘‘‘…‘’’。’’’‘‘

·２．８

ａｚｉｍｕｔｈ···－················－－····－·······················’。‘‘‘‘‘’。’

１０．７０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ｕｔｏｃｈｔｈｏ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Ｂ
１０．１０９

ｂａｌｌ—ｕｐ‘‘‘’。’’’。‘‘‘‘‘。‘’。。。。’‘‘‘‘‘‘’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４．１３

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ｌｉｎｅ‘’’。。‘’。‘’

．５．１８

ｂａｓｉｃ

…６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ｂｉｆｕ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３．１３

ｂｉｏｇｅｎ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７．４

ｂｉｔ ｂｕｒｎｔ···－·－··－············－。‘‘‘‘‘

１０．９５

…·－·····－·。。。‘‘·

．．２．３８

‘’‘…·’‘。’‘‘‘‘‘‘。’’’

—２．３４

ｂｉｔｕｍｉ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ｂｏｇｈｅａｄ ｃｏａｌ

ｂｏｒｅｈｏｌｃ ｃｏｌｕｍｎ

…６．７

··ｔ·····，·－－１‘。‘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ｏｆｆ’’’。。’‘‘‘‘‘‘’’’。。‘‘‘‘

１０．９６

ｂｒｉｎｇ 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

１０．１０７

ｂｒｏｗｎ ｃｏａｌ

·２．３７

···－····················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ｔｏｍ ｂｅｄ

·９．２４

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ｒｏｏｆ ｂｅｄ‘‘‘

－－９．２３

ｂｕｔｔ ｃｌｅａｔ·····－·－···－·······－··－··

··７．３１

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Ｃ

ｃａｎｎｅＩ ｃｏ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ｓｉｎｇ。。‘‘‘。’’’。‘。’’‘。。‘‘。‘‘‘‘’’’。’’。。‘‘
５０

２．３５
９．５５
１０．３０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ｃａｓｉｎｇ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ｃｅｎｔｅｒ

１０．９８

。。。‘‘。‘‘‘‘‘‘‘‘‘

１０．５３

ｓａｍｐｌ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ＣＳＲ）

１１．２４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ａｖ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ｌｅａｔ···－··－··············’’’‘‘‘‘‘

７．２９

ｃｏａｌ······················‘‘‘‘‘’’’

·２．１

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４．１６

ａｒｅａ’’。‘。

４．１４

ｃｏ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３．１

ｃｏａｌ ｂａｌｌ－·······················
ｃｏａｌ

ｈａｓｉｎ·········

ｃｏａｌ

ｃｏｒｅ

４．２４
１０．６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１０．６８

ｃｏａｌ ｃｏｒ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ｃｏ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ｃｏ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３．２３
２．１６
４．３６

ｃｏ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４．３５

ｃｏ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４．３７

ｃｏ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ｔ‘。‘‘‘‘‘‘‘‘‘‘‘’’‘’‘‘

４．４２

ｃｏ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９

ｃｏ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１１．３

ｃｏ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５．１

············‘。’’’’‘’。…’’’。。’’

３．２１

ｃｏ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ｃｏａｌ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２．４
··２．５
１１．２５
１１．１

ｃｏ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１１．４

ｃｏ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１１．５

ｃｏａｌ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ｏ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７．３２
·２．１７
··８．１
－８．１０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８．１９

ｃｏａｌ ｐｏｒｅ‘‘‘’。’。‘‘‘‘‘‘‘‘‘‘‘‘‘‘‘。‘‘‘‘。’’’‘。

７．２１

ｃｏａｌ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ａｌ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

ｃｏａｌ ｒａｎｋ···········－－－‘‘‘‘‘‘‘‘‘‘‘‘‘‘‘‘’‘‘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ｃｏａｌ

－－－－－·…。‘‘…‘‘‘’。’‘‘‘‘。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

·········‘‘‘’‘‘‘‘‘’’‘。。。’’’‘

·－－························‘‘‘’‘

ｃｏａ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７．２４
·７．２２
·２．２３
·６．１９
．－７．９
·７．１１
·７．１２
．６．２１
…３．１
·１１．２
５】

