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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根据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给出的规则起草。 

DZ/T XXXX－202X《固体矿产资源量估算规程》分为4个部分： 

——第1部分 通则； 

——第2部分 几何法； 

——第3部分 地质统计学法； 

——第4部分 SD法。 

本部分为DZ/T XXXX－202X的第2部分。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3）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北京东澳达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胡建明、胡魁、邓善德、马国玺、赵婷钰、张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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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矿产资源量估算规程 第 2部分：几何法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几何法估算固体矿产资源量的基本要求，各种方法的基本原理、适用条件、块段和资

源量类型划分、矿体圈定、图件及表格制作等。 

本规程适用于固体矿产地质勘查和开发各阶段的资源量估算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本标准引用的条款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17766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25283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 

GB/T 33444  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 

DZ/T 0033   固体矿产勘查/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 

DZ/T 0078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 

DZ/T 0079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资料综合整理综合研究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截 Ore Cutting 

在每一个探矿工程中，以样品测试结果为依据，以矿床工业指标为准绳，认知的一截或几截、通过

探矿工程间对比连接、圈定矿体的样段。 

3.2  

块段 Block Segment 

是几何法估算资源量的基本单元。按照不同估算方法的要求，按一定原则把矿体分割成的若干个具

有不同几何形状的块体即块段。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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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资源量估算应依据确定的工业指标进行。普查阶段可以采用参考性工业指标，详查、勘探及生产

勘探阶段应采用论证制定的工业指标。通过试验或矿山生产实践的选矿结果证实其在技术可行,经济合

理,环保允许,且不宜分采分选的矿体可采用综合当量指标。 

4.2 资源量估算应在圈定的矿体内进行。圈定矿体要遵循控矿地质规律，严格遵守矿床工业指标。几

何法采用以单工程衡量的双指标体系，又称为工程指标体系；即以单工程为基本单元，以矿石质量指标

和开采技术条件指标来圈定矿体。 

4.3 资源量估算几何法包括地质块段法、断面法、多边形法、三角形法、算术平均法、开采块段法、

等值线法等。应根据矿体形态产状和见矿工程分布情况优选适合的方法。 

4.4 几何法估算资源量的基本流程如下： 

4.4.1 确定资源量估算的工业指标。 

4.4.2 遵循控矿地质规律圈定矿体。 

4.4.3 选择资源量估算方法。 

4.4.4 编制资源量估算图表。 

4.4.5 划分块段。 

4.4.6 分块段确定资源量估算参数，估算资源量。 

4.4.7 按照主矿产、共生矿产、伴生矿产分资源量类型、矿体、工业类型汇总资源量估算结果。 

4.5 单工程矿体的圈定 

4.5.1 除薄脉状品位变化大的矿体最低工业品位可以以块段衡量外，一般矿体工业指标都应落实到单

工程，以矿截衡量。 

4.5.2 单工程矿体圈定一般根据样品有益组分含量，凡大于等于边界品位的样品都可能圈入矿体，但

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连续样品长度加权平均品位应大于最低工业品位，其代表的真厚度应大于最小可

采厚度。若加权平均品位小于最低工业品位，应剔除边部样品，或剔除夹石相邻样品。 

4.5.3 从连续样品中间剔除夹石时，剔除样段代表的真厚度应大于夹石剔除厚度，否则不能剔除。不

论单样品位是否低于边界品位，都得并入矿体参加平均品位计算。 

4.5.4 当大于最低工业品位的矿截代表的真厚度小于最小可采厚度时，其最低工业米·百分值（米·克

/吨值）需符合工业指标要求。 

4.5.5 在保证加权平均品位大于最低工业品位的前提下，当矿体边部低于最低工业品位高于边界品位

的样品较多时，应结合矿体地质特征截取适量样品。 

4.5.6 当单样品位大于矿体平均品位 6～8 倍时，为特高品位，应进行处理。以矿体、块段、或矿截的

平均品位替代后计算平均品位。 

4.5.7 当矿体质量取决于有害组分含量（边界含量、平均允许最高含量）或其他质量指标时，按有害

组分含量或其他质量指标圈定矿体。其处理原则同 4.5.1～4.5.6。 

4.6 体积质量（体重）的确定 

4.6.1 体积质量为资源量估算重要参数，每个矿体应有足够代表性样品测定数据。 

4.6.2 一般采用小体积质量平均值。当矿石疏松多孔或节理裂隙发育时，应采用 3个以上的大体积质

量平均值。 

4.6.3 当体积质量与矿石品位有显著相关关系时，应采用线性回归方法，依函数曲线按块段平均品位

选取体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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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当体积质量变化不大、与矿石品位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时，可以矿体、矿体组、或矿区为单元，

