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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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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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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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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黄金设计院有限

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量评审中心、甘肃省矿产资源量评审中心、湖南省矿产资源量评审中

心、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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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结合多年来固体矿产勘查、开发实践及相关研究成果，依据GB/T 17766《固体矿产资源储量

分类》、GB/T 13908《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25283《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和GB/T 

33444《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等相关技术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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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矿产矿床工业指标论证的目的任务、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基本条件、基本程序、

矿床工业指标构成、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方法、技术经济参数确定要求、有关指标制订要求、成果报告编

制等。 

本标准适用于固体矿产勘查、开发中矿床工业指标的论证制订工作，可作为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成

果报告编制的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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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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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612 冶金矿山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 

GB 50830 冶金矿山采矿设计规范 

GB 50771 有色金属采矿设计规范 

GB 50782 有色金属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 

GB 50598 水泥原料矿山工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矿床工业指标  industrial index of deposit 

在一定时期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对矿床矿石质量和开采技术条件方面所提出的指标，是圈定矿

体、估算资源量的依据。通常包括一般工业指标和论证制订的矿床工业指标。论证制订的矿床工业

指标一般用于矿产勘查的详查、勘探阶段。 

3.2  

一般工业指标  general mining index 

按有关规定发布的一般性参考指标，是一定时期、一般技术经济条件下用于圈定矿体、估算资

源量的依据。通常用于矿产勘查的普查阶段。 

3.3  

边界品位  marginal grade 

圈定矿体时对单个样品主要有用组分含量的最低要求，是矿石与围岩的分界品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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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业品位  minimum mining grade 

圈定工业上可利用的矿体时,参照盈亏平衡原则论证确定的,对单个勘查工程连续样品段（部分

矿种也可按块段）中主要有用组分平均含量的最低要求。 

3.5  

边际品位  cut-off grade 

圈定矿体时对最小矿块（通常定义为最小开采单元）主要有用组分平均含量的最低要求，是矿

石与围岩的分界品位。 

3.6  

矿床平均品位  average grade of deposit 

全矿床主要有用组分的平均含量，是整体衡量矿床贫富程度、工业开采价值的指标。 

3.7  

最低综合工业品位 minimum comprehensive mining grade 

圈定矿体时对同一矿床（体）中存在两种及以上有用组分时，将各有用组分折算为以主组分表

示的当量品位（也可分别以各主要有用组分的最低工业品位表示）的最低要求。 

3.8  

最小可采厚度  minimum mining thickness 

根据当前采矿技术和矿床地质条件确定的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单个矿体（矿层、矿脉等）的厚

度（真厚度）要求。 

3.9  

夹石剔除厚度  the rock eliminating thickness of ore 

在当前开采技术条件下，矿体圈定时单工程中的夹石（或非工业矿石）应单独剔除的厚度（真

厚度）要求。 

3.10  

无矿地段剔除长度  eliminating length of non-ore area 

沿脉坑道中矿化不连续的、应予以剔除的低于边界品位的非矿部分的最小长度要求。 

3.11  

最低工业米·百分值  minimum average meter percentage 

最小可采厚度与最低工业品位的乘积。对某些矿床，当单工程单矿体真厚度小于最小可采厚度

而品位较高时，可用最低工业米·百分值圈定矿体。 

3.12  

含矿系数（含矿率）  ore bearing coefficient 

矿床或矿体、矿段、块段及单工程中的工业可采部分与整个矿床或矿体、矿段、块段及单工程

之比，分为线含矿系数（长度比）、面含矿系数（面积比）、体含矿系数（体积比）、重量含矿率

（重量比）。 

3.13  

平均剥采比  average stripping ratio 

系露天境界以内的剥离物总量（包括露天境界内矿体上覆岩土+矿体间夹层+矿体上、下盘需剥

离的岩石量等）与露天境界内矿石量之比。 

3.14  

伴生组分综合评价指标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associated component 

与主要有用组分相伴生，通过开采主要矿产，在矿石加工选冶过程中可单独出产品，或在主矿

产的精矿或其他产品中富集且达到计价标准，或在后续工艺中可能综合回收利用的组分的含量要求。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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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组分允许含量  allowable content of harmful component 

某些矿种中对矿石加工选冶过程有不利作用且影响矿产品质量，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

体健康的有害组分的最大允许含量要求。 

4 总则 

4.1 目的任务 

遵循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通过技术经济分析，论证提出的、用于圈定具有预期可经济开采的

矿体并估算资源量的具体指标。 

4.2 基本原则 

4.2.1 遵循国家有关法规，符合相关产业政策。 

4.2.2 遵循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矿山建设设计规范和相关技术标准。 

4.2.3 应有利于资源的保护与高效、合理利用。 

4.2.4 应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开发、综合利用矿产资源。 

4.2.5 应全面考虑技术可行性、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体现最佳综合效益。 

4.2.6 应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时合理论证制订、优化矿床工业指标。 

4.3 基本要求 

4.3.1 由具有相应能力或资质的单位依据已有勘查成果进行论证。 

4.3.2 综合分析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的采矿、矿石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

社区和政策等因素进行论证。 

4.3.3 矿床地质研究、矿石质量研究、技术性能研究、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研究、综合勘查与综合评

价一般应达到详查及以上勘查阶段的研究程度。 

4.3.4 确定边界品位与最低工业品位时，应考虑二者的合理匹配，尽量保持矿体的自然形态和矿体

连续性、矿体圈定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以使矿床开发获得最佳综合效益。 

4.3.5 论证矿床工业指标时，相关技术经济指标和参数的选取应与销售产品所对应的生产阶段（采

矿、选矿、冶炼）一致。 

4.3.6 在同一矿床中设有多个矿业权的，论证其中任一矿业权范围的工业指标时，技术经济参数的

选取应考虑一致性和协调性。 

4.3.7 对于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工业指标论证时应遵循相关管理要求。 

4.3.8 体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拟定的采选（冶）方案、工艺流程、选取的各项技术经济指

标符合有关规定，不低于同类矿山平均水平。 

4.3.9 矿产中有用组分的品级对其经济价值有显著影响时，应分别提出相应品级的指标要求。 

4.3.10 在论证制订主矿产工业指标时，对异体共生矿产，应根据共生关系、采矿与选矿工艺及其

经济性差异确定是否需要分别论证制订工业指标；同体共生的，应论证制订综合工业指标，也可分

别论证制订各主要有用组分的最低工业品位指标。 

4.3.11 需分采、分选的不同类型矿石，应进行具体分析，必要时分别论证制订矿床工业指标。 

4.3.12 充分考虑伴生组分综合回收利用的可能性，根据矿床地质特征、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成

