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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Z/T 0210-2002《硫铁矿地质勘查规范》。本标准与DZ/T 0210-2002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 对“章”安排进行调整，将勘查研究程度与勘查控制程度合并为勘查工作程度（见4）； 

—— 修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1）； 

—— 修改了勘查目的任务，取消了预查阶段，并按《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修改了各勘查阶段的

内涵（见3）； 

—— 修改了勘查类型划分依据，增加了品位变化系数（见4.1.1、附录C）； 

—— 增加了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程度要求（见4.1.4）； 

—— 增加了详查阶段和勘探阶段的资源量比例一般要求（见4.3.7、4.4.7）； 

—— 增加了绿色勘查要求（见5）； 

—— 将光谱全分析修改为定性半定量全分析（见6.6.3），增加了物相分析（见6.6.3.3）； 

—— 修改了分析质量检查要求，补充了化学分析、内检、外检的具体要求（见6.6.4）； 

—— 修改了可行性评价要求（见7）； 

—— 修改了资源储量类型条件（见8）； 

—— 修改了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见9）； 

—— 修改了附录A，将“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表”修改为“固体矿产资源量和储量类型及其转换

关系”； 

—— 修改了勘查控制程度要求，调整了煤系硫铁矿沿走向控制的勘查工程间距（见附录D）。 

—— 修改了硫铁矿矿床伴生有用组分综合评价参考指标（见表F.1）。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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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化工地质调查总院、中化

地质矿山总局、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内蒙古地质勘查院。 

本标准起草人：郑厚义、钱洪夫、林国宣、焦森、孙月君、姚超美、高利民、李代荣、商朋强、王

开虎、关辉、王永明、李晓亚、刘丙秋、陈春发、曹光远。 

本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硫铁矿地质勘探规范》(试行)（1980年地质部、化学工业部颁发） 

——DZ/T 0210-2002《硫铁矿地质勘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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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硫铁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硫铁矿（系黄铁矿、白铁矿、磁黄铁矿三者的统称）勘查目的及勘查阶段、勘查工作

程度、勘查工作及其质量、可行性评价、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硫铁矿勘查工作、资源储量估算及其成果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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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9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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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1     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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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T 0130      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程 

DZ/T 0141      地质勘查坑探规程 

DZ/T 0227      地质岩心钻探规程 

3 勘查目的及勘查阶段 

3.1 勘查目的 

发现和评价可供进一步勘查或开采的硫铁矿矿床（体），为硫铁矿的勘查或开发决策提供相关地质

信息，最终为矿山建设设计提供必需的地质资料，以降低矿床勘查开发的投资风险，获得合理的经济效

益。 

3.2 勘查阶段 

3.2.1 勘查阶段划分 

勘查工作分为普查、详查和勘探三个阶段。一般应按阶段循序渐近地进行。即使合并或者跨阶段提

交勘查成果，也宜参照勘查阶段要求分步实施。 

3.2.2 各阶段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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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普查 

在区域地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矿化潜力较大的地区，经异常查证或在煤及有色金属等探采过

程中发现硫铁矿富集线索的地区采用露头检查、地质填图、稀疏的取样工程及物探、化探等方法，检查、

验证、追索矿化线索，发现矿（化）体，初步查明矿化区的资源远景，估算推断资源量。并进行可行性

评价的概略研究，提出具有工业远景的可供详查的范围（详查区），为开展详查工作提供地质依据。其

成果也可作为矿山总体规划和编制矿山项目建议书的依据。 

3.2.2.2  详查 

在普查的基础上，通过大比例尺填图和各种有效勘查手段，系统取样工程控制和测试、试验研究，

基本查明矿床地质特征、矿石加工选冶性能以及开采技术条件，为划分矿区、确定勘探区等提供地质依

据。开展概略研究，估算推断资源量和控制资源量，提出可供勘探的范围；也可开展预可行性研究，估

算可信储量，作出是否具有经济价值的评价。其成果可作为矿山总体规划和编制矿山项目建议书以及小

型矿山建设设计的依据。 

3.2.2.3  勘探 

在详查的基础上，通过钻探等各种有效勘查手段，加密取样工程控制和测试、深入试验研究，详细

查明矿床地质特征、矿石加工选冶性能以及开采技术条件。开展概略研究，估算推断资源量、控制资源

量和探明资源量；也可开展预可行性研究或可行性研究，估算可信储量、证实储量。为矿山建设设计确

定矿山生产规模、产品方案、开采方式、开拓方案、矿石加工选冶工艺及矿山总体布置等提供必需的地

质资料。 

4 勘查工作程度 

4.1 勘查控制要求 

4.1.1 勘查类型 

4.1.1.1  勘查过程中应合理确定勘查类型，以正确选择勘查方法和手段，合理确定勘查工程间距和部

署勘查工程，对矿床进行有效控制，对矿体的连续性进行有效查定。 

4.1.1.2  一般根据矿体的资源量规模确定主要矿体，将资源量从大到小累计超过勘查区总资源量60%

的一个或多个矿体确定为主要矿体。 

4.1.1.3  划分矿床勘查类型应着重考虑影响矿床勘查难易的主要因素。硫铁矿、多金属型硫铁矿矿床

主要考虑矿体规模大小、矿体形状的复杂程度、矿体厚度的稳定程度、矿床构造复杂程度及主要有用组

分分布均匀程度等因素；煤系沉积型矿床主要考虑矿体规模大小、矿体连续程度、矿体形状的复杂程度、

矿体厚度的稳定程度、矿床构造的复杂程度及主要有用组分分布均匀程度等因素。各因素的详细划分条

件参见附录C。 

4.1.1.4  划分矿床勘查类型应以主要矿体的地质特征进行。矿床规模较大者，可根据不同地段的勘查

难易程度，分段确定勘查类型。 

4.1.1.5  硫铁矿型、多金属型硫铁矿矿床勘查类型。 

a） 第Ⅰ勘查类型：矿体规模大、形状简单-较简单、厚度稳定-较稳定、构造简单-中等、主要有

用组分分布均匀-较均匀的大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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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Ⅱ勘查类型：矿体规模中等-大、形状较简单、厚度较稳定-不稳定、构造中等-复杂、主要

有用组分分布较均匀的大中型矿床；矿体规模中等-大、矿体形状较简单、厚度较稳定、构造中等、主

要有用组分分布较均匀的中小型矿床。 

c） 第Ⅲ勘查类型：矿体规模小-中等、形状复杂、厚度不稳定、构造中等-复杂、主要有用组分分

布不均匀的中小型矿床。 

4.1.1.6  煤系沉积型硫铁矿矿床勘查类型。 

a） 第Ⅰ勘查类型：矿体规模大、形状简单、厚度稳定-较稳定、连续性好、构造简单、主要有用

组分分布均匀-较均匀的大型矿床。 

b） 第Ⅱ勘查类型：矿体规模中等-大、形状简单-较简单、厚度较稳定、连续性较好、构造简单-

中等、主要有用组分分布较均匀的大中型矿床。 

c） 第Ⅲ勘查类型：矿体规模小-中等、形状较简单-复杂、厚度不稳定、连续性差、构造中等-复

杂、主要有用组分分布不均匀的中小型矿床。 

4.1.2 勘查工程间距 

4.1.2.1  勘查工程间距确定的方法。 

a） 类比法：根据地质勘查和矿山生产的探采对比资料总结的勘查工程间距，按照矿床勘查类型采

用传统的类比法确定合理的勘查间距值。 

b） 地质统计学法：对勘查工程数量较多的矿床，可用地质统计学中区域化变量的特征，确定最佳

勘查工程间距值。 

c） 勘查工程验证法：对于大型矿床（参见附录I），可选择代表性地段采用不同勘查手段的加密

工程验证，确定最佳工程间距。 

4.1.2.2  应根据勘查类型合理确定勘查工程间距，各勘查类型基本控制工程间距参考表参见附录D。圈

定控制资源量的勘查工程间距为基本工程间距。探明资源量、推断资源量的勘查工程间距，一般分别在

基本工程间距的基础上加密和放稀1倍，但不限于1倍，具体矿床以满足相应勘查工作程度要求为准则。

勘查工程的布置应尽量考虑各相关勘查阶段探矿工程的衔接和利用。 

4.1.2.3  根据矿床沿走向和倾向变化及矿体出露情况，可以变换或调整走向与倾向工程间距。 

4.1.3 勘查深度 

根据矿床可能建设的规模和服务年限确定勘查深度。鼓励有类比条件的，通过类比确定勘查深度，

不具备类比条件的，通过论证确定勘查深度。勘查深部矿体应适当加强开采技术条件研究。 

4.1.4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各勘查阶段均应对矿床进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详查和勘探阶段，对于资源量规模达到中型及以上