用算术平均法计算体积质量平均值，用于本单元各块段。参与计算的体积质量平均品位应与计算单元平

均品位基本一致。 

4.7 体积计算：有条件的情况下，提倡用三维模型法计算体积，详见资料性附录 G。 

5 地质块段法 

5.1 基本原理 

5.1.1 该方法是将矿体投影到一个平面上，按一定的原则把矿体分割成相互衔接的块段，然后分别计

算各块段的资源量；各块段资源量的总和，即为矿体的资源量。 

5.1.2 根据投影方式划分为垂直纵投影地质块段法、水平投影地质块段法和倾斜投影地质块段法。 

5.2 适用条件 

5.2.1 地质块段法适用于二维延展的矿体，允许勘查工程与勘查线有一定偏离。不适用三维延展的矿

体、特别是勘查工程穿矿方式不一致的情况。 

5.2.2 垂直纵投影地质块段法适用于倾角较陡的矿体。 

5.2.3 水平投影地质块段法适用于倾角较缓的矿体。 

5.3 估算图件 

5.3.1 采用垂直纵投影地质块段法应编制矿体垂直纵投影图。投影面方位垂直于勘查线，与矿体的总

体走向一致。除标高线、勘查线、资源量估算边界外，其核心要素是见矿工程穿过矿体中心点位的投影，

以及相应未见矿工程的投影。见矿工程应标注真厚度或垂直投影面的水平厚度、平均品位等数据。在此

基础上确定资源量类型，划分块段。估算后应标注各块段资源量估算参数及估算结果。 

5.3.2 采用水平投影地质块段法应编制矿体水平投影图。除坐标线、勘查线、资源量估算边界以外，

其核心要素是见矿工程穿过矿体中心点位的水平投影，以及相应未见矿工程的投影。见矿工程应标注真

厚度或铅直厚度、平均品位等数据。在此基础上确定资源量类型，划分块段。估算后应标注各块段资源

量估算参数及估算结果。 

5.4 资源量类型与矿体外推 

5.4.1 依据勘查类型、工程间距、控制研究程度，按照单矿种规范确定资源量类型。探明类、控制类

资源量依照见矿工程内圈，不外推。推断类资源量外推，不内圈。矿种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5.4.2 相邻的两个工程一个见矿，另一个不见矿时，采用有限外推法，自见矿工程外推工程间距的一

半尖灭。若工程间距大于本矿区的规定，则按本矿区规定工程间距的 1/2尖推。为计算方便，在投影图

上采用工程间距的 1/4 平推。 

5.4.3 见矿工程外没有工程控制，或者工程间距超过控制类工程间距 2倍以上时，采用无限外推法，

一般沿矿体倾斜方向尖推控制类工程间距的一倍，为计算方便，在投影图上采用工程间距的 1/2平推。

有地质规律（包括物化探成果）可循时，可以依据地质规律外推。无论采取何种外推方法，外推的部分

厚度品位都不得高于见矿工程实际厚度品位。 

5.4.4 除薄脉型矿体以外，以米·百分值（或米·克/吨值）圈定的矿截不外推。 

5.5 块段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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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地质块段法块段的划分服从资源量估算结果分类汇总的需要。主要的划分要素有矿体连续性、