果或矿山生产实际确定综合评价指标，具备论证制订综合工业指标条件的，可参与综合工业指标制

订，具体要求参见 GB/T 25283。 

4.3.13 对矿石加工选冶过程有不利作用且影响矿产品质量，或可能造成水资源、土壤、大气污染，

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组分，应提出最大允许含量指标。 

4.3.14 采用地质方案法和经济分析法论证矿床工业指标，一般应结合矿山建设项目（预）可行性

研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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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倡导采用矿产资源量估算软件进行矿体圈定、资源量估算及工业指标论证，所用软件需经

有关部门公告（认定）。 

4.4 基本条件 

4.4.1 已基本查明或详细查明矿床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及工艺矿物学特征。 

4.4.2 已基本查明或详细查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4.4.3 主矿产及共生伴生（以下简称共伴生）矿产已取得能代表矿床矿石特征的加工选冶试验成果，

其试验研究程度满足相关要求。 

4.4.4 矿山建设外部条件基本具备，或完善矿山建设外部条件的途径可以预期，投资可以匡算。 

4.4.5 已具备或基本具备选定相关技术经济参数的条件。 

4.4.6 对于生产矿山，应具备实际生产技术经济指标和相关资料。 

4.5 基本程序 

4.5.1 矿产勘查阶段或矿山生产阶段需论证制订矿床工业指标时，矿业权人应委托具有相应能力或

资质的单位进行论证。 

4.5.2 论证制订的工业指标经矿业权人书面同意，依据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作为圈定矿体、

资源量估算及编制资源量报告的依据。参见 GB/T 33444。 

5 矿床工业指标构成  

5.1 矿床工业指标内容 

5.1.1 矿床工业指标内容包括矿石质量（化学的和物理的）指标及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等方面的要求。 

5.1.2 矿石质量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边界品位、最低工业品位、边际品位、最低工业米·百分值、

含矿系数、最低综合工业品位、矿床平均品位、伴生组分含量（必要时包括有害组分允许含量）、

物理和化学特性要求等。根据需要，部分矿种可增加工业品级指标。对于冶金辅助原料和某些非金

属矿床，起主导作用的是矿石物理性能，其矿床工业指标可不包括品位指标。部分矿种根据具体用

途有一些特定要求，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5.1.3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最小可采厚度、夹石剔除厚度、无矿地段剔除长度、

平均剥采比、边坡角等。 

5.2 矿床工业指标内容选择 

具体论证的工业指标应根据矿床工业指标体系、矿床地质特征、矿种与矿产品用途、开采技术条件、

采矿工艺及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等选择确定。 

5.3 矿床工业指标体系 

5.3.1 矿床工业指标体系包括工程指标体系和矿块指标体系。 

5.3.2 工程指标体系：包括但不限于边界品位、最低工业品位、最小可采厚度、夹石剔除厚度等指

标。通常在几何法（如断面法、地质块段法等）估算资源量时采用。应用时针对单个勘查工程（部

分矿种为块段）采用边界品位结合最小可采厚度及夹石剔除厚度等要求界定矿石与围岩，采用最低

工业品位圈出工业上可利用的矿石，再利用各勘查工程的圈矿结果通过内圈或外推确定矿体及工业

矿体的范围，估算资源量。 

5.3.3 矿块指标体系：通常以边际品位为主，兼顾其他因素，在地质统计学法、距离幂次反比法等

估算资源量时采用。一般根据地质矿化规律采用某一个品位界线（一般介于地质上的矿化品位与工

程指标体系中的边界品位之间）圈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矿化域，在矿化域内按照一定的大小划分估

计品位的单元块，继而对单元块进行品位估值，再采用边际品位界定单元块是矿石还是废石，然后

统计资源量，在单元块中用边际品位来圈定矿块，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边际品位及最小开采单元大

小。单元块（估值单元块）是品位估值对象的矿块，其大小应考虑矿床开采方式、采矿工艺及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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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矿体复杂程度、矿体规模，一般应大于矿床开采基本（最小）单元；最小开采单元是实际可

采的最小范围，即一次采矿（打孔放炮）的最小体积。 

6 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方法  

6.1 品位指标测算 

6.1.1 一般采用类比法、统计法、盈亏平衡法等。 

6.1.2 类比法。采用同一矿床的不同矿段，或相邻矿区或相似矿床工业应用成熟的工业指标。要求

矿体特征、矿物成分、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等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且

采用相同的工业指标圈定矿体符合本矿床地质特征。 

6.1.3 统计法。根据样品基本分析结果，将主要有用组分的含量划分为若干品位区间，并统计各区

间的样品频数和频率，做出频数或频率分布曲线图，找出低品位区间曲线由高降低、或由低升高的

突然转折点，再结合考虑矿体规模和连续性等因素，将此突变点对应的品位值设定为边界品位。统

计法确定边界品位多用于矿体与围岩边界不清、品位呈渐变关系的矿床。 

6.1.4 盈亏平衡法。按照盈亏平衡原则，根据产品价格，采矿、选矿（冶炼）技术指标及生产成本

等，计算矿山生产的盈亏平衡品位、最低综合工业品位、伴生组分综合评价指标，作为设置不同指

标方案的参考指标。该方法是为满足经济上某种最低要求而进行的分析及试算。具体计算公式参见

附录 A。 

6.2 论证方法及选择 

6.2.1 通常采用地质方案法、经济分析法、类比论证法。 

6.2.2 作为矿山建设设计依据的资源量规模为大中型的矿床，一般应采用地质方案法。 

6.2.3 矿岩界限清晰的矿床，可采用经济分析法。 

6.2.4 以下情形可采用类比论证法：资源量规模为小型的矿床；不作为矿山建设设计依据的有用组

分含量分布均匀的资源量规模为大中型的沉积型矿床；具备类比论证条件的生产矿山外围及深部；

砂石土等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直接出让采矿权的“第三类矿产”，包括石灰岩(建筑石料用)、砂岩(砖

瓦用)、天然石英砂(建筑、砖瓦用)、粘土(砖瓦用)、页岩(砖瓦用)等。 

6.2.5 尚无一般工业指标的矿种，在普查阶段，可参照本矿种勘查开发实际采用的工业指标类比论

证确定工业指标；尚不具备类比条件的，普查阶段应在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论证。 

6.2.6 新发现的及有新用途的矿种，普查阶段应在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对工业指标进

行必要的论证。 

6.3 地质方案法 

6.3.1 由勘查单位、矿业权人和具有相应能力或资质的单位共同研究，根据矿床地质特征初步确定

试圈指标。勘查单位进行矿体圈定和资源量试算，提出工业指标建议书。论证单位综合考虑产业政

策、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要求，矿床（体）完整性，资源开发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等，从矿山建

设需要出发，评价勘查工作满足程度，对不同方案进行综合比较，择优推荐最佳工业指标方案。 

6.3.2 根据矿床特点、矿石品位、矿石主组分及共伴生组分分布均匀程度、开采工艺和矿石加工选

冶性能，采用不同的品位指标方案（必要时也可将最低可采厚度、夹石剔除厚度等作为指标方案的

设置及论证内容），进行多方案综合对比，从矿体完整性、连续性、资源量规模、矿山生产能力、

矿山开采难易程度、采矿回采率与贫化率、选冶回收率、总投资、总成本费用、利税、经济效益及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论证，择优确定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时需要比较完整并具

