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73.020；73.040 

D13 

      

DZ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地 质 矿 产 行 业 标 准 

DZ/T XXXX—XXXX 
     代替 DZ/T 0215-2002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 

Geological exploration specification of coal 

      

（报批稿） 

      

XXXX-XX-XX发布 XXXX-XX-XX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发 布  





DZ/T X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基本原则 ........................................................................... 1 

4 目的任务及勘查阶段 ................................................................. 1 

5 勘查工作程度 ....................................................................... 2 

5.1 普查阶段 ....................................................................... 2 

5.2 详查阶段 ....................................................................... 2 

5.3 勘探阶段 ....................................................................... 3 

6 勘查工作要求 ....................................................................... 5 

6.1 勘查手段的选择及要求 ........................................................... 5 

6.2 勘查类型及勘查工程间距 ......................................................... 5 

6.3 选择钻探工程基本线距的要求 ..................................................... 7 

7 可行性评价 ......................................................................... 7 

7.1 基本要求 ....................................................................... 7 

7.2 概略研究 ....................................................................... 7 

7.3 预可行性研究 ................................................................... 7 

7.4 可行性研究 ..................................................................... 7 

8 资源储量估算 ....................................................................... 8 

8.1 资源量估算指标 ................................................................. 8 

8.2 资源量估算块段划分的基本要求 ................................................... 8 

8.3 资源量估算的一般要求 ........................................................... 8 

8.4 有夹矸的煤层采用厚度的确定方法 ................................................. 9 

8.5 露天勘查煤层的夹矸和剥离物的估算 ............................................... 9 

8.6 储量估算的基本要求 ............................................................. 9 

9 煤层气和其他有益矿产勘查 ........................................................... 9 

10 资料编录、综合研究和报告编制 ...................................................... 9 

10.1 原始资料编录要求 ............................................................. 10 

10.2 综合研究要求 ................................................................. 10 

10.3 报告编制要求 ................................................................. 10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名词解释 ................................................... 11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勘查工作研究的技术要求 ..................................... 13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煤层气及其他有益矿产的勘查研究 ............................. 18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建议的资源量比例及资源量估算指标 ........................... 22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露天边坡、剥离物分类及勘查工程布置 ........................ 27 

 



DZ/T XXXXX—XXXX 

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Z/T 0215—2002《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泥炭地质勘查相关内容；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1）； 

—增加了绿色勘查的基本原则（见3.1）； 

—修改了资源量类型（见5、6、8、附录E）； 

—取消了预查阶段，修改了各勘查阶段的目的任务（见4）； 

—增加了合并勘查阶段的条件（见4）； 

—补充了各勘查阶段的工作程度要求（见5）； 

—增加了普查最终和详查最终的工作程度要求（见5.3.2）； 

—补充了勘查类型及勘查类型划分的依据（见6.2）； 

—增加了局部可采煤层的资源量估算要求（见6.2.4）； 

—补充了资源量估算一般工业指标的有关要求（见8.1）； 

—增加了资源量估算垂深的起点要求（见8.3.1）； 

—增加了可采范围小但能够圈连成片的煤层一般应估算资源量的要求（见8.3.8）； 

—增加了复煤层、结构复杂煤层、先期开采地段（第一水平）、煤的面积可采系数、全区可采煤层、

大部分可采煤层、局部可采煤层、普查最终、详查最终等名词解释（见附录A）； 

—补充了勘查工作研究的技术要求（见附录B）； 

—增加了勘探阶段冲击地压的工作要求（见附录B）； 

—完善了煤层气综合评价的具体要求（见附录C）； 

—增加了采样点的代表性要求（见附录D）； 

—修改了煤质测试分析要求（见附录D）； 

—增加了全井田探明和控制资源量占资源量总和的比例（见附录E）； 

—增加了勘探阶段的环境地质工作要求（见附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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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

院有限公司、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储量评审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储量评审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倪斌、万会、高利民、张子光、林大扬、申小龙、谢建强、程爱国、潘树仁、贾志

刚、王婉琼、陈美英、高洪烈、时作舟、王世新、党延霞、周霄。 

本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DZ/T 021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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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亦称煤炭）的地质勘查基本原则、目的任务及勘查阶段、勘查工作程度、勘查工作

要求、可行性评价、资源储量估算、煤层气和其他有益矿产勘查、资料编录、综合研究和报告编制等。 

本标准适用于煤的地质勘查工作及其成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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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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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83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 

GB/T 29119 煤层气资源勘查技术规范 

GB/T 33444  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 

DZ/T 0080 煤炭地球物理测井规范 

DZ/T 0187 地面瞬变电磁法技术规程 

DZ/T 0216 煤层气资源储量规范 

DZ/T 0300 煤田地震勘探规范 

MT/T 897 煤炭煤层气地震勘探规范 

MT/T 1090 煤炭资源勘查煤质评价规范 

MT/T 1091 煤矿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勘查评价标准 

3 基本原则 

3.1 坚持依法勘查，实施绿色勘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3.2 从勘查区的实际情况和煤矿生产建设实际需要出发，正确、合理地选用勘查技术手段。 

3.3 注重技术经济效益。以合理的投入和较短的工期取得最佳的地质成果。 

3.4 坚持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3.5 提倡运用新理论，推广使用新技术、新方法。 

4 目的任务及勘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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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地质勘查是为煤炭矿区建设远景规划、矿区总体规划、矿井（露天）建设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