资源量类型、矿石工业类型（需要分采分选的）、产状畸变（切矿断层两盘或褶皱两翼）和其他需要分

别汇总的界限，如矿界、开采境界、不同开发利用状况界限等。凡上述要素相同的应划分为相同块段，

不同的应分别划为不同块段。 

5.5.2 允许但不提倡使用以相邻四个工程划分块段。使用此种方法时，一个见矿质量点不宜被过多块

段使用；个别的低于最低工业品位的质量点可作为见矿工程划入块段；推断类资源量不限定于工程内圈。 

5.6 估算参数 

地质块段法资源量估算参数见资料性附录A。 

6 断面法 

6.1 基本原理 

6.1.1 借助地质断面图进行资源量估算的方法，在断面之间或断面两侧进一步划分块段，然后分别计

算各块段的资源量；各块段资源量的总和，即为矿体或矿床的资源量。 

6.1.2 断面法一般分为水平断面法和垂直断面法。垂直断面法又称为勘探线剖面法，或剖面法。垂直

断面法又分为平行断面法和不平行断面法。在勘查线两侧各 1/2间距作为控制范围进一步划分块段的称

为“线资源储量法”。 

6.2 适用条件 

6.2.1 断面法适用于以勘探线法或水平勘查法进行勘查，探矿工程主要分布在勘查剖面上或水平断面

上，偏移不大的各类矿床。特别是矿体为一维延展（如筒状、柱状）或三维延展，矿体厚大、形态复杂、

穿矿工程交错等不适合使用地质块段法的矿床。 

6.2.2 垂直断面法：适用于以勘探线法勘查的矿床。 

6.2.3 水平断面法：适用于以穿脉、沿脉等水平坑道及坑内水平钻孔等探矿工程进行水平勘查的矿床。 

6.3 估算图件 

6.3.1 采用垂直断面法的在勘查线地质剖面图的基础上编制垂直断面资源量估算图，突出表示剖面两

侧资源量类型及块段划分内容。 

6.3.2 采用水平断面法的在水平断面地质图的基础上编制水平断面资源量估算图，突出表示断面上下

资源量类型及块段划分内容。 

6.3.3 为反映块段相对位置及资源量估算结果，一般要求编制主矿体垂直纵投影资源量分布示意图，

具体制作内容见 DZ/T 0079-2015 规范要求。 

6.4 矿体圈定 

6.4.1 在断面图上圈定矿体要遵循控矿地质因素和矿体地质规律，与地质要素相协调。工程之间的矿

体一般应以直线连接，当有充分依据时也可用自然曲线连接。 

6.4.2 矿体外推边界的圈定方法分为： 

a) 地质推断法。根据岩相、构造、围岩变化特点与矿化的关系，推定矿体边界； 

b) 形态推断法。以矿体形态变化规律（趋势）为基础进行外推圈定； 

c) 几何推断法。当不能用地质推断法或形态推断法时，可用几何法推断外部边界； 

d) 异常推断法。根据已知矿体及其地球物理或地球化学异常特点，用类比法推断未知矿体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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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推断的矿体厚度不得大于工程实际控制的厚度。 

6.5 资源量类型与块段划分 

6.5.1 资源量类型首先在断面图上，按照控制研究程度判断地质可靠程度类别。在总体地质规律把握

的前提下，允许适当放宽工程间距（网度）限制。 

6.5.2 相邻断面间，同一矿体对应部位资源量类型相同，划为该类型的一个块段。 

6.5.3 相邻断面间，同一矿体对应部位资源量类型不同，划为低类型的一个块段。 

6.5.4 相邻断面无同一矿体或边缘断面外推，依地质形态楔形外推、或锥形外推断面间距的 1/2，划

分为推断类块段。 

6.5.5 相邻断面之间，同一矿体、同矿石类型品级（需要分采分选时）、同资源量类型的划分为一个

块段。不得再按见矿工程细分块段。 

6.6 估算参数 

断面法资源量估算参数见资料性附录B。 

7 多边形法 

7.1 基本原理 

又称最近地区法。在资源量估算水平投影图或垂直纵投影图上，以相邻见矿工程的垂直平分线相连，

将矿体划分为一系列以见矿工程为中心的多边形最近地区，在三维空间上则为一系列多棱柱块段。以见

矿工程参数计算该块段的资源量，然后分类汇总。 

7.2 适用条件 

多边形法适用于二维延展的矿体，见矿工程排列不一定规则，但需要有相当的密集度。不适用三维

延展的矿体、特别是勘查工程穿矿方式不一致的情况。该方法适用条件与地质块段法基本相同，能够避

免块段划分的人为因素。 

7.3 估算图件与块段划分 

7.3.1 分矿体制作资源量估算投影图。当矿体产状较缓时，选择水平投影；当矿体产状较陡，选择垂

直投影。将见矿工程矿截中点坐标投影到图上，标注其厚度、品位等参数。 

7.3.2 在投影图上作相邻工程点连线的垂直平分线，再连接垂直平分线的交点或矿体边界线，划分成

若干多边形块段。 

7.3.3 矿体边界线依据矿体地质特征从地质断面图中投影过来。当地质断面图未确定矿体边界时，以

见矿工程投影点为中心与已知部分对称外推。 

7.4 资源量类型划分 

7.4.1 采用多边形面积与各类别工程网度计算出的面积类比确定块段资源量类型。 

7.4.2 控制类资源量可以突破工程内圈限制。 

7.5 估算参数 

多边形法资源量估算参数见资料性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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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角形法 