较高可信度的基础资料，适用于勘探阶段或所需基础资料比较完整的详查阶段。 

6.3.3 根据不同的指标体系，采用相应方法设置不同的指标方案，圈定矿体，并试算资源量。 

6.3.3.1 工程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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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1.1 设置指标方案。参考测算的盈亏平衡品位、或参考条件类似生产矿山矿床工业指标、或

一般工业指标，在合理范围内通常设置不少于 4套指标作为对比方案。对具备制订最低综合工业品

位条件的共伴生组分，可根据不同矿产品的价格、成本及回收率，提出矿石中各有用组分折算为以

主组分表示的当量品位，也可分别提出各有用组分的最低工业品位指标。有用组分间的当量换算关

系参见附录 A。 

6.3.3.1.2 试圈试算。按不同指标方案试圈矿体，并适当调整，尽可能使矿体完整、连续、便于开

采，以最大程度地合理利用资源。根据调整后的圈矿方案试算各套方案所圈定矿体的资源量，绘制

相应的品位/吨位曲线。试算范围应是整个矿床的资源量，条件不具备时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勘查程

度较高的主矿体和资源量集中地段试算，试算地段的资源量占矿床资源量的比例不宜低于 60%。主

矿产和共生矿产资源量的圈定应按 GB/T 17766、GB/T 13908 及相应矿种（类）有关地质勘查规范的

原则和要求进行。 

6.3.3.2 矿块指标体系 

6.3.3.2.1 先确定矿化域，再建立矿化域中的变异函数模型，然后按照适当的规格划分单元块，采

用地质统计学、距离幂次反比等方法对单元块进行赋值，估算出资源量，得到品位/吨位曲线。 

6.3.3.2.2 参考测算的盈亏平衡品位设置边际品位指标，在合理范围内通常选择不少于 4套指标作

为对比方案圈定矿体。盈亏平衡品位是针对全矿床一定生产时期采用原矿单位成本费用测算的品位，

而针对小矿块的边际品位通常低于盈亏平衡品位，具体应由论证单位结合实际情况论证确定。 

6.3.3.2.3 对含多种有用组分的矿床，对具备制订最低综合边际品位条件的共伴生组分，可根据不

同矿产品的价格、成本及回收率，提出矿石中各有用组分折算为以主组分表示的当量品位，当量品

位大于主要组分的边际品位时，该单元块即为矿石。特殊情况下也可分别提出各有用组分的边际品

位指标，单元块中任何一种有用组分达到其边际品位即确认该单元块为矿石。有用组分间的当量换

算关系参见附录 A。  

6.3.4 拟定技术方案及指标。根据各工业指标方案圈定的矿体特征、开采技术条件及试算的资源量，

分别分区段拟定与之相应的开采技术方案及指标（包括开采方式、开拓方案、采矿方法、采矿损失

率、矿石贫化率、采掘比、剥采比、生产规模、工作制度、服务年限等）、加工选冶工艺方案（包

括加工选冶方法及工艺流程、产品方案、选矿（冶）回收率、精矿品位、尾矿品位等）。对技术上

不可行或不合理的方案，应调整矿体圈定指标。有关技术原则参见 GB 50612、GB 50830、GB 50771、

GB 50782、GB 50598。 

6.3.5 确定经济评价参数。根据各指标方案拟定的技术指标，模拟未来矿山生产，结合矿区建设条

件、产品市场等情况，确定产品价格，估算与拟定的采选方案及生产规模相匹配的投资、成本、税

费等经济评价参数。 

6.3.6 技术经济评价。综合考虑开采技术方案和选冶技术方案的各项指标，通过总投资、总成本费

用、税费、销售收入的计算，确定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净现值、投资回收期等财务指标，对比评

价各方案在财务上的可行性。必要时进行国民经济评价。  

6.3.7 确定所推荐的最佳矿床工业指标。通过多方案技术经济指标的综合对比，择优选取矿体相对

完整，全面考虑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体现最佳综合效益的指标方案。 

6.3.8 应采用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分析评价各影响因素对工业指标的影响程度。 

6.3.9 应根据论证矿床工业指标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推荐相应的指标。 

6.4 经济分析法 

6.4.1 勘查单位应向具有相应能力或资质的单位提供相关地质资料，由其根据矿床地质特征、开采

技术条件，结合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选取合理的经济评价参数，测算与预期收益水平相对应的

品位指标，并对工业指标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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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根据矿床地质特征、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成果，结合合理利用资源、投资

回报、环境保护等要求，通过模拟未来矿山建设和生产的全过程，合理选取适当的技术经济指标，

按照盈亏平衡原则，考虑投资贷款偿还能力及使企业能够获得既定投资收益等要求，测算出与预期

收益水平相对应的最低矿床平均品位（测算公式参见附录 A）。 

6.4.3 将所圈矿体的矿床平均品位与测算的最低矿床平均品位进行对比，衡量所圈出的矿体（床）

能否达到预期收益水平，将达到或高于预期收益水平的矿体圈定指标作为论证推荐的内容。 

6.4.4 经济分析法测算的最低矿床平均品位通常不作为论证的指标内容，而是将达到预期收益水平

的矿体对应的圈矿指标作为论证的指标内容。 

6.5 类比论证法 

6.5.1 可由资源量报告编制单位论证。详查及以上阶段应由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

采矿、选矿及经济等专业人员，根据矿床地质特征及类比矿山（床）的勘查开采实践论证。 

6.5.2 应结合相同矿种、地质条件、矿石质量、工艺矿物学特征基本相似，以及开采技术条件、内

外部建设条件大致相同的生产矿山开采实践，根据论证矿床实际和相关的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成

果，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类比论证，制订矿床工业指标。类比的周边或类似矿山应技

术成熟、开采经济、环境友好、社会认可。 

6.5.3 类比内容应包括矿床地质特征、矿石质量特征、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矿山建设内外部条件、技术经济条件、矿产品市场形势等方面，并在类比论证报告中详细说明各项

指标的确定原则，说明所制订指标与类比指标的异同等。 

6.5.4 类比论证法确定最低工业品位及边界品位应同时进行。 

7 技术经济参数确定要求  

7.1 生产能力 

7.1.1 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7.1.2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预测矿山服务年限内市场对相关矿产品的需求程度，矿产品应有销

路。 

7.1.3 根据矿床地质条件、开采技术条件及矿区建设条件，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达到。 