的共生矿产，应与主矿产统筹考虑，并按该共生矿产的勘查规范进行相应评价，一般详查阶段对共生矿

产的勘查工作程度一般应达到相应矿产勘查规范规定的详查程度要求，勘探阶段视具体情况确定；对资

源量规模为小型的共生矿产，视控制主矿产的工程对其伴随控制情况和需要进行控制，并按该共生矿产

的勘查规范进行评价。对伴生矿产一般利用控制主要矿产的工程进行控制。对达到综合评价参考指标且

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能够回收利用的伴生矿产，应能研究提出综合回收利用方案；对虽未达到综合评

价参考指标或未列入综合评价参考指标，但可在矿石选冶过程中单独出产品，或可在某一产品中富集达

到计价标准的伴生矿产，应能研究提出综合回收利用途径，并进行相应的评价。具体按GB/T 25283执行。 

4.1.5 勘查控制程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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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  推断资源量，地表应有一定间距的工程控制，深部应有稀疏工程证实，工程间距不限，尽可

能掌握实测和推测矿体的总体分布规律。 

4.1.5.2  控制资源量 

a） 控制资源量应按基本控制工程间距进行系统控制圈定。 

b） 要控制勘查范围内矿体的总体分布范围，矿体出露地表的边界应用工程控制，矿体的延深要有

工程控制。 

4.1.5.3  探明资源量 

a） 探明资源量应在详查控制的基础上，经加密工程控制圈定。 

b） 探明资源量一般分布在矿床浅部的首采区，其底部边界应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标高上。 

c） 对地下开采的矿床要详细控制主要矿体沿走向和顶部的边界。 

d） 对适于露天开采的矿床，要控制矿体四周的边界和露天采场底部边界，以确定露天开采剥离边

界。 

e） 对主矿体顶板附近具有工业价值的次要小矿体，在首采地段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加密控制。 

4.2 普查阶段要求 

4.2.1 矿区地质 

4.2.1.1  全面搜集矿区的区域地质、物探、化探、矿化点、矿点及周边矿山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

究成矿地质条件与成矿规律、矿床分布特征。 

4.2.1.2  初步查明普查区内地层、岩浆岩、变质岩和主要构造特征。 

4.2.1.3  初步查明矿点、矿化点及各类异常的含矿性、分布和资源远景。 

4.2.1.4  对沉积、沉积改造和沉积变质及煤系沉积硫铁矿矿床（附录H）要研究含矿地层层位、岩性组

合、含矿性、厚度变化及含矿层的主要对比标志。 

4.2.1.5  对火山岩、矽卡岩和热液交代及多金属硫铁矿矿床要研究含矿岩体的类型、岩性、规模和岩

相组合，研究断裂、近矿围岩蚀变与矿床（体）富集及分布的关系。 

4.2.2 矿体特征 

4.2.2.1  初步查明矿体的数量、形状、产状、厚度、规模及总体分布规律，矿石品位在走向、倾向和

垂向上的变化情况。 

4.2.2.2  初步查明近矿围岩蚀变与矿体、矿化的关系。 

4.2.2.3  初步查明控制和破坏矿体的主要构造、岩浆岩及其分布范围。 

4.2.2.4  初步了解矿体氧化带类型、特征、标志及其分布范围。 

4.2.3 矿石质量 

4.2.3.1  初步查明硫铁矿矿石的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和自然类型。 

4.2.3.2  初步查明硫铁矿矿石的化学成分、品位，了解其他有用组分及主要有害元素的含量及分布特

点。 

4.2.3.3  研究矿石中夹层及矿体顶底板岩石的矿物成分和有用、有害组分的含量。 

4.2.3.4  研究矿床氧化带、混合带与原生带硫铁矿矿石化学成分的差异性。 

4.2.4 矿石选冶加工技术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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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与邻区或同类型生产矿山进行影响矿山生产相关指标的全面类比研究，并就矿石选冶加工技术

的可能性做出评价。对无类比条件的矿石和新类型矿石应在矿石工艺矿物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可选性试

验或实验室流程实验，为是否值得进一步勘查工作提供依据。 

4.2.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4.2.5.1  搜集研究普查区主要含（隔）水层的岩性、分布、厚度、产状、水位、水质、泉水流量等。 

4.2.5.2  研究和初步了解近矿岩石的工程地质条件。 

4.2.5.3  搜集研究普查区有关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不利的环境地质资料。 

4.2.5.4  普查区开采技术条件，可与同类型矿山开采资料进行类比评价。 

4.2.6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利用勘查硫铁矿的工程，通过取样分析，初步查明共、伴生矿产的种类、含量、赋存特点，类比评

价综合利用的可能性。 

4.3 详查阶段要求 

4.3.1 矿区地质 

4.3.1.1  对沉积、沉积改造和沉积变质及煤系沉积硫铁矿矿床，基本查明地层层序，含矿地层层位、

岩性、岩相分带、厚度、含矿性及其富集规律和主要对比标志；矿体与顶底板岩性、基底性质的关系；

研究矿区变质作用、蚀变作用和风化作用对矿体的影响；研究矿区地质构造与矿体空间分布关系，阐明

破坏矿体的断裂的性质和分布。 

4.3.1.2  对火山岩、矽卡岩和热液交代及多金属硫铁矿矿床，基本查明含矿岩体类型、岩性、产状、

形态、规模及岩相组合；主要含矿相带或矿体产状、含矿性变化及其与岩体形态、分异作用、变质作用、

蚀变作用及其他地质作用的关系；研究成矿的岩浆岩和断裂对矿体的影响。基本查明近矿围岩蚀变类型、

岩性、物质组分、分布特征，研究其变化规律与矿床（体）富集、分布的关系。 

4.3.2 矿体特征 

4.3.2.1  控制矿体的总体分布范围，基本查明矿体的数量、产状、厚度、规模、形态、内部结构、空

间分布及变化特征，矿石品位在走向、倾向和厚度上的变化情况，阐明主矿体的赋存规律。基本查明矿

体中的夹石、顶底板围岩的岩性、厚度及分布范围。了解沉积硫铁矿矿床底板的隆起、冲刷、陷落柱、

薄化带、无矿带等特征，研究其分布规律及其对矿体的影响程度。 

4.3.2.2  基本查明破坏矿床或矿体的较大地质构造的性质、落差、褶幅、产状、分布范围及其影响程

度；对于较小的断层，要着重研究其分布规律。 

4.3.2.3  基本查明硫铁矿矿体氧化带、混合带与原生带的性质、类型及分布范围。 

4.3.3 矿石质量 

4.3.3.1  基本查明硫铁矿矿石矿物成分、含量、结构构造，初步划分矿石自然类型，研究其分布规律。 

4.3.3.2  基本查明硫铁矿矿石主要有用组分和共生伴生有用、有害组分的含量（见附录E和F）及其赋

存状态，初步划分矿石品级和工业类型。 

4.3.3.3  研究矿石中夹层及矿体顶底板岩石的矿物成分和有用、有害组分含量。 

4.3.3.4  研究矿床氧化带、混合带与原生带矿石类型、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化学成分及其氧化特征。 