ＧＢ／Ｔ １５６５３．卜一２００８

ｃｏａｌ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６．５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４．１８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４．７
４．２１
４．１７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４．１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７．１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７．２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ｇａｓ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ｗｅｌ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７．３９
··７．４

ｗｅｌｌ ｔｅｓｔ‘‘‘。’‘‘‘‘’’’’‘‘‘‘’

７．３８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７．３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７．８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Ｌｎｎｇｍｕｉ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

７．１６

７．１５
·７．４１
４．３８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ｂ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２．２７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５．２

ｃｏ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４．１５

ｃｏ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１５

ｃｏａｌ—ｓｅａｍ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８

ｃｏａｌ—ｓｅａｍ ｆｌｏｏｒ

ｒ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

。’’。‘‘‘’‘’…’‘‘’’’‘‘＋‘’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ｒａｓｈ·…·······…·‘‘‘…··’‘‘‘一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ａｓｉｎ

‘‘‘‘。’’‘。‘‘‘。’’’’‘‘‘‘‘。’’’‘‘‘‘’’’’

．．６．１
·９．２７
４．２６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５．３１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５．２７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３．１１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４．４１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ａｌ‘’‘。’’’‘‘‘‘。。’’。‘‘。。’’’。

··２．２

ｃｏｒｅ‘’’’’’‘‘‘’。‘‘‘。’’’‘‘‘’’’。‘‘‘’’。‘‘’‘‘‘’’‘‘‘‘’。’。。‘‘‘。

１０．６５

ｃｏｒｅ

ｂａｒｒｅｌ···············－···－··－－···········‘。。’。‘’‘‘‘‘’‘

１０．３１

ｃｏｒｅ

ｂｉｔ－·······························－－···。’’’‘‘‘‘’‘。。’

１０．３２

ｃｏｒ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５

ｃｏｒｅ

ｐｉｃｋｉｎｇ‘‘‘’。’’‘‘‘。。。’。‘‘‘‘‘‘’’’‘‘‘‘‘‘’’‘‘‘‘‘’。’。‘‘‘‘‘

１０．１０５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ｃｏｒ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

１０．６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５．３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８．１８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ｃｏ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５．７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７．１９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ｅａｄ－··－－··········－－··－···－·······－－‘‘‘‘‘··’’‘‘‘。

·９．３１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ｑｕｉｆｏｇｅ‘‘‘‘‘‘’’’‘‘‘‘‘’’’’‘‘‘。。’’

·９．３０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９．３９

５２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５．８

ｃｕｔｃｒｏｐ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Ｄ
ｄｅｅｐ ｂｕｒｉ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ａｌ

．２．１９

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１０．１１１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３．１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２．２４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６．４３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５．２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３．２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ａｓｉｎ‘‘。’。’‘’’‘‘‘‘‘

·４．２７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５．２２

ｄｅｒｒｉｃｋ

··－－···－······－·－············ｔ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１０．２６
－８．２２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５．６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８．２７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１０．９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１１０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ｂｉｔ·······

１０．３５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４６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０．５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Ｄ．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１１．１３

ｄｉｒｅｃｔ 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ｑｕｉｆｅｒ···‘‘‘·‘‘‘‘‘’‘‘’’’’’’‘‘‘’’’’。’

…９．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１０．７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ｅ···－－····－···········ｔ···············－－··－···

１０．１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０．７８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ｓｌｕｒｒｙ’’’’‘‘‘‘‘‘‘‘‘‘’’’’‘’＋‘‘‘‘‘‘‘’’’’。。’’’‘

１０．８５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ｏｗｎ－ｈｏｌｅ

ｍｏｔｏｒ

·········－····················－·－·······

１０．８０

ｄｏｗｎ—ｈｏｌｅ ｍｏｔｏｒ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１。。。‘‘‘’’’’。。。。‘‘‘‘‘‘。’’’’‘’

１０．７９

ｄｒａｇ ｂｉｔ‘‘’。’’’’。‘‘‘‘‘‘‘‘‘’。。’。。＋‘‘‘‘‘‘。’’’’’。‘‘‘‘‘‘‘。。’’’‘’’

１０．３７

ｂｉｔ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４８

ｄ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ｎｅ‘‘‘‘‘‘‘’’’’。‘‘’‘‘‘‘。。’‘‘’‘‘’‘‘‘‘‘‘‘‘。。。’