7.1.4 原则上应与资源量规模相匹配。但对开采技术条件复杂、资源禀赋条件差、矿产品市场需求

小的矿床，可适当降低生产能力。 

7.1.5 对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应执行开采总量控制的相关管理规定。 

7.2 产品方案 

7.2.1 应明确矿产品类别和品种、产品质量、销售方式。 

7.2.2 矿产品类别应包括所有可回收或可计价组分的原矿、精矿、金属（化合物）或加工产品等，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达不到要求的，应明确说明计价原则。 

7.3 采选（冶）技术指标 

7.3.1 包括采矿损失率、矿石贫化率，主矿产及共伴生矿产的选矿产品品位、选矿回收率、冶炼产

品品质、冶炼回收率等。 

7.3.2 采矿技术指标应依据有关试验研究成果和相关规范确定；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指标应依据相应

程度及规模的试验研究成果或矿山实际生产指标确定。采选（冶）技术指标应与开采方式、开拓方

案采矿方法、矿石类型、加工选冶工艺流程、产品方案等相匹配、相适应。一般情况下，选矿（冶）

回收率与入选品位相关，确定选矿（冶）回收率时应考虑不同工业指标方案对其的影响。 

7.4 产品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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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作为建设设计依据的工业指标论证，应依据历史价格信息资料，结合矿山服务年限及当前的

价格水平，遵循稳妥、谨慎的原则，预测未来的产品价格变动趋势、产品销售价格。对价格波动不

大的产品，可采用近 3～5 年的市场平均价格；对价格波动较大的产品，可采用近 5～8 年的市场平

均价格。产品销售价格是否含税的计算口径应一致。 

7.4.2 生产矿山优化工业指标时，应依据当时的市场价格，预测未来的价格趋势，同时进行敏感性

分析。 

7.5 销售收入 

7.5.1 矿产品类别、产品质量、品级、规格应与计价标准相一致。 

7.5.2 有共伴生矿产的，应分别计算所有可回收或可计价组分的产品销售收入。 

7.6 矿山建设总投资 

应包含矿山开发建设及开始投入生产运营所需要的建设投资（含环境保护及安全生产投资）、建设

期利息和流动资金等。矿床开发必需的外部建设投资应按规定纳入计算。 

7.7 成本费用 

7.7.1 应包括矿山形成销售产品的全部成本和费用，含采矿、矿石加工选冶过程中发生的总成本费

用，包括外购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及其他费用、折旧费、矿山维简费、

摊销费、财务费用、销售费用等。安全费用、环境治理费、植被保护费、土地复垦费用、前期勘查

投入及矿业权出让收益等费用的摊销应按规定计入相关科目，从价计征的费用应按从量进行折算。 

7.7.2 根据矿山具体情况合理确定成本费用参数，成本费用计算口径应统一，与矿产品类别、价格、

销售地相对应，即矿产品类别、价格、成本费用应处于同一生产环节（原矿或加工选冶产品）、同

一区位（采用异地销售价格的，成本计算中应考虑运输成本）。 

7.7.3 成本费用与矿山生产规模相关，确定成本费用时亦应考虑不同工业指标方案对其的影响。 

7.7.4 生产矿山优化工业指标时，应结合还本付息的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并合理确定相关的成本费

用。 

8 有关指标制订要求 

8.1 边界品位 

通常采用类比法、统计法等测算，结合尾矿品位及技术经济条件拟定的品位作为参考指标设置

不同的边界品位指标方案，再用地质方案法或类比论证法论证确定。一般情况下，设置的边界品位

指标应高于与之相应的矿石加工选冶试验或当前一般技术条件下的尾矿品位。 

8.2 最低工业品位 

8.2.1 通常采用测算的盈亏平衡品位作为参考指标设置不同的最低工业品位指标方案，再用地质方

案法或类比论证法论证确定。该品位用作对单个勘查工程连续样品段（部分矿种也可按块段）中主

要有用组分平均含量的最低要求，以使所圈出的工业矿体的平均品位在开发利用时能够达到预期收

益水平。 

8.2.2 盈亏平衡品位测算通常是按盈亏平衡原则针对全矿床一定生产时期进行的，而最低工业品位

是对单个勘查工程（或块段）连续样品段的最低要求。 

8.3 边际品位 

根据技术经济条件和盈亏平衡原则确定，以保证所圈出的矿体在工业上可以利用。在矿块指标

体系中，通常采用测算的盈亏平衡品位作为参考指标设置不同的边际品位指标方案，再结合地质方

案法论证确定。 

8.4 矿床平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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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一般根据预期的投资收益率，采用经济分析法或类比论证法测算矿床应达到的平均品位。当

用所圈定矿体的矿床平均品位进行财务评价时，若财务内部收益率与预期的收益水平相差较大，则

应对圈定矿体的工业指标进行适当调整。 

8.4.2 该指标不直接用于圈定矿体，但在论证过程中可用该指标评价所圈定的矿床是否具有开采价

值，开发后能否达到预期的收益水平。它是整体衡量矿床贫富程度、工业开采价值、确定矿床能否

开发利用的指标，也对圈定矿体的边界品位和最低工业品位有制约作用。 

8.5 最低综合工业品位 

8.5.1 通常采用测算的盈亏平衡综合品位作为参考指标设置不同的最低综合工业品位指标方案，再

用地质方案法或类比论证法确定。盈亏平衡综合品位测算公式参见附录 A。 

8.5.2 测算盈亏平衡综合品位时，应综合考虑各有用组分的价格、生产成本及回收情况。 

8.5.3 多组分综合回收后可降低对各有用组分的品位要求的，也可分别论证各有用组分的最低工业

品位。 

8.5.4 对可综合回收的伴生有用组分，也可以其折算至原矿的产值抵消部分原矿生产成本，起到降

低对主组分品位要求的作用。 

8.6 最小可采厚度 

8.6.1 主要取决于采矿工艺要求，根据开采方式、采矿方法、采掘设备及矿体特征等确定。 

8.6.2 通常由经验法或类比法确定。对某些矿体产状和厚度变化大的矿床，当最小可采厚度指标对

矿体圈定影响较大时，也可将其纳入对比的指标方案进行论证确定。 

8.7 最低工业米﹒百分值 

对矿体单工程厚度小于最小可采厚度，但矿石品位较高，特别是工业利用价值较高的薄脉型矿

体，可采用米﹒百分值圈定矿体。该指标通常根据最小可采厚度与最低工业品位的乘积确定。 

8.8 夹石剔除厚度 

8.8.1 通常由经验法或地质方案法确定。该指标主要取决于开采方式、采矿方法、采掘设备水平和

矿床矿化特征等因素。确定的原则是使废石在开采过程中能予以剔除或留作“矿柱”，以避免和减

少采矿贫化，同时还应尽量考虑矿体的完整性，避免矿体圈定和连接的复杂化。 

8.8.2 当夹石剔除厚度指标对矿体圈定影响较大时，也可将其纳入对比的指标方案进行论证确定。 

8.9 无矿地段剔除长度 

8.9.1 主要是对脉状矿体（层）或品位变化大的复杂类型矿体（层）所作的特殊规定。 

8.9.2 一般根据沿脉探矿巷道揭露矿脉及沿走向矿化连续情况，按照开采时能对无矿地段单独剔除

或留作“矿柱”的要求确定。原则上应尽量减少开采贫化，并尽可能保持矿体的连续完整性。 

8.10 伴生组分综合评价指标 

8.10.1 对在主要有用组分矿石加工选冶过程中，能单独出产品的伴生组分，可采用盈亏平衡原则

单独测算评价指标。一般用于主组分的资源量估算块段上。 

8.10.2 若可以同时回收两种及以上伴生组分，则应分别测算评价指标。 

8.10.3 对在精矿中富集并能在冶炼工艺中回收、或在精矿中可计价的伴生组分，应单独测算评价

指标。 

8.11 有害组分允许含量 

8.11.1 一般在工业指标制订时不单独进行论证，而是根据矿石加工选冶工艺的要求确定。对可能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组分，应按照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确定该指标。 