8.1 基本原理 

在资源量估算水平投影图或垂直纵投影图上，以直线连接相邻的三个勘查工程，把矿体分为一系列

紧密连接的三角形块段；再依据三角形块段顶点的勘查工程资料，分别估算各块段的资源量，然后分类

汇总。 

8.2 适用条件 

三角形法适用于二维延展的矿体，见矿工程分布均匀，矿体结构简单、厚度及品位变化不大等情况。 

8.3 估算图件与块段划分 

8.3.1 分矿体制作资源量估算投影图。当矿体产状较缓时，选择水平投影；当矿体产状较陡，选择垂

直投影。将见矿工程矿截中点坐标投影到图上，标注其厚度、品位等参数。 

8.3.2 当一个矿体需要按矿石类型品级分别估算资源量时，需要分类型品级分别制作资源量估算投影

图。 

8.3.3 在投影图上以直线连接相邻的三个勘查工程，构成一系列紧密连接的三角形块段。 

8.3.4 应避免三角形连接的随意性 ，原则上按最近距离原则和等边三角形原则连接。三角形各内角一

般不小于 40度。 

8.3.5 三角形块段以外板状外推至矿体边界，其厚度用所有边沿工程矿截厚度的算术平均值，平均品

位用所有边沿工程矿截平均品位以厚度加权平均计算。 

8.4 资源量类型划分 

8.4.1 采用三角形面积与各类别工程网度计算出的面积折半类比，确定块段资源量类型。 

8.4.2 外推部分作为推断类资源量块段。 

8.5 估算参数 

三角形法资源量估算参数见资料性附录D。 

9 算术平均法 

9.1 基本原理 

是把矿体的复杂形态当作一个理想的等厚板状体，进行粗略估算资源量的方法。 

9.2 适用条件 

用于勘查程度低的项目对推断类资源量的估算。 

9.3 估算参数 

9.3.1 按工业指标圈定矿体和确定资源量估算范围。 

9.3.2 以矿体为单元列表估算资源量，可不制作资源量估算图件。 

9.3.3 除矿体面积外，平均厚度、平均体积质量、平均品位等参数都用所有勘查数据算术平均求得。

参数相乘得出矿体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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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开采块段法 

10.1 基本原理 

开采块段法以开采块段为单元分别计算资源量；各块段资源量的总和，即为矿体的资源量。 

10.2 适用条件 

开采块段法适用于地下开采以坑道工程控制矿体的生产勘探阶段。 

10.3 估算图件 

10.3.1 对于二维延展的矿体，矿体倾角平缓的制作水平投影图，矿体倾角陡的制作垂直投影图。其要

素与地质块段法相同，并突出表示采矿坑道及采样质量点、开采块段及其编号。 

10.3.2 对于三维延展或一维延展的厚大矿体，要分层编制资源量估算图件，精确表示坑道位置、取样

质量点、开采块段及其编号、估算参数、估算结果（资源量类型、矿石量、金属量、平均品位）。 

10.3.3 在采矿坑道未实施的矿体深部、边部应与地质块段法、断面法等资源量估算图件无缝对接。 

10.4 块段划分与资源量类型提升 

10.4.1 块段边界一般应以坑道工程中线连线和断层等构造界线划分，原则上用坑道工程切割成的最小

矿块作为一个块段。 

10.4.2 块段内出现无矿区域时需要扣除。 

10.4.3 矿体被断层错断时，造成矿体的重叠或缺失，需如实标示。 

10.4.4 按开采块段计算的资源量地质可靠程度提高，应进行资源量类型提升。 

10.5 估算参数 

10.5.1 开采块段法资源量估算的参数及估算公式有：矿体长度、宽度（或高度），二者乘积为面积，

面积乘以平均厚度为体积，体积乘以体积质量为矿石量，矿石量乘以平均品位为金属量。 

10.5.2 实际应用分为三种情况： 

a) 探矿工程以穿脉为主，结合坑内钻，揭穿矿体，形成多个独立厚度品位数据； 

b) 探矿工程以沿脉、天井为主，揭穿矿体，在开采块段四周，取得密集的厚度品位质量点数据； 

c) 矿体厚大，开采块段处于矿体内部没有揭穿矿体厚度，只有若干品位数据；只能以开采块段体

积计算。 

10.5.3 上述三种情况平均厚度平均品位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长度、宽度（或高度）与厚度参数的运

用要注意相互协调，求取体积时，真面积用真厚度相乘，投影面积用视厚度相乘，不可差配。 

10.5.4 开采块段法资源量估算参数见资料性附录 E。 

11 等值线法 

11.1 基本原理 

等值线法是利用矿体（层）某一指标(如厚度)的等值线估算资源量的一种方法，把形状复杂的矿体

（层）变为一个体积相同、底面平坦而顶面高低起伏的几何体，然后用一定的公式分别计算各等值线之

间块段的体积和资源量。 

11.2 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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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以等值线反映矿体分布或结构特征的矿床。 