4.3.4 矿石选冶加工技术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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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1  对具有已开采可比对象的矿床或易选矿石，可进行类比评价。 

4.3.4.2  对直接提供开采利用的矿床，其选冶加工技术性能要有足够的试验依据。 

4.3.4.3  需要选矿富集的矿石，应在矿石工艺矿物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可选性试验或实验室流程实验，

对难选矿石和新类型矿石，应进行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做出工业利用的评价。 

4.3.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4.3.5.1  矿区水文地质 

a） 在研究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基本查明矿区含（隔）水层、主要构造、破碎带、风化带、

岩溶带、地下暗河等的水文地质特征、发育程度和分布规律。 

b） 调查研究地表水的分布范围和平水期、洪水期、枯水期的水位、流速、流量、水质、水深、历

年最高洪水水位及其淹没范围。 

c） 调查矿区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地表水与含水层的关系，以及矿床主要充水因素、

充水方式或途径，构造中等-复杂矿床应有专门的水文地质钻孔进行抽水试验，初步预测矿坑涌水量，

评价其对矿床开采的影响，提出矿山防水建议。 

d） 调查研究可供利用的供水水源的水量、水质和利用条件，指出供水方向。 

4.3.5.2  矿区工程地质 

a） 初步划分矿区工程地质岩组，测定主要岩、矿石物理力学性质，基本查明构造、岩溶的发育程

度、分布规律和岩体风化、蚀变程度以及软岩和软弱夹层的分布规律及其工程地质特征。 

b） 研究开采影响范围内岩、矿石稳固性和露天开采边坡的稳定性。 

c） 调查老窿和生产井的分布情况，初步圈定采空区和开采区范围。 

4.3.5.3  矿区环境地质 

a） 基本查明岩、矿石和地下水（含酸性水、热水）中可能影响人身健康及环境保护的有害元素、

放射性及其他有害气体的成分、含量（强度）；预测矿坑水、选冶废水排放及采矿废石、尾矿堆放等可

能造成的污染，对矿坑水的排放及利用，采矿废石、尾矿的堆放及利用提出建议。煤系沉积型硫铁矿床

需评价瓦斯气对矿床开采的影响，提出防治建议。 

b）研究和调查了解硫铁矿矿石氧化速度、地温状况和矿石氧化自热自燃情况，为矿山建设设计、

预防矿石氧化自热自燃提供基础资料。 

c） 调查了解矿区及邻区的地震、泥石流、滑坡、崩塌等自然地质灾害，预测矿床开采时可能引发

的地质灾害，指出矿山开发时可能产生的环境地质问题。 

4.3.5.4  初步确定矿区开采技术条件类型，对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的复杂性做出评价。 

4.3.6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4.3.6.1  利用勘查硫铁矿的工程，通过取样分析，初步或基本查明共、伴生矿产种类、规模、地质特

征、物质组分、含量、赋存状态和共、伴生关系。 

4.3.6.2  研究选矿加工技术试验资料，对综合回收利用的可能性做出评价。 

4.3.7 资源储量比例 

详查区一般探求控制资源量与推断资源量。控制资源量一般应不少于总资源储量的30%。第Ⅲ勘查

类型矿床控制资源量占资源储量的比例可适当降低。 

4.4 勘探阶段要求 

4.4.1 矿区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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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对沉积、沉积改造和沉积变质及煤系沉积硫铁矿矿床，要详细查明地层层序、含矿地层层位、

时代、岩性组合、岩相分带、厚度、含矿性及富集规律；含矿层在剖面中的位置及对比标志；与顶底板

岩性、基底性质的关系；研究矿区变质作用、剥蚀作用和风化作用对矿体的影响；详细研究矿区地质构

造与矿体的空间分布关系，阐明破坏和影响矿体的断裂性质、先后次序和分布特征，对划分矿段的断层

要用工程加以控制。 

4.4.1.2  对火山岩、矽卡岩和热液交代及多金属硫铁矿矿床，要研究控制岩体（带）分布的地质特征，

详细查明含矿岩体的类型、岩性、时代、产状、形态、规模及岩相组合；主要含矿相带或矿体的产状，

含矿性变化及其与岩体形态、分异作用、变质作用及其他地质作用的关系；岩体中其他矿产与硫铁矿的

空间分布及富集规律；研究成矿期后岩浆岩和断裂对矿体的影响。 

4.4.1.3  详细研究矿区（床）有关的岩浆岩的发育程度和分布规律，对首采区破坏矿体的较大岩体，

应研究和控制其产状和分布。 

4.4.2 矿体特征 

4.4.2.1  详细查明矿体的数量、层序、产状、厚度、规模、形态、内部结构和空间位置，详细研究和

控制矿体的膨缩、分叉、相变、尖灭及其构造或因剥蚀出现的变异地段，及矿石品位在走向、倾向和厚

度上的变化情况。对于直接位于古侵蚀面上的矿体，要研究古侵蚀面特征、矿体厚度变化规律和工业矿

体的连续程度，对内部结构复杂的矿体要研究矿石类型、夹石性质和其他连接标志。对形态复杂的矿体，

要研究矿体产状和形态变化特征，对于富硫铁矿矿石（ω（S）≥35％），要研究产出地质特征和分布

规律。 

4.4.2.2  详细研究和查明矿体褶皱和断裂的性质、规模、形态、产状、断距，特别是位于矿床首采区

和影响矿床开采总体设计的地质构造，要研究其空间展布、相互关系和发育程度，研究构造与矿体的关

系。详细研究小断层或小褶皱的发育程度、分布规律及其对矿床开采的影响。 

4.4.2.3  揭露和研究确定矿体氧化带发育程度、发育规律和氧化带的界线及分布范围。 

4.4.3 矿石质量 

4.4.3.1  详细查明硫铁矿矿石的矿石矿物和脉石矿物组分、含量、粒度、结构构造、嵌布特征。划分

矿石自然类型，研究其相互关系、比例和空间分布规律。 

4.4.3.2  详细查明矿石的化学成分和有用、有害组分的含量及赋存状态。划分矿石品级和矿石工业类

型。研究工业类型与自然类型的关系。当矿石中有害组分超过允许含量时，要研究其分布范围和变化规

律。硫铁矿矿石工业类型分类参见附录G。 

4.4.3.3  详细研究和查明矿体中夹层及顶底板围岩的矿物成分和有用、有害组分的含量。 

4.4.3.4  详细研究矿床氧化带、混合带与原生带矿石类型、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化学成分和氧化特

征。 

4.4.4 矿石选冶加工技术性能试验 

4.4.4.1  易选矿石应进行可选性试验或实验室流程试验，难选矿石和新类型矿石应在矿石工艺矿物学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或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必要时进行半工业性试验，为选择最佳选冶