8.11.2 对可能影响矿产品质量的有害组分，若矿石经过加工选冶能够分离出该组分,或产品中虽含

有一定量有害组分但仍符合相关产品的质量标准要求的，可不设定该指标。 

9 成果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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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地质方案法 

勘查单位应编制包括试算结果、相应图纸的工业指标建议书，内容见附录B；矿床工业指标论证

单位应通过综合比较，择优推荐工业指标，编制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报告，内容见附录C。（预）可行

性研究报告包括矿床工业指标论证内容的，应有相关章节。 

9.2 经济分析法 

矿床工业指标论证单位应分析工业指标的合理性，并编制经济分析法论证报告，内容见附录D。 

9.3 类比论证法 

论证制订矿床工业指标的，论证单位应根据类比论证情况，详细说明类比情况及各项指标的确

定原则，并编制类比论证报告，内容见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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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品位指标测算公式 

A.1 边界品位合理性测算 

确定合理边界品位的工作综合性强，应进行合理性分析。对于拟新建矿山，可采用经营成本测

算的盈亏平衡品位大致衡量边界品位的合理性。边界品位通常低于采用经营成本测算的品位，但差

距不宜过大。 

a）当最终产品为精矿时 

  
精精

经精
经 D)1(

C
=







．．．．．．．．．．．（1） 

b）当最终产品为冶炼产品时 

）CD（)1(

C
=

冶-冶冶精

经冶
经







．．．．．．．．．．．．．．．．．．．．．．（2） 

式中： 

α 经── 以经营成本测算的盈亏平衡品位（%或×10
-6
等） 

       ── 采矿贫化率（%） 

β精── 精矿品位（%或克/吨等） 

β冶── 冶炼产品品位（%） 

ε精── 精矿选矿回收率（%） 

ε冶── 冶炼金属回收率（%） 

C 经──单位经营成本，（年总成本费用-年折旧费-年摊销费-年财务费用-年维简费）/年处理矿

石量，元/吨原矿 

C 冶── 冶炼加工费，元/吨产品 

D 精── 精矿不含税价格，元/吨精矿 

D 冶── 冶炼产品不含税价格，元/吨产品或元/克 

A.2 盈亏平衡品位测算 

按矿山生产盈亏平衡的原则测算的品位。该品位不是孤立的一个工程的最低品位要求，而是由

多个工程组合后或一定生产期间的平均品位要求，通常作为工业指标论证方案中设置最低工业品位

的参考指标或校核指标。 

如按单位成本费用+资源税测算盈亏平衡品位的公式为（以金属矿产为例）： 

a）当最终产品为精矿时： 

精精

全精
平衡 D)1(

Z)C（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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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最终产品按精矿所含金属量计算时： 

                    
主精金精

全
平衡 D)1(

Z)(C
=







  ．．．．．．．．．．．．．．．．．．．．．．．．．（4） 

c）当最终产品为冶炼产品时： 

                    
）CD（)1(

Z)(C
=

冶-冶冶精

全冶
平衡









  ．．．．．．．．．．．．．．．．．．．．．．．．．（5） 

式中： 

 平衡──盈亏平衡品位，%或×10
-6
等 

C全──以原矿表示的单位全成本费用（含采矿、加工选冶过程中发生的总成本费用，包括外购

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及其他费用、折旧费、摊销费、财务费用、矿山维

简费等，从价计征的费用应按从量进行折算），元/吨原矿 

D主精金──主组分的精矿含金属量价格，元/吨 

Z——资源税，元/吨原矿 

A.3 盈亏平衡综合品位测算 

A.3.1 当矿石中存在两种（含）以上同体共生及伴生的有用组分，可用测算的盈亏平衡综合品位作

为设置最低综合工业品位的参考指标，论证制订最低综合工业品位。盈亏平衡综合品位的测算方法

有折算法、产值抵偿法、产值比例法等。 

a) 折算法 

该方法是将矿石中可供回收利用的两种（含）以上有用组分的品位，折算为主组分品位的计算

方法。以该折算结果表示的主组分品位的最低含量要求即为盈亏平衡综合品位。 

                



n

iiK
1i

共伴主综  ．．．．．．．．．．．．．．．．．．．（6） 

式中： 

α综──以主组分表示的盈亏平衡综合品位，%或×10
-6
 

α主──主组分的平均品位，%或×10
-6
 

α共伴i──第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的平均品位，%或×10
-6
 

ki──第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的品位折算系数 

n──共伴生有用组分种类数 

品位折算系数k的计算公式为： 

1） 产值法 

              
主主

共伴共伴

D

D
=



 ii
ik   ．．．．．．．．．．．．．．．．．．（7） 

 

2） 盈利法 

              
）C-D（

）C(D
=

主主主

i共伴共伴共伴



 ii
i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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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价格法 

              
主

共伴

D

D
= i

ik   ．．．．．．．．．．．．．．．．．．．．（9） 

式中： 

D 主──主组分的矿产品价格，元/吨 

D 共伴 i──第 i种共伴生组分的矿产品价格，元/吨 

C 主──主组分的矿产品生产成本，元/吨 

C 共伴 i──第 i种共伴生组分的矿产品生产成本，元/吨 

ε主──主组分的选冶回收率，元/吨 

ε共伴 i──第 i种共伴生组分的选冶回收率，元/吨 

注： 

①凡参与综合品位折算的共伴生组分品位应高于该组分的矿石加工选冶试验或实际生产的尾矿

品位。 

②价格法仅考虑了价格，未考虑共伴生组分有用组分的回收率及其生产成本；产值法考虑了共伴

生组分的回收率但未考虑其生产成本；盈利法考虑了共伴生组分的回收率及其生产成本，相对较全面。 

③由于价格法考虑因素较少，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仅限于伴生有用组分回收率尚难确定时测算