11.3 块段划分和资源量汇总 

11.3.1 把矿体分成一系列等厚的块段，分别计算每个块段的资源量。  

11.3.2 累加每一块段的资源量即为整个矿体的资源量。可以用整个几何形体体积，乘以平均体积质量，

即为总矿石资源量。(计算过程详见资料性附录 F) 

11.3.3 用矿物品位（含量）参数时，总矿石资源量与品位（含量）的乘积即为矿物的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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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地质块段法估算参数 

A.1 单工程矿体的厚度  

A.1.1 参数计算法:单工程矿体厚度（M）为单个样品厚度之和。 

a) 单样品真厚度（m）计算公式： 

   coscoscossinsin  lm  ............... （1） 

 

图A.1 单工程单样品厚度示意图 

式中和图 A1中： 

m--样品真厚度，单位为米（m）； 

l--样品长度，单位为米（m）； 

α--钻孔天顶角或样槽坡度角的余角，单位为度（°）； 

β--矿体倾角，单位为度（°）； 

γ--钻孔穿过矿体处钻进方位或样槽方位与矿体倾向夹角，单位为度（°）； 

当工程倾斜方向与矿体倾斜方向相反时用“＋”号，相同时用“－”号；β、α、γ均为正

的锐角。 

b) 单样水平厚度： 

 sin/mmh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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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样垂直厚度： 

 cos/mmv   .................................. （3） 

A.1.2 多样品厚度计算： 

a)  单样品累计：根据样品真厚度（m）与矿体倾角（β）计算出样品的水平厚度（mh）与垂直厚

度（mv），单工程矿段的水平厚度（Mh）为单样水平厚度之和，垂直厚度（Mv）为单样垂直厚

度之和。如图 A.2。 

 

图A.2 单工程多样品厚度示意图 

b)  平行面厚度计算法：根据前述厚度的计算原理，不论怎样的探矿工程，其穿过矿体的样品的角

度是不同的（如图 A.2），需要对每个样品进行厚度计算，其过程比较复杂。实际上，但对于

层状、似层状矿体（层）的两个端点按照矿体（层）产状形成两个平行面，无论工程穿过矿体

（或样品）方向如何，其矿层法线方向的厚度不变（或以平行面间距代替相互平行的顶底板之

间的厚度），即可通过入矿点和出矿点之间的距离以及矿层的产状，利用三维软件直接计算出

两个面之间的真厚度的方法。 

A.1.3 分矿种（类）的厚度计算地质勘查规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A.2 单工程平均品位(C) 

矿层单工程平均品位以该矿层各样品代表厚度或长度为权的加权平均值。 

 
n21

nn2211

lll

lclclc
C









 ........................... （4） 

式中： 

C--平均品位； 

C1、C2……Cn--各个样品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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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l2……ln--各个样品的厚度或长度。 

A.3 块段的平均品位(Cb) 

A.3.1 一般采用块段内单工程平均品位与厚度加权平均，即： 

 
n

nn

mmm

mcmcmc
C










21

2211
b  ......................... （5） 

式中： 

Cb--块段平均品位； 

C1、C2……Cn--单工程平均品位； 

m1、m2……mn--单工程的厚度。 

A.3.2 若块段内勘查工程上部由坑道工程组成，下部由钻孔组成，计算块段平均品位时，则块段内上、

下两部分应按工程影响权数对等的原则处理后再加权平均。 

A.3.3 若同一采样位置，坑道与钻孔的采样测试结果不一致时，品位按厚度或长度加权、厚度按算术

平均后合成一个工程，再参与块段平均品位的计算。 

A.4 块段的平均厚度(mb) 

A.4.1 块段的平均厚度一般可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 

 
n

mmm n


21
bm  ............................ （6） 

式中：  

mb--块段的平均厚度； 

m1、m2……mn--块段内单工程的厚度； 

n--工程个数。 

A.4.2 在有穿脉、沿脉与钻孔联合圈出的块段，应考虑工程影响的权重。首先将穿脉或沿脉坑道工程

分别加权平均，使块段内穿脉或沿脉工程与钻孔权重相近后，方可按算术平均法计算平均厚度。 

A.5 块段的面积和体积 

A.5.1 块段的投影面积(Sp)，可直接通过软件测量获得；用投影面积与矿体倾角（β）可以得到块段

的真面积（Sr）。 

当SpSp为垂直纵投影面积（Svp）时： 

 sin/vpr SS  .................................................................................... （7） 