工艺流程提供依据。 

4.4.4.2  对有用和有害组分较高的精矿，必要时尚需做矿石焙烧试验，为烧渣综合利用提供依据。 

4.4.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4.4.5.1  矿区水文地质 



DZ/T 0210—XXXX 

8 

a） 调查研究区域水文地质条件，详细查明含（隔）水层的岩性、厚度、产状、分布，矿床顶、底

板隔水层的稳定性，主要充水、含水层的富水性、渗透性、水位、水质、水温、地下水的水头高度、水

力坡度、径流场特征与动态变化。 

b） 详细查明构造破碎带、岩溶发育带、风化破碎带、地下暗河等的导水性和富水性及其对矿床充

水的影响。 

c） 对岩溶发育的矿床，着重研究岩溶的发育程度、分布、形态、类型、充填程度及其与岩性、构

造、地形地貌、水文等因素的关系，查明岩溶、地下暗河分布及其对矿床破坏和充水的影响。 

d） 阐明地表水、老窿水、地下暗河等的分布、水文特征，地表水与含水层的水力联系，及其对矿

床充水的影响。 

e） 调查矿区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构造中等-复杂矿床应有专门的水文地质钻孔进行单

孔或多孔抽水试验，确定水文地质边界，矿床主要充水因素、充水方式和途径，结合矿床可能的开拓方

案，预测第一开拓水平的正常和最大涌水量，必要时估算最低开拓水平的可能涌水量，为矿山开采设计

的涌水量提供依据，提出矿山防水建议。 

f） 对矿床疏干排水及矿坑水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做出评价，提出供水水源方向。 

g） 对赋存有地下热水的矿区，要研究对矿床开采的影响及其利用的可能性。 

4.4.5.2  矿区工程地质 

a） 研究矿体围岩的工程地质特征，详细查明对矿床开采不利的工程地质岩组的性质、产状与分布。

各类结构面（构造结构面、软弱层等）的发育程度和组合特征。 

b） 测定矿石、围岩的物理力学性质。 

c） 评价矿体和顶、底板围岩的稳定性或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 

d） 预测可能发生的工程地质问题，研究提出防治措施。 

4.4.5.3  矿区环境地质 

a） 调查矿区崩塌、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地质灾害的分布、活动性及其对开采的影响，以及

地温异常对开采的影响，预测因开采和疏干地下水及其他突发因素可能引起的地面塌陷、地裂缝、滑坡

和崩塌等，研究可能形成条件和分布范围，预测其发展趋势，提出防治建议。 

b） 搜集地震活动史及新构造活动资料，对区域稳定性进行评价。 

c） 阐明影响矿区建设的大断层、滑坡、泥石流、危岩及岩溶等不利的环境地质条件。 

d） 评价岩、矿石和地下水（含酸性水、热水）中可能影响人身健康及环境保护的有害元素、气体

及放射性物质，当超过允许含量时，应测定其分布范围。煤系沉积型硫铁矿床需评价瓦斯气对矿床开采

的影响，提出防治建议。 

e） 研究和测定硫铁矿矿石氧化速度和地温状况，为矿山建设设计、预防矿石氧化自热自燃提供基

础资料。 

f） 评价矿床开采时对矿区地质环境的破坏和影响，对矿坑水的排放及利用，采矿废石、尾矿的堆

放及利用提出建议。 

4.4.5.4  确定矿区开采技术条件类型，对矿区开采技术条件的复杂性做出评价。 

4.4.6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4.4.6.1  利用勘查硫铁矿的工程，通过取样分析，基本或详细查明伴生矿产的种类、含量、赋存状态、

分布规律、富集条件、与主矿产相互关系。 

4.4.6.2  结合选矿加工试验资料，对综合回收利用做出评价。 

4.4.6.3  煤系沉积型硫铁矿矿床，对具有工业价值的煤矿、铝土矿、粘土矿资源，要进行以硫为主的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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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4  硫铁矿型、多金属型硫铁矿矿床，共伴生的矿产主要有：Fe、Cu、Pb、Zn、Co、Au、Ag、Se、

Te等，首先应从硫入手全面控制，再根据共、伴生矿体的规模、产状及变化特点，按相应矿种的有关规

定加以控制，达到硫与多金属综合勘查的目的。 

硫铁矿矿床伴生有用组分的综合评价指标参见附录F。 

4.4.7 资源储量比例 

一般应按照“保证首采区还本付息、矿山建设风险可控”的原则，通过论证，合理确定各级资源量

的比例。勘探范围内，探明资源量一般应占总资源储量的20%以上,探明资源量和控制资源量之和一般应

占总资源储量的50%以上,大型以上矿床探明资源量和控制资源量之和占总资源储量比例可适当降低。 

5 绿色勘查 

5.1 基本要求 

5.1.1  应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贯穿于矿产勘查设计、施工、验收、成果提交的全过程，实

施勘查全过程的环境影响最小化控制。 

5.1.2 依靠科技和管理创新，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污染和破坏。倡导

采用能够有效替代槽探、井探的勘查技术手段；鼓励采用“一基多孔、一孔多支”等少占地的勘查技术。 

5.1.3  应对施工人员进行环境保护知识、技能培训，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切实落实绿色勘查要求。 

5.2 勘查设计 

5.2.1  勘查设计应充分体现并明确提出绿色勘查要求。 

5.2.2  勘查设计前，应进行实地踏勘，对勘查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及程度作出预判。 

5.2.3  勘查设计中，应统筹勘查目的任务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采用适宜的勘查方法、技术手

段、设备、工艺和新材料，合理部署勘查工程，并对场地选址、道路选线、物料堆存、废弃物处理、各

项工程施工、环境恢复治理等勘查活动各环节的绿色勘查工作作出明确的业务技术安排，制定明确的预

防控制措施和组织管理措施 

5.3 勘查施工 

5.3.1  勘查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勘查设计落实绿色勘查要求。优化工程设计时，应充分考虑绿色

勘查要求。 

5.3.2  应对车辆、人员通行、工程占地等对土壤植被的损毁，机械运行排放的废气污染，设备运行产

生的光噪干扰，挖坑埋置检波器和激发放炮造成的破坏，开挖土石造成的滑塌或坡面泥石流，以及泥浆

（废水、废渣、废油料等）、生活垃圾、废弃物引起的污染等进行有效管控。 

5.4 环境恢复治理与验收 

5.4.1  勘查工作或阶段工作结束，应针对勘查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强制

性标准和恢复治理设计要求，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及时开展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最大限度消除

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5.4.2  项目竣工验收应将绿色勘查要求落实情况作为重要考核内容。 

6 勘查工作及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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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矿产勘查测量 

6.1.1  普查、详查、勘探阶段与资源储量估算相关的各种地质剖面、探矿工程、矿体等均应进行定位

测量。 

6.1.2  矿产勘查测量应采用全国现行统一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测量的精度要求应执行GB／T 18341。

对于边远地区小矿，周围没有可供联测的全国坐标系统基准点时，可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静态测量技

术结合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成果测量高程。 

6.2 地质填图 

6.2.1  在普查区内应测制（1∶2 000）～（1∶10 000）矿区地形地质图。 

6.2.2  在详查、勘探区范围内，一般测制1∶2 000矿区地形地质图，对矿体延展规模小的第Ⅲ勘查类

型应测制1∶l 000地形地质图。对由若干矿段组成的矿区应测制（1∶5 000）～（1∶10 000）矿区地

形地质图。对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的矿床，要分别编制地形地质图和基岩地质图。 

6.2.3  普查、详查、勘探阶段勘探线剖面图都应实测，比例尺一般（1∶500）～（1∶2 000）。对矿

体延深很大的第Ⅰ勘查类型矿床可测制1∶2 000勘探线剖面图。 

6.2.4  地质填图工作方法及质量要求，按GB／T 33444执行。  

6.3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 

各种比例尺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测量和环境地质调查，均应符合相应比例尺规范的要求和相应勘

查阶段对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的要求。其工作方法和技术要求，按GB 12719执行。 

6.4 物探、化探工作 

6.4.1  根据矿区地质、矿体和围岩的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以及不同勘查阶段的地质目的，选择经

济有效的物探、化探方法。 

6.4.2  物探、化探测量尽可能与地质测量比例尺相一致，并确定有效的成图方法，做好物探、化探资

料的综合解释。 

6.4.3  各种比例尺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测量的质量都应符合相应比例尺规范的要求。 