的参考。 

b)产值抵偿法 

该方法是用共伴生组分的价值进行折价，以抵消矿石综合成本的一部分，从而降低对主组分品

位要求的盈亏平衡综合品位的测算方法。以下公式以金属矿产为例： 

1） 当共伴生有用组分按其精矿折价时： 

）-1（D

）-1（D
1

-C

=
主精主选

0i
i共伴选i共伴精i共伴

i共伴精

全主精

综











n

．．．．．．．．（10） 

2） 当共伴生有用组分按其精矿所含金属量折价时： 

）-1（D

）-1（D
1

-C

=
主精金主选

0i
i共伴选i共伴精金i共伴

i共伴精

全

综









n

．．．．．．．．．．（11） 

3） 当共伴生有用组分按其金属成品折价时： 

）-1）（C-D（

）-1（）C-D（
1

-C

=
主冶主金属主冶主选

0i
i共伴冶i共伴选i共伴冶i共伴金i共伴

i共伴金

全主金

综











n

．（12） 

式中： 

α综──以主组分表示的盈亏平衡综合品位，%或×10
-6
 

α共伴 i──第 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平均品位，%或×10
-6
 

β主精── 主组分精矿品位，%或×10
-6
 

β主金── 主组分金属成品品位，%或×10
-6
 

β共伴精 i── 第 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精矿产品品位，%或×10
-6
 

β共伴金 i── 第 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金属成品品位，%或×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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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全──以原矿表示的单位全成本费用，元/吨 

C 主冶──主组分冶炼产品生产成本费用，元/吨 

C 共伴冶 i──第 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冶炼产品生产成本费用，元/吨 

D 主精──主组分的精矿价格，元/吨 

D 主精金──主组分的精矿含金属量价格，元/吨 

D 主金属──主组分的金属价格，元/吨 

D 共伴精 i──第 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的精矿价格，元/吨 

D 共伴精金 i──第 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的精矿含金属量价格，元/吨 

D 共伴金属 i──第 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的金属量价格，元/吨 

ε主选──主组分的选矿回收率，元/吨 

ε主冶──主组分的冶炼回收率，元/吨 

ε共伴选 i──第 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的选矿回收率，元/吨 

ε共伴冶 i──第 i种共伴生有用组分的冶炼回收率，元/吨 

n──共伴生有用组分种类数 

注： 

当矿石中共伴生有用组分产值所占比例不大时，产值抵偿法较折算法考虑的因素全面，运用也

较方便；若共伴生有用组分较多、产值所占比例较大时，则不宜采用产值抵偿法。 

c) 产值比例法 

该方法是按主要有用组分分摊的矿石综合生产成本与其价值相等的原则计算盈亏平衡综合品位。 

1） 当矿产品按精矿产值比例计算时： 

）-1（D

V）ZC（
=

主精主选

主全主精
综







．．．．．．．．．．．．．．．．．．．．．．．．．．．．．．．．．（13） 

2） 当矿产品按精矿所含金属量产值比例计算时： 

）-1（D

V）ZC（
=

主精金主选

主全
综





．．．．．．．．．．．．．．．．．．．．．．．．．．．．．．．．．（14） 

3） 当矿产品按金属成品产值比例计算时： 

）-1）（C-D（

V)ZC（
=

主冶主金属主冶主选

主全主金
综







．．．．．．．．．．．．．．．．．．．（15） 

式中： 

V 主──主组分产值比例，% 

注： 

产值比例法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矿石主组分、共伴生有用组分的生产成本费用、回收率果和产值情

况，计算结果较符合实际，适用于一般情况下的盈亏平衡综合品位测算。 

A.3.2 折算法、产值抵偿法、产值比例法从不同角度考虑了与有关因素的相关性，但均未考虑不同

原矿品位导致的相关因素（特别是选冶回收率）变化，由于选冶回收率与原矿品位密切相关，因此

在使用时应予注意，有条件时可采用动态数学模型进行校正。 

A.4 伴生有用组分评价指标（α伴）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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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伴生有用组分在主组分的加工选冶过程中，适当增加工序即可获得其矿产品时，可单独测算其在

矿石中的含量下限指标，即伴生有用组分评价指标（所测算的指标应大于尾矿中伴生有用组分的品位）。

该测算方法一般适用于在主组分加工选冶过程中能单独出产品的伴生有用组分。 

由于伴生有用组分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另外增加采矿、运输、碎矿、磨矿等费用，其生产成本费用

仅包括所分摊的分选富集、生产管理和销售费用等，因此可按盈亏平衡的原则，测算其可回收利用的含

量下限指标。其测算公式如下（以金属矿产为例）： 

1）当伴生有用组分按其精矿折价时： 

）-1（D

C
=

伴精伴选

伴原伴精
伴




  ．．．．．．．．．．．．．．．．．．．．．．．．．．．．．．．．．．．（16） 

2）当伴生有用组分按其精矿所含金属量折价时： 

）-1（D

C
=

伴金属伴选

伴选
伴


  ．．．．．．．．．．．．．．．．．．．．．．．．．．．．．．．．．．．（17） 

3）当伴生有用组分按其金属成品折价时： 

）-1）（C-D（

C
=

伴冶伴冶伴冶伴选

伴选伴冶
伴







．．．．．．．．．．．．．．．．．．．．（18） 

式中： 

α 伴--伴生有用组分评价指标，%或×10
-6
 

  --采矿贫化率，% 

β伴精—伴生有用组分精矿品位，%或×10
-6
 

β伴冶—伴生有用组分冶炼产品品位，%或×10
-6
 

C 伴原--伴生有用组分每吨原矿选矿成本费用，元 

C 伴冶--伴生有用组分每吨冶炼产品成本费用，元 

D 伴精--伴生有用组分每吨精矿价格，元 

D 伴金属--伴生有用组分精矿含每吨金属价格，元 

D 伴冶--伴生有用组分每吨冶炼产品价格，元 

ε伴选--伴生有用组分选矿回收率（%） 

ε伴冶--伴生有用组分冶炼回收率（%） 

A.5 矿床平均品位测算 

根据项目预期收益要求，可采用静态、动态指标测算最低矿床平均品位。 

A.5.1 静态投资收益率法  

静态投资收益率是指项目达到设计能力后正常年份的税前利润与项目总投资的比率。通常根据投资

者的最低期望及行业的平均收益水平确定项目的静态投资收益率K。 

静态投资收益率的最低矿床平均品位可由以下公式试算： 

a）无副产品回收 

1）当最终产品为精矿时： 

 
精精

1精
平 D)1(

Z
=








 KRCx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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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最终产品为金属时： 

 
)C(D)1(

Z
=

冶冶冶精

3冶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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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两式中： 

α 平── 矿床平均品位（%或克/吨等） 

K ── 静态投资收益率（%） 

R1 ── 原矿采矿、选矿投资，元/吨原矿 

R3 ── 原矿采矿、选矿、冶炼投资，元/吨原矿 

Cx ── 原矿单位全成本费用（含采矿、选矿过程中发生的总成本费用，包括外购原材料、燃料和

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及其他费用、折旧费、摊销费、财务费用、矿山维简费、环境治理费、