当Sp为水平投影面积（Shp）时： 

 cos/hpr SS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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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 块段的体积（V）一般采用如下方式计算： 

a) 一般用块段真面积（Sr）乘以块段真厚度（mb）求得： 

 br mSV   ................................ （9） 

b) 也可用块段的投影面积(Sp)乘以垂直厚度（Mv）或水平厚度（Mh）求得: 

水平投影时块段体积： 

 hpV SMV   .................................. （10） 

垂直纵投影时块段体积： 

 vph SMV   .................................. （11） 

c) 可采用三维模型方法求出相应块段的体积（详见附录 G）。 

A.6 块段矿石量与金属量 

A.6.1 块段矿石量等于块段体积乘以块段体积质量。 

A.6.2 块段金属量等于块段矿石量乘以块段平均品位。 

A.6.3 有的矿种不要求估算金属量，有的要求估算矿物量、化合物量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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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断面法估算参数 

B.1 平均品位 

B.1.1 矿体断面平均品位（Cs）。 

一般用各工程矿体的平均品位与其穿矿长度加权求得，计算公式如下： 

 
 

 ni
m

mc
Cs

n

i i

n

i ii
，2，1

1

1 










 ........................................................ （12） 

式中： 

Cs--矿体断面平均品位； 

C--单工程平均品位； 

m--单工程矿体穿矿长度。 

B.1.2 分枝矿体平均品位 

当矿体分枝时，矿体断面平均品位一般用同一矿体中各分枝矿体的工程平均品位与各分枝矿体的断

面面积加权求得。计算公式为： 

 


 


S

SC
C s  .................................................................................. （13） 

式中： 

Cs--矿体断面平均品位； 

C--各分枝矿体的工程平均品位； 

S--各分枝矿体的断面面积。 

B.1.3 块段平均品位（Cb） 

用组成块段相邻断面的平均品位和断面面积加权求得。计算公式为： 

 


 


S

SC
C b  .................................................................................. （14） 

式中： 

Cb--块段平均品位； 

C--组成块段的断面平均品位； 

S--组成块段的断面面积。 

B.2 断面面积(S) 

通过相关软件可直接获得矿体或块段在断面上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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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块段长度(L) 

块段长度分两种情况。由平行断面控制的块段，长度为两断面间的距离；由不平行断面控制的块段，

长度为两断面间的平均距离。 

B.4 平行断面块段体积(V) 

由于相邻断面矿体形态的差异，分别选用不同的体积计算公式： 

B.4.1 当相邻两断面的矿体形状虽相似，其相对面积差大于4O％时，用截锥体公式（图B.1）： 

  2121
3

1
SSSSLV   ......................................................... （15） 

 

图B.1 截锥形和梯形示意图 

B.4.2 当相邻两断面的矿体形状相似，其相对面积差小于或等于40％，用梯形体公式（图B.1），也可

用截锥公式。 

  21
2

1
SSLV   ........................................................ （16） 

B.4.3 当矿体作锥形尖灭时，块段体积可用锥形公式计算（图B.2），也可用截锥公式： 

 1
3

1
SLV  ............................................................... （17） 

B.4.4 当矿体为楔形尖灭时，块段体积可用楔形公式计算（图B.2）： 

 1
2

1
SLV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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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 锥形和楔形示意图 

（15）、（16）、（17）和（18）式中： 

V--块段的矿体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L--两断面之间的距离，单位为米（m）；楔形公式、锥形公式中，L为外推距离。 

S1、S2--块段上矿体在相邻两剖面上对应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B.5 不平行断面块段体积 

不平行断面法体积计算（图B.3）：一般采用辅助中线法，用辅助中线将块段的水平投影平均分为

两部分，用每一部分投影面积（ '
2

'
1、SS ）除以邻近矿体断面的投影宽度（l1、l2）即得到分块段平均长

度，用分块段的平均长度乘以分块断的断面面积得到分块段的体积，二者之和即得块段体积。 

图B.3 不平行断面法示意图 

该块段体积公式为： 

 
2

'
2

1

'
11 2

l

SS

l

SS
V   ................................ （19） 

式中： 

V--块段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S1、S2--断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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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1、SS --两个辅助块段的水平投影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l1、l2--两个断面上矿体的投影宽度，单位为米（m）。 

B.6 当相邻断面块段形态对应不好时，应采用合并块段依次扣除法计算体积与平均品位。先计算同一

矿体包括所有块段的体积与平均品位，再依次扣除较小范围的块段，以提高相邻剖面间面积拟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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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多边形法估算参数 