6.5 探矿工程 

6.5.1  地表山地工程：通过浅坑、小圆井、洛阳铲、剥土、浅钻、槽探等，用于揭露浅部矿体、构造、

重要地质界线和各类异常，揭露矿体露头的工程要深入基岩。对覆盖层很厚或槽探（浅井）无法施工的

地段，可施工浅钻。 

6.5.2  钻探工程：主要采用岩心钻探，勘探线应垂直矿体走向，并严格控制钻孔穿矿偏线距，岩矿心

及顶底板采取率不得低于规程规定的岩矿心采取率。 

6.5.3  坑探工程：在地形有利的条件下，为勘查和评价某些复杂的矿床或采取某些必需的大样时，可

在矿床的上部或首采区采用坑探手段，以更加有效地揭露各种复杂的地质现象，查明矿体和矿石质量特

征。坑探工程的布设应以探矿目的为主，并尽可能考虑为未来矿山建设生产所利用，同时应尽量与已完

工、已布设和将要布设的其他探矿工程相衔接。 

6.5.4  各种探矿工程质量要求，应按相应的规程、规定执行。 

6.6 化学分析样品的采集、加工及化验分析 

6.6.1 样品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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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  所有见矿工程都应对矿体及其顶底板分段连续取样。采样质量要求按GB/T 33444中的相关要

求执行。 

6.6.1.2  刻槽样断面规格一般为5 cm× 3 cm～10 cm× 3cm。对分布不均匀的团块状或角砾状矿石，

断面规格应根据矿石特征适当增大。钻孔岩矿心沿长轴锯取二分之一作为样品。 

6.6.1.3  样品长度视矿石类型和结构构造等具体情况合理确定，一般不大于工业指标的最小可采厚度。

对矿石质量稳定的矿体，采样长度可适当加长，但不得大于夹石剔除厚度。对贫、富不一的互层矿或矿

体与围岩的过渡带，以及用肉眼容易识别、分层明显的夹层，均应缩小取样长度（0.5 m～1 m）。 

6.6.2 试样制备 

6.6.2.1  样品加工包括碾碎、过筛、拌均和缩分四个程序。样品加工缩分按切乔特公式（Q＝Kd
2
）进

行。硫铁矿化学样品加工的K值常采用0.1～0.2。对加工缩分的质量应定期检查，碎样全过程中的样品

累计损失不得大于5％，缩分误差不得大于3％。 

6.6.2.2  样品加工时烘烤温度一般不大于60℃；物性测试样品烘烤温度不得超过105℃。副样一定要密

封防潮，避高温保存；长期保存的样品，必须用磨口玻璃瓶封蜡包装；对作业时间较长的样品，如选矿

试验样等，必须安排在寒冷干燥的季节，进行采集加工处理。 

6.6.3 化学样的分析 

6.6.3.1  基本分析 

a） 所有见矿工程样品均进行基本分析。分析项目一般为全硫（TS）。加强硫铁矿矿石类型研究，

硫酸盐型硫铁矿应进行有效硫的分析。对矿石中具综合利用价值的同体共生矿产，还应测定共生矿产的

有用组分含量。 

b） 基本分析样品要适当增加有关硫化物中金属元素和硫酐（SO3）等化验项目，其数量控制在基

本分析样品总数的30％左右。 

c） 有效硫的分析，须在普查、详查、勘探阶段初期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工程和剖面，在基本分析

中了解其含量。加强硫铁矿矿石类型研究，硫酸盐型硫铁矿应进行有效硫的分析。须进行全硫和有效硫

对比试验，当矿石中有效硫与全硫相差≥3％时，应查明其原因，必要时要进行组合分析，掌握其大致

规律，查明其大致分布范围。 

6.6.3.2  组合分析 

a） 组合分析样应按矿体、分矿石类型（或品级）从基本分析副样中提取，一般按工程或块段，也

可视情况按剖面、中段，甚至矿体，依样长代表的真厚度比例进行组合（钻探工程取样，按工程组合时，

也可依样长比例组合）。 

b） 单个组合分析样品重量一般为200～400g,其中1/2作为副样保存，1/2作为正样送测试。 

c） 组合分析项目一般为：Fe、Pb、Zn、As、F、Au、Ag、Cu、Co以及根据定性半定量全分析、化

学全分析结果所确定的其他有用、有害组分的项目。煤系沉积型硫铁矿应增加C。 

6.6.3.3  物相分析 

a） 物相分析的目的为了查定矿石中有用、有害组分的赋存状态、物相种类、含量和分配率，划分

矿石的自然类型和工业类型，了解矿床的自然分带。 

b） 物相分析一般自地表向下或沿导致氧化带发育的断层、构造破碎带取样，直至确定原生带，但

为了分析可以利用的或不能利用的物相种类中的有用组分含量，也需在原生带内取样。每条勘查剖面上

应在不同勘查工程中采取不少于3个原生矿的物相分析样，进行物相分析。 

c） 物相分析样品一般应专门采取，也可在基本分析副样中提取。采样与分析必须及时进行，以免

样品氧化影响质量。 

d） 物相分析项目为硫元素的全含量、硫化态和氧化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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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4  全分析 