提供地质依据，并为煤炭地质科学研究积累资料。 

依据GB/T 13908，煤炭地质勘查工作通常划分为普查、详查、勘探三个阶段。根据工作区的具体情况

勘查阶段可以调整，即可按三个阶段顺序工作，也可合并或跨越某个阶段。老矿区深部、生产矿井之间以

及孤立的小煤盆地等不涉及井田划分的地区，可一次勘查完毕。 

5 勘查工作程度 

5.1 普查阶段 

5.1.1 任务 

在已知有煤炭资源赋存的地区进行。对工作区煤炭资源进一步勘查的经济意义做出评价，并圈出详查

范围，为详查工作提供依据。 

5.1.2 普查工作程度一般要求： 

a) 确定勘查区的地层层序，详细划分含煤地层，研究其沉积环境特征和聚煤特征； 

b) 初步查明勘查区构造形态，初步评价勘查区构造复杂程度； 

c) 初步查明可采煤层层数、层位、厚度和主要可采煤层的分布范围，大致确定可采煤层煤质特征和

煤类，初步评价勘查区可采煤层的稳定程度； 

d) 调查勘查区自然地理条件、第四纪地质和地貌特征；大致了解勘查区水文地质条件，调查环境地

质现状； 

e) 大致了解勘查区开发建设的工程地质条件和煤的其他开采技术条件； 

f) 着重了解煤层气赋存情况，了解其他有益矿产赋存情况； 

g) 估算各可采煤层推断资源量。 

5.2 详查阶段 

5.2.1 任务  

为编制矿区总体规划和下一步的勘探工作提供地质依据。凡不涉及井田划分以及不需编制矿区总体规

划的勘查区，可在普查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勘探，但应按勘查阶段组织施工。 

5.2.2 详查工作程度一般要求： 

a) 基本查明勘查区地层层序、含煤地层、沉积环境特征、聚煤特征及构造形态，控制勘查区的边界

和勘查区内可能影响井田划分的构造，评价勘查区的构造复杂程度。  

b) 基本查明可采煤层层数、层位、厚度、结构和可采范围，基本确定可采煤层的连续性，控制主要

可采煤层露头、火烧区位置，了解对破坏煤层连续性和影响煤层的岩浆岩、古河流、古隆起、陷

落柱等，并大致查明其范围，评价可采煤层的稳定程度和可采性。 

c) 基本查明可采煤层煤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工艺性能及有害组分，确定可采煤层煤类，评价可

采煤层煤的变质程度、煤质变化情况及煤的工业利用方向，初步查明主要可采煤层风化带界线。

煤质评价参照 MT/T 1090执行。 

d) 基本查明勘查区水文地质条件，基本查明主要可采煤层顶底板工程地质特征、煤层瓦斯、地温等

其他开采技术条件，初步评价勘查区环境地质条件。 



DZ/T XXXXX—XXXX 

3 

e) 基本查明勘查区所处水文地质单元（流域）的补给、径流、排泄分区位置，推断矿坑疏排水影响

范围及深度，确定充水含水层类型及富水性等级。 

f) 对勘查区内可能有利用前景的地下水资源做出初步评价。 

g) 初步查明煤层气及其他有益矿产赋存情况，做出有无工业价值的初步评价。  

h) 估算各可采煤层的控制、推断资源量，其中控制资源量分布应符合矿区总体规划的要求，占总资

源量的比例参照附录 E确定，另有要求的按要求确定。 

5.3 勘探阶段 

5.3.1 任务  

为矿井建设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提供地质依据。勘探一般以井田为单位进行。勘探的重点地段是井

田的先期开采地段。其成果应满足确定井筒位置、水平划分及主要开拓巷道布置，选择移交投产采区，确

定开采工艺的需要；要保证井田境界和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不因地质情况而发生重大变化，保证不致因煤质

资料影响煤的洗选加工和既定的工业用途。 

5.3.2 勘探的工作程度一般要求  

5.3.2.1 对于拟建中型和中型以上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矿井的井田，其工作程度的一般要求是： 