C.1 多边形法 

多边形法示意图：（图C.1）多边定义、（图C.2）多边形品位及其厚度多棱柱。 

 

图C.1 多边形示意图                    图 C.2 多边形品位及其厚度多棱柱示意图 

C.2 多边形法估算参数 

C.2.1 棱柱的厚度为单工程的铅直厚度或水平投影厚度，即是块段厚度。 

C.2.2 单工程的平均品位即为块段品位。 

C.2.3 面积：多边形在投影面的面积即为棱柱体底面积；体积为底面积与棱柱体厚度的乘积。 

C.2.4 体积质量：单工程中获得的体积质量值即为该棱柱体的体积质量值，或采用矿体的平均体积质

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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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三角形法估算参数 

D.1 三角形法示意图（图D.1） 

 

图D.1 三角形法示意图 

D.2 三角形法估算参数 

D.2.1 块段平均厚度：任意三个工程组成一个三角形块段，其块段的平均厚度为三个单工程矿体（层）

的厚度算术平均值。 

计算公式： 

 
3

321 mmm
mb


  ................................ （20） 

式中： 

mb--块段的平均厚度； 

m1、m2、m3--块段内单工程的厚度。 

D.2.2 块段平均品位：一般采用块段内单工程平均品位与厚度加权平均，即： 

 
321

332211

mmm

mcmcmc
C b




  ............................. （21） 

式中： 

Cb--块段平均品位； 

C1、C2、C3--单工程平均品位； 

m1、m2、m3--单工程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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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3 块段面积和体积：每个三角形在投影面的面积即为块段面积；体积为块段投影面积与块段平均

厚度的乘积。 

D.2.4 体积质量：一般采用矿体的平均体积质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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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开采块段法估算参数 

E.1 开采块段法示意图（图E.1） 

 

图E.1  (a)、(b)-垂直纵投影示意图；（c）、（d）-立体示意图 

1-矿体矿块投影；2-矿体断面及取样位置；3-块段线 

E.2 开采块段法估算参数 

E.2.1 块段平均厚度与平均品位 

a) 当开采块段四周由沿脉和天井控制，四周采样点密集均匀，认知的矿截密度相当时（如图 E1

所示），块段平均厚度由各矿截厚度用算术平均法求得；块段平均品位由各矿截品位以长度加

权求得，即：  

 

n

nn

mmm

mcmcmc
C










21

2211
b  ........................................... （22） 

式中： 

Cb--块段平均品位； 

C1、C2……Cn--各矿截品位； 

m1、m2……mn--各矿截长度。 

b) 当开采块段四周有的由沿脉和天井控制、采样点密集，有的由钻孔或穿脉控制、采样点稀疏，

因此各边认知的矿截密度不同时，先计算各边的平均厚度和平均品位，然后由各边的平均厚度、

平均品位以各边的长度加权平均求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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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n

ddd

mdmdmd
m










21

2211
b  ........................................... （23） 

式中：
 
 

mb--块段的平均厚度； 

d1、d2……dn--块段内各边的长度； 

m1、m2……mn--块段内各边的平均厚度。 

c) 对于三维延展或一维延展的厚大矿体、分层编制资源量估算图件的，块段的厚度就是分层厚度，

块段的平均品位由块段中各样品品位以长度加权平均求得。当样品分布密度不一致又与品位变

化存在相关关系时，先在块段内分区各自计算平均品位，再以各分区平均品位以分区面积加权

求得块段平均品位。 

E.2.2 块段的面积和体积 

a) 块段的面积（Sr），可直接通过软件获取块段的投影面积（Sp），用投影面积与矿体倾角（β）

可以得到块段的真面积（Sr）。 

当Sp为水平投影面积Svp时： 

 sin/vpr SS   ................................ （24） 

当Sp为水平投影面积Shp时： 

 cos/hpr SS   ................................ （25） 

b) 块段的体积（V）一般采用如下方式计算： 

一般用块段真面积（Sr）乘以块段真厚度（mb）求得： 

 br mSV   ................................... （26） 

也可用块段的投影面积（Sp）乘以垂直厚度（Mv）或水平厚度（Mh）求得: 

水平投影时块段体积： 

 hpv SMV   ................................... （27） 

垂直纵投影时块段体积： 

 vph SMV   ................................... （28） 

E.2.3 块段体积质量 

一般采用该块段内的体积质量样品值，或采用该块段内的大体积质量样品值，也可采用矿体或矿石

类型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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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等值线法估算参数 