全分析是为了全面了解矿体中各种矿石类型的化学组成。在定性半定量全分析和岩矿鉴定基础上，

选择一至两个有代表性的工程，按基本分析或大于可采厚度五倍的组合分析副样，进行化学全分析。 

6.6.3.5  分析测试单位资质 

样品分析测试，应由国家和省级认证的有资质的化验单位承担。 

6.6.4 分析质量检查 

6.6.4.1  凡参加矿体圈定、资源量估算的基本分析、组合分析结果，均需进行内、外检；物相分析结

果应酌量进行内、外检。基本分析、组合分析结果的内、外检应分批、分期进行。 

6.6.4.2  内检样品由原送样单位从分析样品的副样中抽取，编密码送原分析室进行分析。外检样品由

原实验室从内检合格样品的正余样中抽取，送指定实验室进行外检，附原分析方法说明。内、外检样品

数量分别为原分析样品总数的10％和5％；在详查、勘探阶段，基本分析样的内、外检样品一般不得少

于30个。各批（期）次样品的内、外检合格率均不应低于90%。具体按DZ/T 0130执行。 

6.6.4.3  当外检合格率不符合要求或原分析结果存在系统误差，而原测试单位和外检单位不能确定误

差原因，或者对误差原因有分歧意见时，应由原分析（基本分析、组合分析）单位和外检单位协商确定

仲裁单位，进行仲裁分析，根据仲裁分析结果进行处理。 

6.7 矿石选冶试验样品的采集与试验 

6.7.1  采样前应根据试验目的和要求，尽量与承担试验单位和设计生产部门共同协商编制采样设计。

实验室各阶段试验样品采集由勘查单位负责。勘查单位应对半工业试验样品的采集予以协助。 

6.7.2  所采的样品在矿石类型、品级、物质成分、结构构造以及空间分布等方面，应具有充分的代表

性。考虑开采时的贫化可掺入一定量的围岩及夹石，使试样的品位略低于勘查区（段）的平均品位。试

验样应按矿石类型、品级分别采取，还应按不同矿石类型所占比例采取混合试验样。粉状硫铁矿矿石与

原生矿石的可选性能和选矿方法都不相同，两者不能混采。当粉状硫铁矿矿石发育时，应单独取样试验。

试验样可在槽、井、坑道中采取。在深部无坑探的条件下，也可在钻孔中采取。采样方法多采用全巷法、

剥层法、岩心锯开法等。试验样的质量应根据试验的目的要求与试验单位商定。 

6.7.3  对原矿和最终产品的多项分析要包括全硫、有效硫、全铁和三氧化二铁、氧化亚铁以及其他与

矿石特点和综合评价有关的项目；要进行选矿样品的金属和硫量的平衡分析。 

6.8 岩、矿石物理技术性能测试样品的采集与试验 

6.8.1 岩、矿石物理力学试验样 

详查或勘探矿区需采集岩、矿石物理力学试验样，采样种类与地点应根据实际需要选定。样品要有

代表性，主要布置在第一开采水平或首期开采地段。测定项目包括湿度、块度、孔隙度、松散系数、自

然安息角，以及矿体及其顶底板围岩的抗压、抗剪、抗拉强度等，按现行规范、规定进行测试。 

6.8.2 体积质量（体重）样 

6.8.2.1  原生矿石的小体积质量（体重）样一般都应在钻孔或坑道中采集。采样体积不小于60 cm
3
，

对结构不均匀的矿石应适当增大体积。在详查勘探阶段，采样数量按矿体中主要矿石类型或品级每种不

少于30个。每个样品要同时测定S和其他估算资源储量并影响体积质量（体重）的组分，以研究体积质

量（体重）与品位的关系。 

6.8.2.2  粉状硫铁矿矿石的小体积质量（体重）样可根据其分布情况采自各种探矿工程。采样体积一

般不小于200 cm
3
。若粉状硫铁矿发育时，在勘探阶段，要增加一至三个大体积质量（体重）样。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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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不小于0.125 m
3
。同时配采小体积质量（体重）样和化学样，对大体积质量（体重）样的采样方法

和代表性进行论证。 

6.8.2.3  在采集粉状硫铁矿矿石体积质量（体重）样的同时要测定湿度，并记录采样的季节或气候条

件。 

6.8.3 矿石氧化速度试验及矿区地温测定 

在详查、勘探阶段，根据硫铁矿矿床和矿石特点，必须在地面进行硫铁矿矿石氧化速度的试验；在

探矿工程中进行矿区地温测定，掌握一定的矿石氧化速度和矿山地下温度数据，供矿山建设设计参考。 

6.9 原始地质编录、资料综合整理和报告编制 

6.9.1  原始地质编录必须在现场进行，各项原始资料必须及时、取准、取全，各项原始地质编录按DZ/T 

0078要求执行。 

6.9.2  资料综合整理要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特别是规律性的研究，用以指

导勘查工作，资料综合整理按DZ/T 0079执行。 

6.9.3  勘查报告的编制按DZ/T 0033执行。 

7 可行性评价 

7.1 基本要求 

7.1.1  为了使硫铁矿勘查与矿山建设紧密衔接，避免矿产勘查和开发的投资失误，提高矿产勘查和开

发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在普查、详查、勘探三个阶段，均应进行可行性评价工作。 

7.1.2  可行性评价根据研究深度由浅到深划分概略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三个阶段。 

7.1.3  可行性评价应视研究深度的需要，综合考虑地质、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

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因素，分析研究矿山建设的可能性（投资机会）、可行性，并作出是否宜由

较低勘查阶段转入较高勘查阶段、矿山开发是否可行的结论。 

7.2 概略研究 

7.2.1 通过了解分析项目的地质、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

策等因素，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的简略研究，作出矿床开发是否可能、是否转入下一勘查

阶段工作的结论。 

7.2.2 概略研究可以在各勘查工作程度的基础上进行。 

7.3 预可行性研究 

7.3.1 通过分析项目的地质、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

因素，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初步研究。作出矿山建设是否可行的基本评价，为矿山建设

立项提供决策依据。 

7.3.2 预可行性研究应在详查及以上工作程度基础上进行。 

7.4 可行性研究 

7.4.1 通过分析项目的地质、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

因素，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的详细研究。作出矿山建设是否可行的详细评价，为矿山建设

投资决策、确定工程项目建设计划和编制矿山建设初步设计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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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可行性研究一股应在勘探工作程度基础上进行。 

8 资源储量类型条件 

8.1 资源量 

8.1.1 资源量类型划分 

按照地质可靠程度由低到高，资源量分为推断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和探明资源量。资源量和储量类

型及其转换关系见附录A.1。 

8.1.2 推断资源量 

是经稀疏取样工程圈定并估算的资源量，以及控制资源量或探明资源量外推部分；矿体的空间分布、

形态、产状和连续性是合理推测的；其数量、品位或质量是基于有限的取样工程和信息数据来估算的，

地质可靠程度较低。其地质可靠程度的具体条件如下： 

a) 初步控制矿体的形态、总体产状和空间位置； 

b) 初步控制控矿和破坏矿体的较大褶皱、断裂、破碎带的性质、产状和分布范围；大致控制主要

岩浆岩、含矿岩系、夹石、无矿带岩石的岩性、产状及其分布变化规律； 

c) 初步查明影响矿石综合回收效果的有用有害组分及其赋存状态、分布变化规律；矿石类型（品

级）。 

8.1.3 控制资源量 

是经系统取样工程圈定并估算的资源量；矿体的空间分布、形态、产状和连续性已基本确定；其数

量、品位或质量是基于较多的取样工程和信息数据来估算的，地质可靠程度较高。其地质可靠程度的具

体条件如下： 

a) 基本控制矿体的形态、产状、空间位置； 

b) 基本控制对矿体有控制或破坏作用，影响中段（或水平）开拓的较大褶皱、断裂、破碎带的性

质、产状和分布范围；初步控制主要岩浆岩、含矿岩系、夹石、无矿带岩石的岩性、产状及其分布变化

规律； 

c) 基本查明影响矿石综合回收技术效果的有用有害组分及其赋存状态、分布变化规律；矿石类型

（品级）；需要分采且地质条件允许的，矿石类型（品级）及其空间范围已基本圈定。 

8.1.4 探明资源量 

是在系统取样工程基础上经加密工程圈定并估算的资源量；矿体的空间分布、形态、产状和连续性

已确定；其数量、品位或质量是基于充足的取样工程和详尽的信息数据来估算的，地质可靠程度高。其

地质可靠程度的具体条件如下： 

a) 详细控制矿体的形态、产状和空间位置； 

b) 详细控制影响中段（或水平）采准的较大褶皱、断层、破碎带的性质、产状和分布范围；基本

控制主要岩浆岩、含矿岩系、夹石、无矿带岩石的岩性、产状及其分布变化规律； 

c) 详细查明影响矿石综合回收技术效果的有用有害组分及其赋存状态、分布变化规律；矿石类型

（品级）。需要分采且地质条件允许的，矿石类型（品级）及其空间范围已详细圈定。 

8.2 储量 

8.2.1 储量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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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地质可靠程度，按照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转

换因素的确定程度由低到高，储量可分为可信储量和证实储量。 

8.2.2 可信储量 

经过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或与之相当的技术经济评价，基于控制资源量估算的储量；或某些

转换因素尚存在不确定性时，基于探明资源量而估算的储量。 

8.2.3 证实储量 

经过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或与之相当的技术经济评价，基于探明资源量而估算的储量。 

9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 

9.1 矿床工业指标 

9.1.1  矿床工业指标是评价矿床工业价值和圈定矿体估算矿产资源储量的依据。普查阶段可采用一般

工业指标圈定矿体，参见附录E。详查、勘探报告工业指标，一般应在勘查工作基本结束前，通过多方

案试圈及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或结合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根据矿床特征、开采技术条件和选矿

加工试验资料，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可行性评价，推荐矿体形态完整，资源回收率高，经济效益好的