a) 详细查明勘查区地层层序、含煤地层、沉积环境特征及聚煤特征。控制井田边界构造，其中与先

期开采地段有关的边界构造线的平面位置，应控制在 150m以内。 

b) 详细查明先期开采地段内落差等于和大于 30m 的断层，详细查明初期采区内落差等于和大于 20m

（地层倾角平缓、构造简单、地震地质条件好的地区为 15m～10m）的断层，对小构造的发育程度、

分布范围及对开采的影响做出评述。 

c) 控制先期开采地段范围内主要可采煤层的底板等高线，近水平煤层控制等高距为 10m～20m的煤层

底板等高线。 

d) 详细查明可采煤层的层数、层位、厚度、结构及其变化，确定可采煤层的连续性，控制先期开采

地段内各可采煤层的可采范围（包括煤层因受岩浆岩、古河流、溶蚀、古隆起、陷落柱、火烧区

等的影响使煤层厚度和可采性发生的变化），对厚度变化较大的主要可采煤层，应控制煤层等厚

线。 

e) 严密控制与先期开采地段有关的主要可采煤层露头位置，在掩盖区，主要可采煤层的可采边界线

在勘查线（测线）上的平面位置应控制在 75m 以内，控制先期开采地段范围内主要可采煤层的风

氧化带界线。  

f) 详细查明可采煤层煤质特征、煤类及其在先期开采地段范围内的变化，测定其灰分、发热量及有

害组分。着重研究与煤的开采、洗选加工、工业应用等有关的煤质指标和工艺性能，并做出相应

的评价。 

g) 评价矿井充水因素，预测先期开采地段矿井涌水量、全矿井最小—最大涌水量，对矿井水文地质

类型进行初步评价；详细查明矿井开采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条件可能的影响；查明

直接充水含水层及间接充水含水层的岩性、厚度、埋藏条件、水位、水质、富水性或导水性，与

地表水的水力联系，及地下水的补给排泄条件等；基本查明直接充水含水层含水空间的发育程度

及分布情况，对矿井充水有影响的断层（带）的水文地质特征；评价地下水综合利用前景及矿井

水综合利用途径。具体规定参见 GB 12719及 MT/ T1091。 

h) 详细研究区内主要可采煤层的夹矸、顶底板厚度、岩性及煤层的工程地质特征、煤层瓦斯、煤尘

爆炸危险性、煤的自燃倾向性及地温热害、地应力等开采技术条件。 



DZ/T XXXXX—XXXX 

4 

i) 详细调查井田内及邻区老窑、小煤矿和生产矿井的分布及开采情况和采空范围，评述其积水（气）

情况，详细调查生产矿井和小煤矿的涌水量、水质及其动态变化，分析其充水因素。 

j) 基本查明其他有益矿产特征。 

k) 估算各可采煤层探明、控制、推断资源量，资源量比例的一般要求可参照附录 E确定。 

5.3.2.2 对于拟建小型矿井的井田，勘探的工作程度可根据矿井建设的实际需要，参照5.3.2.1并加以简化

和调整。资源量的比例要求参照附录E中对小型井的要求确定。 

5.3.2.3  现有生产矿井深部及外围的延伸（包括扩大及延深）勘查，应视扩大区所处位置，结合扩大区的

资源开发要求，明确地质任务，布置勘查工程。其工作程度按有关要求确定。延伸勘查应充分利用矿井生

产地质资料，在最终评价扩大区的工作程度时，应综合考虑矿井生产地质资料。 

5.3.2.4 对于拟建中型以上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露天矿勘查区，其勘查工作程度一般除应参照5.3.2.1的要求

外，根据露天开采的特点，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复煤层按分煤层基本对比清楚。 

b） 严格控制先期开采地段煤层露头的顶底界线及煤层露头被剥蚀后的形态，露天开采的最下一个煤

层的露头，其底板深度的误差应控制在5m以内。 

c） 详细查明先期开采地段内落差大于10m的断层；控制褶曲的产状，褶曲轴部的标高应控制在10m以

内。查明作为露天边界的断层，以及露天境界以外可能影响露天边坡稳定性的断层。 

d） 详细查明各煤层的夹矸层数、厚度、岩性，对不能分层剥离的夹矸和在开采时可能混入煤中的顶

底板岩石，均应测定其灰分、有害组分、发热量和真密度、视密度等。 

e） 基本查明剥离岩层中赋存的其他有益矿产，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其他矿产，应提出必要的地质资料。 

f） 详细查明露天开采的最下一个可采煤层顶板以上各含水层，以及煤层底板以下的直接充水含水层

的分布、厚度及水文地质特征，计算露天开采第一水平的正常涌水量和最大涌水量，评价边坡的

稳定性及矿坑水疏干的难易程度。 

g） 基本查明露天边坡各岩层的岩性、厚度、物理力学性质、水理性质，详细了解软弱夹层的层位、

厚度变化、分布及其物理力学特征，评价影响边坡稳定性的主要地质因素，基本查明露天剥离物

的岩性、厚度变化、分布及其物理力学性质。 

h） 全区及先期开采地段（首采区）探明和控制资源量比例，应比附录E的要求提高10%。 

5.3.2.5 普查最终工作程度的一般要求： 

a) 基本查明井田的构造形态和初期采区内的主要构造，详细了解井田构造复杂程度。 

b) 初步查明可采煤层的层数、层位、厚度、结构及可采范围，适当加密控制初期采区范围内煤层的

可采边界。 

c) 基本查明可采煤层的煤质特征，基本确定煤类及其分布，详细了解其他有益矿产的工业价值。 

d) 水文地质条件及其他开采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勘查工作程度，参照 5.3.2.1 条并按实际情况调整后

确定。 

e) 估算推断资源量。 

5.3.2.6 详查最终工作程度的一般要求： 

a) 查明井田的构造形态和初期采区内的主要构造，对井田边界构造应作适当控制。 

b) 基本查明主要可采煤层的层数、层位、厚度、结构和可采范围，在先期开采地段范围内，适当加

密控制可采煤层的可采边界，控制主要可采煤层的露头位置。 

c) 详细查明可采煤层的煤质特征，确定煤类及其分布。 

d) 评价其他有益矿产的工业价值。 

e) 水文地质条件及其他开采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勘查工作程度，参照 5.3.2.1 条并按实际情况调整后