·９．３５

ｄｒｉｆｔ ａｎｇｌｅ···’。。‘‘‘‘‘’‘。’’’’。。‘‘。‘‘‘‘‘’’’’’’‘‘‘‘’‘‘‘’’’’‘。‘

１０．７１

ｄｒｉｌｌ

１０．２４

ｄｒａｇ

··－··－········－··－－·······－····················－·····

ｄｒｉｌｌ ｃｏｌｌａｒ········－··········································

１０．２９

ｄｒｉｌｌ ｈｏｌｅ

１０．１５

······－－·－－·······－··············－·········－···

…………………………………………·

１０．１０８

ｄｒｉｌｌ ｒｏｄ·····－－··········－··…·－··－···········－‘’’‘‘…····

１０．２８

ｄｒｉｌｌ ｒｏｄ ｂｕｒｙｉｎｇ’’’。。‘‘‘‘‘‘。’’’。’’‘‘‘‘‘‘’’’’’。。’’‘‘‘‘‘‘。。

１０．９４

ｄｒｉｌｌ ｒｏｄ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１０．９３

ｄｒｉｌＩ ｏｆｆ

ｄｒｉｌｌ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ｈｏｌ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１０．７４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４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１０．１
５３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１０．５８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ｒｉｇ‘‘‘‘。’。‘‘‘’’。‘。’’’‘。。’’’

１０．２７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０．３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１０．２

‘。’‘‘‘‘‘’’‘‘‘。’’’‘。‘

ｄｕａｌ ｐｏ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７．２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ａｌ

２．２２
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６．４３．１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

１１．２６

ｅｎｄｏ。ｅｎｅｔ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ｏａｌ…‘‘‘…’。＋。‘‘’‘

·７．２７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９．４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１１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９．４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ｈａ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ｆｔｉｎｇ

·８．１２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４．２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ｔｔ········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４．２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９．５３

ｅｐｌｇｅｎｅｔｉｃ ｗａｓｈｏｕｔ’’‘‘。’’’’。。。‘’’’’’。’。。。。。。’’’

·３．１７

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 ｂａｓｉｎ······…······…·········一

·４．２５

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９．６０

ｅｘ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ｏａｌ‘。’’’’‘’‘。。。’’’’’’‘’

··７．２８

ａｒｅａ‘’‘。。。‘‘’’’’。。。‘‘‘’’‘‘。。‘’‘’‘‘’

５．１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１５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ｓ’’’’’’。’。‘‘‘‘’’。’。‘’‘’’’‘’。’’

－５．１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５．１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ｇｒ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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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ｅｃ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２１ｂ）…………··

６．３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ｅ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ｅｃｎｏｍｉ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２Ｍ２ １）

…………·………………·６．３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ｒ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ｓｕｂ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Ｓ２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６．２３
·······－－·······－－············９

４６

……··……………………５．２６

ｏｆ ｃｏａｌ···－··········－·－·······－－··········‘‘‘‘‘‘··－－····－

－·…………………………２．２６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７．１７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ｘｐ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５．１ １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ｚｏｎ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ｒｏｃｋ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０．１４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２．７

ｍｉ‘ｎｅ

··……－－………………·…６．１３

ａｒｅａ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ｍｉｎ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１

····－－－········－·······－－··－··９

３４

ｍｉｎｅ ｄｕｓｔ－·····································－－·－··－·····－···········－·······－···

··…………………………９．６３

ｍｉｎｅ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９．２１

ｍｉ＋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１１．３６

ｍｉｎ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９．３

ｍｉ‘ｎｅ ｉｎｆｌｏｗ········－·····－·．．．··．．．．．－．．．．．．．．．．－－．······－－·············．·········

９．１９
５７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１—２００８
ｍｉｎｅｄ－ｏｕ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８．２１

‘‘‘‘‘‘‘‘‘‘‘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ｏｒｋａｂｌ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３．５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４

８．２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８．３

ｍｉｎ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８．４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８．２９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９．６４