指标方案。多金属型硫铁矿床要制定综合工业指标。 

9.1.2  矿床工业指标内容包括边界品位、最低工业品位、最小可采厚度、夹石剔除厚度、有害组分最

大允许含量、矿石品级划分等。 

9.1.3  在勘探阶段，对粉状硫铁矿和高品位矿石，凡能单独分采者，应制定分级开采指标。必要时可

规定有害组分最大允许含量。凡能在采、选、加工过程中富集回收利用的伴生组分和矿床内需要开采的

异体共生矿产，也应制定相应的指标。 

9.2 资源量估算一般原则 

9.2.1  矿体的圈定必须根据矿体赋存规律，严格按工业指标合理进行圈定。 

9.2.2  参与矿产资源量估算的工程质量和其他基础资料，应符合有关规范和规程、规定的要求。 

9.2.3  根据矿体的产状、形态及勘查工程布置形式合理选用矿产资源量估算方法，一般采用几何法、

地质统计学法、SD法等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鼓励采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建立数据库和三维地质模型，估

算资源量。倡导采用经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机构资质认证公告的相关软件。对估算方法

和结果的正确性，可采用其他方法进行对比。 

9.2.4  根据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和分类条件，分矿体块段、矿产资源储量类型、能分采的矿石类型或品

级分别估算矿石量和矿石品位。当开采方式不同时应分别估算露采、坑采地段的矿产资源储量和矿石品

位，同时估算露天采场的剥离量。 

9.2.5  对工业指标中规定的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共生矿产和伴生有用组分，应分别估算矿产资源储量

和矿石品位。 

9.2.6  探明资源量块段划分，原则上应以工程间距圈定的范围为限。 

9.2.7  估算的矿产资源量应圈出并扣除采空区的矿产资源量。对地面压矿的永久性建筑物、铁路、主

干公路、水库、湖泊、河流等下面的禁采区，均应单独估算资源量。采空区的矿产资源量单圈单算，作

为消耗（动用）资源量对待。 

9.2.8  矿石量以万吨为单位，并表示矿石品位。 

9.3 储量估算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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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因素（简称转换

因素），通过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或与之相当的技术经济评价，认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技术可行、

经济合理、环境允许时，考虑可能的矿石损失和贫化后，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扣除设计损失和采矿

损失后方能转为储量。 

9.4 对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的要求 

9.4.1  参与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的各项参数，普查、详查、勘探阶段必须实测，数据要准确可靠，具有

代表性。 

9.4.2  矿体品位因粉状硫铁矿发育而沿倾向有规律变化时，应采用地表、地下分组平均求得块段平均

品位。 

9.4.3  因粉状硫铁矿发育而使地表矿体品位显著增高，厚度显著增大的个别工程，不应直接参与矿产

资源储量估算，应以最近地区法估算该块段之资源储量。对形成一定规模者，应与原生带分别估算。 

9.5 资源储量类型确定 

应根据矿床不同矿体、不同地段（块段）的勘查控制研究程度，客观评价分类对象的地质可靠程度，

并结合可行性评价的深度和结论，确定矿产资源储量类型。具体按GB/T 17766执行。 

9.6 资源储量估算结果 

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应以文、图、表的方式，按保有、动用和累计查明，主矿产、共生矿产和伴生矿

产，不同矿石工业类型（或品级），将不同资源储量类型反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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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固体矿产资源量和储量类型及其转换关系 

A.1 资源量和储量类型及其转换关系图 

资源量和储量类型及其转换关系见图A.1。 

 

 

 

 

 

 

 

 

 

 

 

 

图A.1  资源量和储量类型及转换关系示意图 

A.2 资源量和储量的相互关系 

A.2.1 资源量和储量之间可相互转换。 

A.2.2 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可转换为储量。 

A.2.3 资源量转换为储量至少要经过预可行性研究，或与之相当的技术经济评价。 

A.2.4 当转换因素发生改变，已无法满足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的要求时，储量应适时转换为资源

量。 

 

 

 

 

 

 

 

探明资源量 证实储量 

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可信储量 

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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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硫铁矿矿石技术指标 

工业加工对硫铁矿矿石产品的质量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行业标准HG／T2786-1996执行。 

硫铁矿产品质量应符合B.1要求。硫精矿产品质量应符合表B.2。 

表 B.1  硫铁矿技术指标 

项目 

（ωB）％ 

指    标 

优  等  品 
一等品 

合  格  品 

优—I 优—Ⅱ 合—I 合—Ⅱ 

有效硫（S） ≥38 ≥35 ≥28 ≥25 ≥22 

砷（As） ≤0.05 ≤0.10 ≤0.15 

氟（F） ≤0.05 ≤0.10 

碳（C） ≤2.0 ≤3.0 ≤5.0 

注：1 各组分含量均以干基计。 

2 合—Ⅱ仅适用于煤系沉积硫铁矿。 

3 多金属硫铁矿砷的技术指标按合同执行。 

4 水分是计量依据,技术指标由供需双方议定。 

5 粒度应小于或等于250 mm。 

表 B.2  硫精矿技术指标 

项目 

（ωB）％ 

指    标 

优  等  品 
一等品 合格品 

优—I 优—Ⅱ 

有效硫（S） ≥48 ≥45 ≥38 ≥28 

砷（As） ≤0.05 ≤0.07 ≤0.10 

氟（F） ≤0.05 ≤0.07 ≤0.10 

碳（C） ≤1.0 ≤2.0 

注：1各组分含量均以干基计。 

2 多金属硫精矿砷的技术指标按合同执行。 

3 水分是计量依据,技术指标由供需双方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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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勘查类型划分依据 

  

C.1 硫铁矿和多金属型矿床 

C.1.1 矿体规模 

C.1.1.1  大型：矿体长＞1 000 m，宽＞300 m。 

C.1.1.2  中型：矿体长500 m～1 000 m，宽200 m～300 m。 

C.1.1.3  小型：矿体长＜500 m，宽＜200 m。 

C.1.2 矿体形状的复杂程度 

C.1.2.1  简单：层状、似层状、规则的透镜状，分支现象少，内部夹石无或少。 

C.1.2.2  较简单：透镜状、脉状、扁豆状，有一定的分支现象，内部有一定量的夹石。 

C.1.2.3  复杂：囊状、不规则透镜状、脉状、扁豆状，凹凸不平，常有分支，内部夹石多。 

C.1.3 矿体厚度的稳定程度 

C.1.3.1  稳定：厚度变化小，变化规律性显著，变化系数＜40％。 

C.1.3.2  较稳定：厚度变化较大，变化规律性不显著，变化系数40％～100％。 

C.1.3.3  不稳定：厚度变化大，变化系数＞100％。 

C.1.4矿床构造复杂程度 

C.1.4.1  简单：倾斜平缓（倾角60°以内）的单斜，且倾斜稳定，断层稀少。 

C.1.4.2  中等：具简单褶皱并出现少量断层；倾斜陡（倾角在60°以上）的单斜构造，或急倾斜矿床。 

C.1.4.3  复杂：地层褶皱频繁，断层较多；倒转褶曲的一翼或倾向不定的脉状矿床。 

C.1.5 主要有用组分分布均匀程度 

C.1.5.1  均匀：品位变化系数＜30％。 

C.1.5.2  较均匀：品位变化系数30％～100％。 

C.1.5.3  不均匀：品位变化系数＞100％。 

C.2  煤系沉积型矿床 

C.2.1 矿体规模 

C.2.1.1  大型：矿体长＞3 000 m，面积＞3 km
2
。 

C.2.1.2  中型：矿体长1 000 m～3 000 m，面积1km
2
～3km

2
。 

C.2.1.3  小型：矿体长＜1 000 m，面积＜1 km
2
： 

C.2.2 工业矿体连续程度 

C.2.2.1  连续：无或偶有不可采地段，工业矿体占有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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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2  较连续：局部出现不可采地段，工业矿体占有率70％～95％。 