植被保护费、土地复垦费等），元/吨原矿 

Cy ──原矿单位全成本费用（含采矿、选矿、冶炼过程中发生的总成本费用，包括外购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及其他费用、折旧费、摊销费、财务费用、矿山维简费、环境治

理费、植被保护费、土地复垦费等），元/吨原矿 

Z——资源税，元/吨原矿 

采用静态投资收益率和单位采选投资进行工业指标测算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当难度较大时，可采

用销售利润率（或销售利税率）和单位产品销售价格替代投资收益率和单位采选（冶）投资进行测算。 

b）当有副产品回收时，按主要组分评价的扩展方法 

1）当最终产品为精矿时： 

 
精精

21精
平 D)1(

]KRZ[
=








 CCx
 ．．．．．．．．．．．．．．．．．．．．．．．．．（21） 

2）当最终产品为金属时： 

 
）C-D（)1(

]KR-Z[
=

冶冶冶精

42冶
平








 CCY
 ．．．．．．．．．．．．．．．．．．．．．．．．．（22） 

式中： 

C1 ── 原矿在采选过程中副产品回收价值（不含税），元/吨原矿 

C2 ── 原矿在采选冶过程中回收副产品全部价值（不含税），元/吨原矿 

R2 ── 原矿采选投资加副产品回收增加的投资（如副产品回收不需增加投资则 R2=R1），元/吨原

矿 

R4 ── 原矿采选冶投资加副产品回收增加的投资（如副产品回收不需增加投资则 R4=R3），元/吨

原矿 

A.5.2 动态投资收益率法 

动态投资收益率法的实质是预测项目未来的现金流量，利用贴现现金流法试算项目的净现值和投资

内部收益率，当投资内部收益率等于项目预期收益率时，所对应的矿床平均品位即为所求的最低矿床平

均品位。 

利用全部投资净现值法计算矿床平均品位，是模拟未来矿山建设和生产的全过程，选取适当的技术

经济指标，计算时不仅应考虑固定资产原值及生产流动资金的现金流出，还应考虑服务期末固定资产余

值及流动资金的回收。当所得税后投资财务净现值为零时，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等于财务基准收益率。

此时所对应的矿床平均品位即为所求的矿床最低平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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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矿床工业指标建议书主要内容 

B.1 矿区概况 

B.1.1 简述矿区名称、地理及交通位置、行政区划、矿业权设置及矿业权人基本情况、自然经济

概况、交通运输、劳动力、供电、供水等。 

B.2 矿床地质特征及勘查程度 

B.2.1 简述矿床矿体特征、矿石特征、矿石物质组成、矿石质量特征、矿石性质等。 

B.2.2 矿石加工选冶性能评述：包括矿石类型、物质组成、化学组分、加工选冶试验流程及试验

结果、成果评价等。 

B.2.3 系统的采样测试资料及有关说明：包括化学全分析、基本分析、组合分析，以及必要的物

相分析和试验测试资料。 

B.2.4 矿床（区）开采技术条件的说明：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及其他开采技术条

件等。 

B.2.5 勘查工作的说明：勘查方法手段，工程间距，勘查实物工作量及质量。 

B.2.6 评价矿床勘查程度。 

B.3 说明不同工业指标方案试圈矿体及工业指标的使用原则，列示不同方案矿体试圈、资源量试

算结果及其对比情况。 

B.4 对不同工业指标方案进行评价，说明建议的工业指标方案。 

B.5 主要附图 

B.5.1 矿区地形地质图及勘查工程布置图。 

B.5.2 不同工业指标方案试圈矿体的剖面图、平面图；主要矿体（占资源量的 70%以上）的纵剖

面图和具代表性的中段平面图等。 

B.5.3 不同工业指标方案试圈的矿床（体）投影及资源量估算图。 

B.6 主要附表 

B.6.1 勘查工程取样基本分析结果表。 

B.6.2 主要有用组分含量样品频数或频率分布曲线图。 

B.6.3 单工程矿体平均厚度、平均品位计算表。 

B.6.4 勘查工程测量成果表。 

B.6.5 钻孔质量表（含测斜、方位角等）。 

B.6.6 资源量试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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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主要附件 

B.7.1 工业指标建议书编制单位简介及主要编制人员从业经历。 

B.7.2 矿业权权属文件复印件。 

B.7.3 矿石加工选冶试验报告。 

 



DZ/T XXXXX—XXXX 

19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报告主要内容（地质方案法） 

C.1 前言 

简述矿床工业指标论证的项目来源、目的任务、编制原则、编制方法、主要依据、结论，所推荐的

工业指标方案及各项指标的应用原则或使用说明。 

C.2 矿区(床)地质及勘查工作简况 

C.2.1 矿区自然地理简述：主要包括矿区名称、地理及交通位置、行政区划、矿业权设置及矿业

权人基本情况、自然经济概况等。 

C.2.2 矿山建设条件简述：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劳动力、供电、供水等。 

C.2.3 矿床勘查工作概况及成果概述。 

C.2.4 矿床地质简述：包括矿床矿体特征、矿石特征、矿石物质组成、矿石质量特征等。 

C.2.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简述：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及其他开采技术条件。 

C.2.6 矿石加工选冶性能评述：包括矿石物质组成、矿石化学组分、加工选冶试验流程、试验结

果及成果评价等。 

C.2.7 地质勘查程度综合评价。 

C.3 论证方案 

C.3.1 论证基础：勘查单位提出的工业指标建议书内容，建议的工业指标方案，并加以分析。 

C.3.2 论证方法的选择：说明采用论证方法的依据和理由。 

C.3.3 论证指标的选择与确定：参与论证的指标内容、方案及其确定依据，包括共伴生有用组分

的评价及处理。 

C.3.4 主要经济指标的选取依据：包括产品价格分析及确定、税费等的确定。 

C.3.5 选用的开采技术方案：应包括采矿技术方案（开采方式、开拓方案、采矿方法等）、采矿生

产计划、采矿主要技术指标等。 

C.3.6 选用的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方案：应包括加工选冶工艺流程、加工选冶主要技术指标等。 

C.3.7 测算盈亏平衡品位并说明测算依据。 

C.3.8 设置不同指标方案并说明理由。 

C.3.9 不同指标方案的矿体试圈、资源量试算和结果对比。 

C.4 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价 

C.4.1 计算各方案总投资、销售收入、经营成本及总成本费用、税金及附加、各方案现金流量等

主要财务分析评价指标。 

C.4.2 各方案技术经济分析结果：对各工业指标方案进行对比和优选，有条件的还应与类似矿床

工业指标进行对比。重点考查矿山服务年限内的内部收益率、财务净现值、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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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源利用率（包括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同时全面考虑技术可行性、