确定。 

f) 估算控制和推断资源量，其中控制资源量比例参照附录 E对小型井的要求确定。 



DZ/T XXXXX—XXXX 

5 

6 勘查工作要求 

6.1 勘查手段的选择及要求 

6.1.1 煤炭地质勘查工作应根据地形、地质及物性条件，合理选择和使用地质填图、物探、钻探、抽水试

验、采样测试等勘查手段。 

6.1.2 凡裸露和半裸露地区，均应在少量的槽探、井探、浅钻及必要的地面物探方法、遥感手段的配合下

进行地质填图。地质填图要求参照 DZ/T33444和 DZ/T0078 执行，图的比例尺一般为： 

a） 普查阶段（1∶50 000）～（1∶25 000），也可采用1∶10 000。 

b） 详查阶段（1∶25 000）～（1∶10 000），也可采用1∶5 000。 

c） 勘探阶段1∶10 000，也可采用1∶5 000。 

6.1.3 槽井探和地面物探的布置，按有关标准规定执行。 

6.1.4 凡地形、地质和物性条件适宜的地区，应以地面物探 （主要是地震，也包括其他有效的地面物探

方法） 结合钻探为主要手段，配合地质填图、测井、采样测试及其他手段，进行各阶段的地质工作。必要

时，根据设计要求对先期开采地段范围内实施三维地震勘查，相关要求参照 DZ/T 0300及 MT/T 897执行。

对于火烧区、采空区等，鼓励采用磁法、瞬变电磁等适宜的物探方法，具体要求见 DZ/T 0187。各勘查阶段

钻探工程控制程度可参照 6.2.5条确定。 

6.1.5 凡不适于使用地震勘查的地区及裸露和半裸露地区，应在槽探、井探、浅钻、必要的地面物探方法

及地质填图的基础上进行钻探。各勘查阶段钻探工程控制程度可参照 6.2条确定。所有钻孔都应进行测井

工作，相关要求参照 DZ/T 0080执行。 

6.1.6 普查阶段钻孔中达到工业指标要求厚度的煤层应全部采取煤心煤样；各种煤样的采取及其测试项

目，参考附录 D研究确定。详查和勘探阶段钻孔中各种煤样的采取及煤样的测试项目，以及其他各种煤样

的采取及其测试项目，参考附录 D研究确定。 

6.1.7 露天勘查的工程控制程度，根据露天开发建设的需要，一般应在露天首采区范围内采用平行等距剖

面进行加密，其剖面间距可为同类型井田勘探阶段先期开采地段基本线距的 1/2。 

6.1.8 各勘查阶段以及露天勘查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与其他开采技术条件工作，参考附录 F

研究确定。 

6.1.9 各勘查阶段勘查工作研究的技术要求参照附录 B确定。 

6.1.10 各种地质勘查工程质量应符合有关规范规程要求。勘查工作中出现的相关质量问题，都应客观反

应和评价。 

6.2 勘查类型及勘查工程间距 

6.2.1 勘查类型划分的地质因素 

勘查类型划分依据构造复杂程度和煤层稳定程度划分，依据构造复杂程度划分“类”，依据煤层稳定

程度划分“型”。 

6.2.2 勘查类型划分原则 

6.2.2.1 勘查类别的划分，原则上以勘查区（井田）为单位。当勘查区（井田）的不同地段构造复杂程度

有显著差异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可以分段（片）确定勘查类别。 

6.2.2.2 当勘查区（井田）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煤层稳定型别时，应以资源量占优势的主要可采煤层的型

别确定全区的勘查型别。当勘查区（井田）的不同地段煤层稳定程度有显著差异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区

别对待，可以分段（片）确定勘查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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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构造复杂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别 