C.2.2.3  不连续：常出现不可采地段，工业矿体占有率＜70％。 

C.2.3 矿体形状的复杂程度 

C.2.3.1  简单：层状、似层状，外形很规则，内部夹石少或无。 

C.2.3.2  较简单：似层状、规则的透镜状，外形较规则，内部夹石少。 

C.2.3.3  复杂：透镜状、扁豆状与脉状，外形不规则，有分支现象，内部夹石多。 

C.2.4 矿体厚度的稳定程度 

C.2.4.1  稳定：厚度变化小，有规律性变化，相邻工程厚度差 ＜1倍，变化系数 ＜40％。 

C.2.4.2  较稳定：厚度有一定变化，变化规律性较显著，相邻工程厚度差1～2倍，变化系数40％～70％。 

C.2.4.3  不稳定：厚度变化大，变化规律性不显著，相邻工程厚度差＞2倍，变化系数＞70％。 

C.2.5 矿床构造复杂程度 

C.2.5.1  简单：产状变化小，呈缓倾斜的单斜或宽缓的向、背斜，少有波状起伏，断层稀少，对矿层

影响小。 

C.2.5.2  中等：产状有一定变化，呈陡倾斜一缓倾斜的向斜、背斜或单斜，偶有波状起伏或有少数断

层破坏矿体。 

C.2.5.3  复杂：产状变化大，次级褶皱发育，形成紧密的复式褶皱或矿体受几组断层分割破坏，形成

若干断块。 

C.2.6 主要有用组分分布均匀程度 

C.2.6.1  均匀：品位变化系数＜30％。 

C.2.6.2  较均匀：品位变化系数30％～100％。 

C.2.6.3  不均匀：品位变化系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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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勘查类型基本控制工程间距 

表 D.1  勘查类型基本控制工程间距参考表 

 

勘查类型 

控制的工程间距  m     

实    例 
硫铁矿型和多金属型矿床 煤系沉积型矿床 

沿走向 沿倾向 沿走向 沿倾向 

第Ⅰ勘查类型 200～300 100 400～800 400 

广东大降坪硫铁矿Ⅳ号矿体；四川

川南硫铁矿周家矿段;四川川南硫

铁矿大树矿区西北段 

第Ⅱ勘查类型 100～150 50～75 200～400 200 

内蒙古炭窑口硫铁矿矿床；辽宁张

家沟磁黄铁矿矿床；安徽向山硫铁

矿矿床；四川川南硫铁矿渡船坡矿

段；山西刘家山矿区（S2矿层） 

第Ⅲ勘查类型 50～75 50 100～200 100 

广东井冲角硫铁矿 10 号矿体、西矿

湖硫铁矿矿床；山西阳泉硫铁矿荫

营矿段；河南冯封硫铁矿矿床； 

注: 1 矿体规模大、产状稳定的矿床可以适当放稀工程间距。 

2 根据矿体沿走向和倾向的变化，可以变换和调整走向和倾向的工程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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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硫铁矿一般工业指标 

E.1  硫铁矿一般工业指标是供普查阶段圈定矿体、估算资源量的参数依据（表E.1）。 

E.2  在硫铁矿短缺又急需地区，可根据矿床的开采方式，选矿难易程度、共伴生矿产或组分的综

合利用情况等因素，在宏观经济效益允许的条件下，其最低工业品位及可采厚度可适当降低。 

E.3  有害组分超过最大允许含量的矿石，应单独圈出其范围，供工业部门采取措施处理利用。 

E.4  当硫铁矿矿石中伴生有硫酸盐类矿物（明矾石、石膏、重晶石等）时，则矿石品位应剔除这

部分的含硫量。 

E.5  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矿床中的伴生硫，应注意综合评价和综合利用（伴生硫的含量一般达到多

少才能综合利用，根据具体矿床研究确定）。 

表 E.1  硫铁矿一般工业指标参考表 

项    目 指    标 

边界品位 硫（S）（％） 8 

最低工业品位 硫（S）（％） 14 

最小可采厚度（m） 0.7～2.0 

夹石剔除厚度（m） 1～2 

有害组分最 

大允许含量 

砷（As）（％） 0.1（酸洗流程）或 0.2（水洗流程） 

氟（F）（％） 0.05（酸洗流程）或 0.1（水洗流程） 

碳（C）（％） 5～8 

硫铁矿矿石 

品级划分 

Ⅰ级品（S）（％） ≥35 

Ⅱ级品（S）（％） 25～35 

Ⅲ级品（S）（％）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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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硫铁矿矿床伴生矿产的综合利用 

硫铁矿常与多金属矿共伴生。硫铁矿型、多金属硫铁矿型硫铁矿矿床共伴生的主要有 Fe、Cu、

Pb、Zn、等矿产和 Au、Ag、Co、Se、Te、Cd等元素，以及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煤系沉积型硫铁

矿矿床，硫铁矿常与煤、铝土矿、耐火粘土等矿产共生。 

硫铁矿矿床地质勘查各阶段均应进行以硫为主的综合勘查、综合评价，供综合开发利用。具体

按 GB/T25283执行。 

硫铁矿矿床伴生有用组分综合评价参考指标见表 F.1。 

表 F.1  硫铁矿矿床伴生有用组分综合评价指标参考表 

名  称 综合评价指标 名  称 综合评价指标 名  称 综合评价指标 

铜（Cu） 0.1％～0.2％ 铅（Pb） 0.2％～0.4％ 锌（Zn） 0.2％～0.4％ 

金（Au） 0.2 g／t 银（Ag） 5 g／t  钴（Co） 0.01％～0.02％ 

硒（Se） ≥0.001％ 碲（Te） ≥0.005％ 镉（Cd） ≥0.001％ 

注：1 本指标是对硫铁矿矿石加工利用时可以随硫精矿富集或能选出独立精矿的，或能富集于其副产品中的矿种

（元素）而言。 

2 对 Cu、Pb、Zn 等可通过选矿富集回收者，宜采用指标的下限。 

3 矿石中其他组分达到一定含量，并能回收利用的，亦应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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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硫铁矿矿石工业类型 

表 G.1  硫铁矿矿石工业类型分类简表 

工  业  类  型 矿  物  成  分 实    例 

I.黄铁矿矿石 
1.硅酸盐黄铁矿矿石 黄铁矿、石英、长石、粘土矿物等 安徽向山硫铁矿、浙江龙游硫铁矿 

2.碳酸盐黄铁矿矿石 黄铁矿、白云石、方解石、炭质等 山西阳泉、雁门坝硫铁矿 

Ⅱ.磁黄铁矿矿石 磁黄铁矿、黄铁矿、黄铜矿等 福建大田硫铁矿、辽宁张家沟硫铁矿 

Ⅲ.多金属黄铁矿矿石 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等 内蒙古炭窑口硫铁矿、江苏潭山硫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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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硫铁矿矿床工业类型 

表 H.1  硫铁矿矿床工业类型分类简表 

大    类 工  业  类  型 

I.硫铁矿型 

1.沉积变质硫铁矿矿床 

2.火山岩硫铁矿矿床 

3.沉积、沉积改造硫铁矿床 

4.矽卡岩硫铁矿矿床 

5.热液充填交代硫铁矿矿床 

Ⅱ.煤系沉积型 6.煤系沉积硫铁矿矿床 

Ⅲ.多金属型 

7.火山沉积多金属硫铁矿矿床 

8.沉积变质多金属硫铁矿矿床 

9.矽卡岩多金属硫铁矿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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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硫铁矿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表 I.1  硫铁矿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表 

矿床规模 单    位 硫铁矿资源储量   万吨 

大  型 矿  石 ≥3 000 

中  型 矿  石 200～3 000 

小  型 矿  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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