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体现最佳综合效益。 

C.5 论证结论 

C.5.1 推荐的矿床工业指标方案及论证结论。 

C.5.2 存在问题与建议。 

C.6 主要附图 

C.6.1 地形地质图。 

C.6.2 推荐的指标方案圈定矿体的代表性剖面及平面图。 

C.6.3 其他不同指标方案试圈矿体的典型剖面图及平面图。 

C.6.4 推荐的指标方案矿区开采最终境界图、横剖面图、纵剖面图或开拓系统示意图。 

C.6.5 矿石加工选冶工艺流程图。 

C.6.6 主要有用组分含量样品频数或频率分布曲线图。 

C.6.7 边界品位—金属量、边界品位—矿石量、品位—吨位等曲线图。 

C.7 主要附表  

C.7.1 不同方案资源量试算表。 

C.7.2 不同方案总成本费用估算表。 

C.7.3 不同方案销售收入、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估算表。 

C.7.4 不同方案利润计算表。 

C.7.5 不同方案现金流量表。 

C.8 主要附件 

C.8.1 工业指标论证单位简介及主要论证人员从业经历。 

C.8.2 矿业权权属文件。 

C.8.3 矿床工业指标建议书。 

C.8.4 岩矿鉴定与矿石工艺矿物学研究报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报告。 

C.8.5 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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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报告主要内容（经济分析法） 

D.1 前言 

简述矿床工业指标论证的项目来源、目的任务、编制原则、编制方法、主要依据、结论，所推荐的

工业指标方案及各项指标的应用原则或使用说明。 

D.2 矿区(床)地质及勘查工作简况 

D.2.1 矿区自然地理简述：主要包括矿区名称、地理及交通位置、行政区划、矿业权设置及矿业

权人基本情况、自然经济概况等。 

D.2.2 矿山建设条件简述：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劳动力、供电、供水等。 

D.2.3 矿床勘查工作概况及成果概述。 

D.2.4 矿床地质简述：包括矿床矿体特征、矿石特征、矿石物质组成、矿石质量特征等。 

D.2.5 矿石加工选冶性能评述：包括矿石物质组成、矿石化学组分、加工选冶试验流程、试验结

果及成果评价等。 

D.2.6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简述：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及其他开采技术条件等。 

D.2.7 地质勘查程度综合评价。 

D.3 拟定试算方案并试圈试算资源量 

综合考虑矿床的矿化特点、品位分布规律、产品的市场供需现状、价格走势及未来矿山开发拟采用

的采、选、冶工艺及各项技术指标，同时考虑矿体连续性，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参照测算的品

位指标或相应矿种一般工业指标，拟定试算方案，并试圈试算资源量。 

D.4 拟定矿山开采生产技术指标 

D.4.1 根据所圈矿体地质特征，拟定采矿技术方案及技术指标（包括开采范围、开采方式、开拓

方案、采矿方法及相关技术指标等）。 

D.4.2 根据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成果，拟定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方案及技术指标（包括加工选冶

方法、工艺流程及相关技术指标等），应考虑不同原矿品位对加工选冶技术指标的影响。 

D.5 经济指标确定 

D.5.1 投资 

说明矿山建设投资构成与确定依据。 

D.5.2 成本费用 

说明成本费用的构成与确定依据。 

D.5.3 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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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相关税费的构成与确定依据。 

D.5.4 产品价格 

说明矿产品种类，矿产品价格的确定依据。 

D.6 经济分析 

D.6.1 叙述模拟的未来矿山建设和生产的全过程，说明选取的技术经济指标。 

D.6.2 说明与预期收益水平相对应的最低矿床平均品位测算过程。 

D.6.3 说明所圈矿体的矿床平均品位与测算的最低矿床平均品位的对比情况。 

D.6.4 说明所圈出的矿体（床）能否达到预期收益水平。 

D.6.5 说明论证推荐的工业指标方案的相关内容。 

D.7 推荐意见 

D.7.1 简述矿床工业指标推荐意见，并分析评述指标的合理性。 

D.7.2 简述需要说明的问题。 

D.8 主要附表  

D.8.1 销售收入、销售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估算表。 

D.8.2 利润计算表。 

D.8.3 现金流量计算表。 

D.9 主要附件 

D.9.1 工业指标论证单位简介及主要论证人员从业经历。 

D.9.2 矿业权权属文件。 

D.9.3 岩矿鉴定与矿石工艺矿物学研究报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报告。 

D.9.4 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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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矿床工业指标论证报告主要内容（类比论证法） 

E.1 前言 

矿床工业指标论证的项目来源、目的任务、编制原则、编制方法、主要依据、结论，所推荐的工业

指标方案及各项指标的应用原则或使用说明。 

E.2 矿区(床)概况 

E.2.1 简述矿床矿体特征、矿石特征、矿石物质组成、矿石质量特征、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E.2.2 采样测试综合成果及有关说明。 

E.2.3 矿石加工选冶性能评述：包括矿石物质组成、矿石化学组分、加工选冶试验流程、试验结

果及成果评价等。 

E.2.4 简述矿山内外部建设条件、区域技术经济条件、矿产品市场形势。 

E.3 类比矿山（床）概况 

E.3.1 简述类比矿床的矿体特征、矿石特征、矿石物质组成、矿石质量特征、矿石加工选冶性能、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等。 

E.3.2 简述类比矿山（床）内外部建设条件、区域技术经济条件、矿产品市场形势。 

E.3.3 简述类比矿山（床）的设计情况，收集并列示类比矿山的相关设计技术经济指标。 

E.3.4 简述类比矿山（床）的生产效益情况，收集并列示类比矿山的实际技术经济指标。 

E.3.5 简述类比矿山（床）设计采用的、实际生产中采用的矿床工业指标。 

E.4 类比论证情况 

E.4.1 根据类比内容说明类比矿山（床）与本矿床（山）的可比性情况。 

E.4.2 通过类比确定经济评价的基本参数（如投资、成本构成、税费构成及销售价格等）。若某项

类比内容差异较大，应根据本矿床(山)实际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成果对经济参数进行适当调整。 

E.4.3 根据确定的技术经济参数预测未来矿山开发可能的经济效益。 

E.4.4 根据类比论证情况对本矿床(山)拟采用的矿床工业指标进行相应调整，并详细说明各项指

标的确定原则，说明所制订指标与类比指标的异同等。  

E.5 类比论证结论 

E.5.1 论述建议的矿床工业指标方案及论证结论。 

E.5.2 说明各项指标的应用原则或使用说明。 

E.5.3 简述需要说明的问题。  

E.6 主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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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列出简要的技术经济指标计算表。 

E.7 主要附件 

E.7.1 工业指标论证单位简介及主要论证人员从业经历。 

E.7.2 矿业权权属文件。 

E.7.3 岩矿鉴定与矿石工艺矿物学研究报告、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报告。 

E.7.4 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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