6.2.3.1 一类：简单构造。即含煤地层沿走向，倾向的产状变化不大，断层稀少，没有或很少受岩浆岩的

影响。主要包括： 

a)产状接近水平，很少有缓波状起伏。 

b)缓倾斜至倾斜的简单单斜、向斜或背斜。 

c)为数不多和方向单一的宽缓褶皱。 

6.2.3.2 二类：中等构造。即含煤地层沿走向、倾向的产状有一定变化，断层较发育，有时局部受岩浆岩

的一定影响。主要包括： 

a)产状平缓，沿走向和倾向均发育宽缓褶皱，或伴有一定数量的断层。  

b)简单的单斜、向斜或背斜，伴有较多断层，或局部有小规模的褶曲及倒转。  

c)急倾斜或倒转的单斜、向斜和背斜；或为形态简单的褶皱，伴有稀少断层。  

6.2.3.3 三类：复杂构造。即含煤地层沿走向、倾向的产状变化很大，断层发育，有时受岩浆岩的严重影

响，主要包括： 

a)受几组断层严重破坏的断块构造。 

b)在单斜、向斜或背斜的基础上，次一级褶曲和断层均很发育。 

c)紧密褶皱，伴有一定数量的断层。 

6.2.3.4 四类：极复杂构造。即含煤地层的产状变化极大，断层极发育，有时受岩浆岩的严重破坏。主要

包括： 

a)紧密褶皱、断层密集。 

b)形态复杂特殊的褶皱，断层发育。 

c)断层发育，受岩浆岩的严重破坏。 

6.2.4 煤层稳定程度划分为四种型别 

6.2.4.1 Ⅰ型：稳定煤层。即煤层厚度变化很小，变化规律明显，结构简单至较简单，煤类单一，煤质变

化很小。全区可采或大部分可采。 

6.2.4.2 Ⅱ型：较稳定煤层。即煤层厚度变化不大，或虽有一定变化但规律性较明显，结构简单至复杂。

有两个煤类，煤质变化中等。一般为全区可采或大部分可采，局部可采煤层的可采面积相对较大且分布集

中、厚度变化小的也可定为较稳定煤层。 

6.2.4.3 Ⅲ型：不稳定煤层。即煤层厚度变化较大，无明显规律，结构复杂至极复杂。有三个或三个以上

煤类，煤质变化大。包括： 

a) 煤层厚度变化很大，具突然增厚、变薄现象，全区可采或大部分可采。 

b) 煤层呈串珠状、藕节状，一般连续，局部可采，可采边界不规则。 

c) 难以进行分层对比，但可进行层组对比的复煤层。 

6.2.4.4 Ⅳ型：极不稳定煤层。即煤层厚度变化极大，呈透镜状、鸡窝状，一般不连续，很难找出规律，

可采块段零星分布；或为无法进行煤分层对比，且层组对比也有困难的复煤层；煤质变化很大，且无明显

规律。 

6.2.5 勘查工程间距 

不同勘查类型的基本工程线距参照表1确定。 

表 1 勘查类型及基本工程线距（控制资源量线距） 

      型 

  类 
Ⅰ Ⅱ 

Ⅲ Ⅳ 

全区及大部分 

可采煤层 
局部可采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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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00～2000m  

375m 250m 二 500～1000m 

三 250～500m 

四 宜边探边采，线距不做具体规定 

注：1.能用物探手段有效解决构造问题的，可按“型”确定线距。 

注：2.探明资源量的工程线距一般在基本工程线距的基本上加密 1 倍。 

注：3.点距一般应不大于线距。 

6.3 选择钻探工程基本线距的要求 

6.3.1 认真研究勘查区（井田）的构造复杂程度和煤层稳定程度，划分勘查类型，选择勘查区（井田）钻

探工程的基本线距。 

6.3.2 在裸露和半裸露地区，钻探工程基本线距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地质填图和其他地面地质工作的成果。

以线形构造为主的地区，基本线距可根据构造的特点，沿构造线走向方向适当放稀。 

7 可行性评价 

7.1 基本要求 

7.1.1 在普查、详查和勘探各阶段，均应进行可行性评价工作，并与勘查工作同步进行、动态深化，以使

勘查工作与下一步勘查或井田建设紧密衔接，减少勘查、矿山（井田）开发的投资风险，提高勘查开发的

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综合效益。 

7.1.2 可行性评价根据研究深度由浅到深划分为概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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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选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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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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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选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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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简略研究，作出是否有开发的可能性、是否有必要转入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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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选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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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初步研究，作出矿山（井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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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选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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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详细研究，作出矿山（井田）建设是否可行的详细评价，为矿山（井

田）建设投资决策、确定工程项目建设计划和编制矿山（井田）建设初步设计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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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可行性研究一般应在勘探工作程度基础上进行。 