该法的实质是把一个厚度大、顶底面不规则的层状矿体，当作一个底面平整、顶面复杂的几何形体，

犹如一个山体的地形图（图F.1），再根据不同的块段划分方法估算整个矿体的资源量的方法。 

 

图F.1 等值线示意图（a）矿层等厚线图（部分）；（b）矿层沿勘查线的剖面图；（c）将矿层想

象为一个底面平整、顶面复杂的几何形体。 

F.1 整个矿体的体积 

计算公式为： 

 01-n21
0

3

1
)

22
( hSh

S
SSS

S
V n

n    .................. （29） 

式中： 

S0--零点边界线(或最低可采边界线)所包围的面积； 

S1、S2……Sn--分别为等厚线1，2，…，n所控制的面积，其中Sn为矿体所能形成的最后一个锥

体的底面积； 

h--等厚线的间距； 

h0--矿体所形成的最后一个锥体的高度，凸出为正，凹下为负。 

F.2 底板与第一个等值线之间的体积 

计算公式为： 

 
2

0

h
SV   .................................... （3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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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零点边界线(或最低可采边界线)所包围的面积； 

h--等厚线的间距。 

F.3 等值线之间的体积 

计算公式为： 

 hSV  1  .................................... （31） 

式中： 

S1--等厚线1所控制的面积； 

h--等厚线的间距。 

F.4 顶部的体积 

计算公式为： 

 
3
0hSV n   ................................... （32） 

式中： 

Sn--矿体所能形成的最后一个锥体的底面积； 

h0--矿体所形成的最后一个锥体的高度，凸出为正，凹下为负。 

F.5 亦可用软件采用三维模型方法计算体积（参看附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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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三维模型法计算体积 

G.1 基本原理 

在几何法进行资源量估算时，一般是采用规则板状体对矿体进行分割，然后按照板状体的厚度和面

积计算板状体的体积。该方法是将复杂和异形的矿体简化成易于计算的板状体，但与实际的矿体体积存

在较大的误差。在当前三维模型软件普及应用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矿体剖面或平面轮廓线建立矿体三维

线框模型。在矿体三维实体模型基础上可以计算整个矿体的体积，或断面间的体积（断面法）；可以应

用方格法，计算出矿体的体积（称之为网格体积）。还可以通过矿体模型之间的交集、并集和差集进行

的布尔运算，求出部分矿体的模型，从而求出该部分模型的体积（即块段的体积）。对于不同类型的三

维模型，通过三维软件中相关功能，可以快速获得相关矿体(块段)的体积。 

G.2 三维模型的建立 

三维模型是一个三维的数据三角网，是用来描述三维空间的物体。是由一系列在线上的点连成内外

不透气的三角网，三角网由一系列相邻的三角面构成，由这些三角面包裹成内外不透气的实体。运用等

角度法、最小面积法或距离等分法等算法，将剖面间矿体界线自动连接成三角网，合并后形成矿体模型。

这些三角网在平面视图上肯定有交叠，但在三维空间中，任何两个三角面之间不能有交叉，重叠，任何

一个三角面的边应有相邻的三角面，任何三角面的三个顶点应依附在有效的点上。 

G.3 三维模型的体积计算原理 

当前，关于三角网模型体积的求取有多种相关的研究。通常采用的是在三角网模型内找一个点与所

有的三角形进行连线构成四面体，所有四面体有向面积的代数和即为三角网模型的体积。在计算机软件

中，将通过程序自动完成三维网面裁剪、清理不合法三角面、构建单元三角面、碰撞构建四面体（根据

Z值构建），计算单元四面体体积和累加。 

G.4 断面间三维体积 

按照三维模型建立方式，可选择任意相邻剖面之间建立三维模型，按照三角网包络体的范围，由软

件直接报告出剖面间体积（亦可以不平行的断面间体积）(如图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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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1 矿体剖面之间三角网模型示意图 

G.5 矿体的体积 

G.5.1 在三维软件中，运用等角度法、最小面积法或距离等分法等算法，将剖面间矿体界线(如图G.2)

自动连接成三角网，合并后形成矿体模型。 

 

图G.2 矿体剖面界线示意图 

G.5.2 一般矿业软件中，对于封闭的，没有交叉和无效的三角网模型，可以直接计算出矿体的体积（如

图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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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3 剖面线之间连接三维矿体模型示意图 

G.6 块段的体积 

通过三维矿体模型可直接计算出矿体的体积，也可以采用矿体与块段多边形所形成的柱体相交（矿

体模型间的布尔运算），得到矿体内任意块段的模型，同时得到相应的体积（如图G.4）。 

 

图G.4 三维模型中的块段示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