ｍｉｓｃ－ａ—ｌａ－－ｍａｓｓｃ ｍｅｔｈｏｄ

１．１８

ｔａｍｉｎｇ

－－·

ｍｕｄ ｐｕｍｐ‘‘‘‘‘’’’’’‘’’‘‘’’。‘‘‘

０．２５

ｍｕｌｔｉ—ｂｏｔｔｏ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ｅ

０．７６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２．４

２．４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ｋ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

１１．１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ｍｍａ’‘ｒａｙ ｌｏｇｇｉｎｇ’’

１１．３１

ｎｅｒｉｔ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４．４

ｎｅｕｔｒｏｎ

１１．３３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ｎｏｎ—ｃｏｒｅ

ｂｉｔ

ｎｏｎ－ｃｏｒ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３３

···················－

１０．６
ｏ

ｏｆｆ ｇａ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９．５９

。。。‘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４９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４．１２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ｚｏｎ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５．１
Ｐ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４．８

ｐａｒａｌｉｃ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４．２

ｐａｒｔｉｎｇ’’’。。‘‘’’’‘‘‘‘‘‘‘。‘‘’‘’。’’’。’。’‘‘。‘‘

·３．９

ｐｅａｔ’’’’’’’’‘‘‘‘‘‘’‘‘。‘’’’’’’’’。’。‘‘‘‘‘‘‘‘‘’’’

·２．２

ｐｅａｔ ｓｗａｍｐ

－２．７

‘’’’’‘。。’’’’‘‘。‘‘‘‘‘‘‘‘‘‘。’’’

ｐｅ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 ｂｉｔ

。‘‘‘‘‘‘‘‘‘

····－······。‘‘’。‘‘‘‘‘‘‘‘。。’

·２．６
８．２６
１０．３８

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４１

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ｖｅ－ｒｏｔａｒｙ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４２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７．３５
７．３７

ｐｈｏｔ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１２．２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７．１

ｏｆ ｓｈａｆｔ··············－··’‘。‘‘

８．１１

ｐｉｌｏｔ
５８

ｈｏｌｅ

ＧＢ／Ｔ

１５６６３．卜一２００８

１０．８８

ｐｉｐｅ ｓｉｎｋｉｎｇ’’’’’’’’‘‘‘‘‘‘。’’’’。。‘‘‘‘‘‘‘。

９．５０

ｐｌａｎｅ ｏｆ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９．１５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

６．４１

ｐｒｏ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１０．７５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ｅ‘‘‘‘‘’。。。’’

·５．５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ｔｅｓｅｒｖｅｓ‘‘‘‘。。。‘‘。。。‘‘’………

８．２８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９．３２
·８．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３．４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１０．５０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９．２

’’

…

ｐｒｏｖ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１）

６．２９
１０．５７

ｐｕｍ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Ｑ
９．５６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９．２８

ｑｕｉｃｋｓ ａｎｄ‘。。’’’’’。‘‘‘‘。。‘’’’’’‘‘‘‘
Ｒ

ｒａｄｉｏ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ｒｅａｍｉｎｇ

’’‘‘‘‘‘‘。。’‘’‘‘’‘‘’‘。。。’’’‘‘‘‘。’‘‘。’’’’‘

ｒｅａｍｉｎｇ ｂｉｔ

’’‘’’’’’’’’‘。。。’’。。‘’。’’‘‘‘。。’‘‘‘‘‘’‘’

ｒｅｃｈｅｃｋ······－····－············－··‘···‘‘‘‘‘。。’’’。。‘
ｒｅｃｏ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３３４·、··－··········－－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１１．２２
１１．３０
－８．２５
·１０．７
１０．３９
１０．１０２
·６．２８
６．３８．１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一５．４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ｉｔ ｌｏａ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１０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

·一６．４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５．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２．１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２．２８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１２．２６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２．２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１２．１０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１２．１１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２．２５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１２．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２．１７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６．１４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ｅｏｎｔｒｏｌ

···········－········－······‘‘‘‘‘·

··８．２０

ＧＢ／Ｔ １ ５６６３．１＿一２００８
１１．２７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ｌｏｇｇｉｎｇ‘‘‘‘‘‘‘‘‘

１１．１５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１１．１６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２．２４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０．６０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１０．５１

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２．２２

ｒｏｃｈ ｂｉｔ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１’

１０．４７

ｒｏｃｋ ｂｉｔ······ｔ··············

１０．３６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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