8 资源储量估算 

8.1 资源量估算指标 

煤炭资源量的估算指标见表2。 

表 2  煤炭资源量估算指标 

项  目 

煤炭 

1/2 中粘煤、气煤、 

气肥煤、1/3 焦煤、

肥煤、焦煤、瘦煤、

贫瘦煤 

长焰煤、不粘煤、 

弱粘煤、贫煤 
无烟煤 褐煤 

煤层有益厚度 

（m） 

井采 倾角 

＜25° ≥0.7 ≥0.8 ≥1.5 

25°～45° ≥0.6 ≥0.7 ≥1.4 

＞45° ≥0.5 ≥0.6 ≥1.3 

露天开采 ≥1.0 ≥1.5 

最高灰分 Ad （%） 40 

最高硫分 St,d（%） 3 

最低发热量 Qnet,d（MJ·kg
-1
） - 17.0 22.1 15.7 

注：硫分 St,d≥3%的，单独估算资源量，不计入总量；硫分 St,d一般按全煤层平均值计算，如果硫分 St,d在

煤层中呈渐变趋势且界线明显的，也可对同一煤层 St,d≥3%的连片部分单独估算资源量。 

8.2 资源量估算块段划分的基本要求 

8.2.1 划分各类型块段，原则上应以相应勘查工程间距可采见煤点（或内插点）连线为界，亦可以相应控

制程度的勘查线、煤层底板等高线或主要构造线为界；当外围有低一类别地质控制程度的工程间距控制且

见可采煤层时，可视煤层稳定程度按同类别工程间距的 1/4～l/2外扩。 

8.2.2 跨越较大断层（落差≥30m）划定探明资源量和控制资源量块段时，均应在断层的两侧各划出 30 m～

50 m的范围作为推断资源量块段。断层密集时，不允许直接跨越断层划定探明资源量或控制资源量块段。 

8.2.3 小构造或陷落柱发育的地段，不应划定探明资源量或控制资源量块段。探明资源量或控制资源量块

段不得直接以推定的老窑采空区边界、风化带边界、火烧区边界或插入划定的煤层可采边界为边界。 

8.2.4 露天勘查各类别块段的划分，不受先期开采地段内平行等距剖面加密的影响。 

8.3 资源量估算的一般要求 

8.3.1 各勘查阶段估算的垂深一般为 1000m，最大不超过 1200m。只适于建小型井的不超过 600m。一般情

况下，垂深的起算点在平原地区以地面标高起算，在丘陵、低山区一般以最低侵蚀基准面起算，在中、高

山区以含煤地层（或主要含煤段）出露的一般（或平均）标高为起算点。对于老矿井的深部，一般以现在

井口标高作为垂深的起算点。 

8.3.2 煤类不同时应分别估算资源量。如硫分、灰分变化大且界线明显的，必要时应按硫分、灰分含量级

别分别估算；煤层的风化带要圈出，但一般不予估算，但若风化煤中总腐殖酸含量大于 20%时，应估算风化

煤及腐殖酸的资源量；炼焦用煤还应圈出其氧化带，并单独估算其资源量。 

8.3.3 资源量估算中所利用的各项勘查工程（工作）成果和基础资料的质量应当可靠。 

8.3.4 煤层倾角小于 60°时，在水平投影图上估算资源量；当倾角等于或大于 60°时，则应在垂直投影

图或立面展开图上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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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煤层倾角小于 15°时，可以利用煤层的铅垂厚度和水平投影面积估算资源量；倾角等于或大于 15°

时，则应以煤层的真厚度和斜面积进行估算。 

8.3.6 对煤层厚度的突变点或不可采点，均应分析其原因，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处理。 

8.3.7 资源量的估算方法和各项估算参数，都应根据具体情况合理确定。估算的结果以“万吨”为单位，

保留 1位小数。 

8.3.8 勘查阶段，可采范围小但能够圈连成片的煤层一般应估算资源量。 

8.4 有夹矸的煤层采用厚度的确定方法 

8.4.1 煤层中单层厚度不大于 0.05m的夹矸，可与煤分层合并计算采用厚度，但并入夹矸以后全层的灰分

（或发热量）、硫分应符合估算指标的规定。 

8.4.2 煤层中夹矸厚度等于或大于煤层最低可采厚度时，煤分层应分别视为独立煤层，视具体情况分别估

算（或不估算）资源量；夹矸厚度小于煤层的最低可采厚度，且煤分层厚度均等于或大于夹矸厚度时，可

将上下煤分层厚度相加，作为采用厚度。 

8.4.3 结构复杂煤层和无法进行煤分层对比的复煤层，当夹矸的总厚度不大于煤分层总厚度的 1/2时，以

各煤分层的总厚度作为煤层的采用厚度；当夹矸的总厚度大于煤分层总厚度的 1/2时，按 8.4.1条和 8.4.2

条规定处理。  

8.5 露天勘查煤层的夹矸和剥离物的估算 

8.5.1 煤层夹矸的估算要求： 

a） 各可采煤层应分别估算含矸率； 

b） 对煤层中厚度等于或大于1m的夹矸和小于1m的夹矸，应分别估算其含矸率。 

8.5.2 剥离物的估算要求 

a） 按确定的露天边界，分别估算第四系、煤层上覆岩层的剥离量； 

b） 开采多煤层的露天矿勘查区，对煤层之间的剥离物，应单独估算剥离量； 

c） 按估算的剥离量与开采煤层的资源量，估算出最大、最小及平均的剥采比。 

8.6 储量估算的基本要求 

分析研究采矿、洗选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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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扣除设计损失和采煤损失后方能转为储量。 

9 煤层气和其他有益矿产勘查 

9.1.1 煤层气和其他有益矿产的勘查，一般利用各种探煤工程进行，确有必要时也可布置部分专门勘查工

程和测试研究工作，可参照 GB/T 25283执行。各阶段勘查工作中所发现的有一定前景的煤层气资源和其他

各种有益矿产，均应在地质报告中加以详细评述。对证实具有开发前景的煤层气资源和其他有益矿产，应

提交专门性地质资料。 

9.1.2 各阶段对煤层气和其他有益矿产的勘查参照附录 C的规定。进行专门性勘查时，应执行有关矿种的

规范和技术标准。 

10 资料编录、综合研究和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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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原始资料编录要求 

10.1.1 按勘查设计的要求和有关标准的规定，各种勘查工程的原始记录和数据资料应齐全、准确、真实、

可靠； 

10.1.2 对自然露头和各种勘查工程所揭露的地质、水文地质现象，都应按规定的内容和要求，进行观测、

鉴定和描述，各种观测、测量记录资料，都应及时进行处理、解释和整理； 

10.1.3 原始资料编录的工作程序、格式、内容、表达形式、术语等，均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10.1.4 各种原始记录、原始编录资料以及岩心、样品、标本等实物资料，应按有关规定的要求妥善保管，

建立完整的原始资料档案。 

10.2 综合研究要求 

按照“边勘查施工、边分析研究资料、边调整修改设计”的原则，对各种勘查技术手段所取得的资料

均应进行及时且充分的分析研究和利用。 

10.3 报告编制要求 

10.3.1 地质报告应综合反映各种勘查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 

10.3.2 各阶段地质报告的编制，原则上应按有关地质报告编写规范规定的要求进行。在实际编制工作中，

应根据勘查区（井田）的实际情况，对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补充，以使报告内容的重点突出，

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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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名词解释 

A.1 复煤层 

指煤层的总厚度较大，夹矸层数多，变化大，夹矸分层厚度在一定范围内往往大于煤层的最低可采厚

度，在煤层勘查和开采中应做分层对比的煤层。 

A.2 结构复杂煤层 

指可采煤层中夹矸层数多、单层厚度薄的煤层，通常每米煤厚含夹矸2层及以上。 

A.3 先期开采地段（第一水平） 

对地层倾角平缓，不以煤层埋深水平划分，而采用分区开拓方式的矿井，满足矿井设计生产能力和相

应服务年限的开采分区范围。当先期开采地段相当于按煤层埋深布置开采水平时，一般以一个生产水平来

保证矿井设计生产能力和该水平服务年限，其最浅的水平。露天煤矿的先期开采地段是指首采区。 

A.4 初期采区 

达到矿井生产能力最先开采（或最先同时开采）的采区。 

A.5 煤的面积可采系数 

是在一个勘查区内，通常是一个煤层的可采面积与其煤层分布面积之比，或与区内主煤层分布面积之

比。在使用时应具体说明。 

A.6 全区可采煤层 

指在勘查评价范围内(一般为一个井田或勘查区)，符合工业指标的煤层。指在勘查评价范围内(一般为

一个井田或勘查区)，煤层的采用厚度、灰分、硫分、发热量等全部或基本全部符合工业指标的煤层。其面

积可采系数一般在90%及以上。 

A.7 大部分可采煤层 

指在勘查评价范围内(一般为一个井田或勘查区)，可采程度介于全区可采煤层和局部可采煤层之间的

煤层。 

A.8 局部可采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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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勘查评价范围内(一般为一个井田或勘查区)，大致有三分之一分布比较集中的面积，符合工业指

标的煤层。指在勘查评价范围内(一般为一个井田或勘查区)，大致有三分之一左右分布比较集中的面积，

煤层的采用厚度、灰分、硫分、发热量等全部或基本全部符合工业指标的煤层。 

A.9 普查最终 

简称“普终”，属于勘探的一种特殊情形。指构造复杂、煤层不稳定的井田，钻探用375m或250m的线

距不能圈定控制资源量，该报告即为普查最终报告。 但对煤质研究程度、开采技术条件查明程度等均应达

到勘探阶段的要求。 

A.10 详查最终 

简称“详终”，属于勘探的一种特殊情形。指构造复杂、煤层不稳定的井田，钻探用375m或250m的线

距最高只能圈定控制资源量，该报告即为详查最终报告。但对煤质研究程度、开采技术条件查明程度等均

应达到勘探阶段的要求。 

A.11 有益厚度 

指煤层顶板与底板之间所有煤分层厚度的总和，不包括夹矸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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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勘查工作研究的技术要求 

B.1 煤质研究 

B.1.1 普查阶段的煤质工作，除按5.2.2条的要求外，还应研究煤的原始物质、煤岩组分和煤的成因类型，

研究各主要煤层的煤质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和煤中有害元素的变化规律，对煤变质因素进行初步分析。 

B.1.2 详查阶段要全面研究勘查区内各可采煤层的物理、化学特征及变化规律，研究煤类分布规律，对煤

的综合利用方向做出初步评价。 

B.1.3 勘探阶段应根据开发建设的要求，着重研究与煤的开采、洗选、加工、销售、环境保护等有关的煤

质特征和工艺性能，并做出相应的评价。 

B.1.4 采样和测试是煤质研究的基础。煤质采样点的布置及所采取的样品，都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采样

点的代表性是指采样点的分布位置应与煤层情况和煤质研究的目的相吻合。用于评价煤的一般质量特征的

采样点，应处于煤质的正常地段。受风、氧化，断裂、自燃烘烤，与岩浆接触等影响的采样点不能参与正

常煤的质量评价。研究煤的可选性和工艺性能所选择的采样点，还应考虑煤层结构、煤类、煤的灰分、硫

分等主要指标能否反映煤的基本情况；样品的代表性是指采样方法和采样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标准

的规定。对于煤心煤样，主要指煤心采取率符合要求，煤的原始结构清楚，煤心顺序不颠倒、不磨烧，未

受污染等。 

B.1.5 采样、制样及试验工作，均应符合有关标准和规程的规定。不符合要求的采样点及其试验成果，不

得用于煤质的研究评价。采样及测试工作量参见附录D。 

B.1.6 各阶段都应充分收集和研究利用勘查区内或邻近的生产矿井和小煤矿的煤质资料。 

B.1.7 大孔径采样、群孔采样、探巷采样等专门性采样工作，应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在详查或勘探阶段进

行布置。 

B.2 勘查区（井田）水文地质条件勘查研究 

B.2.1 勘查区（井田）水文地质勘查工作应与地质勘查工作结合进行。水文地质勘查工作应在研究地质和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把含水层的富水性、导水性、补给排泄条件及向矿井充水途径视为一个整体

进行勘查和研究。对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区，研究范围宜扩大为一个完整的水文地质单元。 

B.2.2 水文地质勘查工作应根据煤矿床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和勘查区的具体条件，明确本次工作应着重研究

的问题，因地制宜地综合运用各种勘查技术手段（包括水文地质测绘、物探、水文地质钻探、钻孔简易水

文地质观测、抽水试验、长期观测、采样测试及其他有效手段）。 

B.2.3 进入详查阶段后，一般应开展勘查区（井田）的地下水动态长期观测，并不断完善地下水动态长期

观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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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勘探阶段的抽水试验钻孔，应结合矿井建设的需要，重点布置在先期开采地段。 

B.2.5 大流量、大降深的孔组、群孔抽水试验，应布置在强富水地段，充分激发地下水流场，控制降落漏

斗形态，评价主要充水含水层补、径、排及边界条件，满足水文地质参数计算及矿井涌水量预测要求。 

B.2.6 断裂带抽水试验应综合考虑勘查区（井田）断裂等构造发育情况及其水文地质特征。一般布置在井

田内可能沟通各主要含水层或沟通地下水、地表水的主要断裂带附近，以及对井田水文地质条件有重要意

义的补给边界断裂两侧，揭示或评价构造控水规律。 

B.2.7 矿井涌水量预测 

a） 勘探阶段应根据井田水文地质特征，分析边界条件和矿井充水方式，合理选择参数及计算方法，

预测先期开采地段的正常涌水量、最大涌水量及变化趋势； 

b）预测矿井涌水量时，应充分估计到开采后自然流场的变化，某些岩层的渗透性能的改变等因素。开

采浅部煤层时，要考虑大气降水、地表水及老窑水沿塌陷区的渗入对矿井充水的影响；调查相邻矿

井、相似水文地质条件、相同开采工艺矿井的实际涌水量。 

c）对矿井地下水的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和途径进行研究和评价，估算其可供利用的水量。 

B.3 工程地质勘查工作 

B.3.1 工程地质勘查的任务是查明勘查区（井田）的工程地质条件，评价煤层顶底板工程地质特征、井巷

围岩或露天采矿场岩体质量和稳固（定）性，预测可能发生的工程地质问题。 

B.3.2 工程地质勘查应进行必要的工程地质观测及钻孔工程地质编录，还应充分发挥地面物探和数字测井

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布置采样测试工作。工程地质测绘应与水文地质测绘同时进行。除另有要求外，测绘

的比例尺应与同阶段水文地质测绘相同。 

B.3.3 详查阶段一般应选择2至3条倾向剖面和一条走向剖面上的钻孔取心，做工程地质观测。在主要可采

煤层向上30m顶板及向下20m底板的范围内，系统地分层采取岩样。测量地应力，面积大于30km
2
布置2条工程

剖面，小于30km
2
布置1条工程剖面。 

B.3.4 勘探阶段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第一水平或初期采区范围内，布置3至4条工程地质剖面，并结合

矿井的设计方案，在主要运输大巷、主要石门及其他主要井巷工程附近，布置一定数量的工程地质钻孔，

进行工程地质观测与编录，确定不同岩组的RQD值（岩石质量指标）。在主要可采煤层向上30m顶板及向下20

m底板的范围内，系统地分层采取岩样，进行物理力学性质测试，包括泊松比、弹性模量、剪切模量等。区

内或邻近有生产矿井资料可供利用时，可酌情减少采样及测试工作。面积大于30km
2
的，宜布置3-5条工程剖

面，小于30km
2
宜布置3条工程剖面。 

B.3.5 露天边坡勘查工作的重点是先期开采地段中的长久性边帮地段。露天边坡的分类及勘查工程布置，

可参照附录G进行。 

B.3.6 露天剥离物强度勘查的重点是先期开采地段，同时对全区做适当控制。露天剥离物的分类及勘查工

程的布置应参照附录G进行。 

B.3.7 露天边坡勘查和剥离物强度勘查，均应结合地质、水文地质勘查进行，以充分利用地质、水文地质

勘查钻孔，一孔多用。只是在没有地质、水文地质钻孔可供利用时，才布置专门勘查钻孔。露天工程地质

勘查应综合使用工程地质测绘、钻孔工程地质观测、岩石物理力学性质试验、物探测井等手段；综合研究

各种物性参数和物理力学试验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综合柱状图（表）进行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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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弱层、弱面的分析对比。在地形条件较复杂的地区，应调查滑坡、崩塌等灾害地质现象，研究自然

边坡的稳定性。 

B.4 环境地质工作 

B.4.1 环境地质工作的任务 

在综合研究勘查区（井田）的自然地理、地质环境现状的基础上，对在煤矿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可能产

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及环境污染进行预测和评价。 

B.4.2 环境地质工作 

B.4.2.1 普查阶段要调查区域及勘查区的自然地理及地质环境现状，了解区域性历史地震及近代地震烈

度、新构造活动，了解已有工业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必要时可对污染源（物）采取少量代表性样品进行分

析化验。 

B.4.2.2 详查阶段应结合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了解勘查区内环境地质现状，了解造成环境污染的主

要因素及其危害程度，并对勘查区内已有的污染源（物）采取代表性的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对勘查区环境

地质做出初步评价。 

B.4.2.3 勘探阶段应进行以下工作： 

a） 区域稳定性调查，应着重收集矿区附近历史地震资料，调查矿区（井田）地震烈度和新构造活动

特征，对区域稳定性做出初步评价； 

b） 详细调查井田内的滑坡、崩塌、泥石流（洪水泛滥）等自然地质灾害，对开采后可能产生的滑坡、

塌陷、地面下沉、水位下降、海水入侵、污水倒灌及生态环境改变等环境地质问题，及其发展趋

势进行定性预测，提出防治建议； 

c） 基本查明井田内地表水、地下水以及煤层、矸石和围岩中的有害物质的含量，对已存在的污染，

应查明污染源和污染途径，采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化验，对其污染程度进行评价，提出防治建

议； 

d） 当井田内有热水（气）时，应当调查其分布、水质、水温、水量、水中气体及其化学成分，了解

热水（气）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及其成因。 

e） 评价（预测）煤炭开采对地下水、植被、土壤等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研究煤炭开采可能引发的

地面沉降、地裂缝、含水层破坏等环境地质问题，并提出防治措施。 

f） 评价固体废弃物堆放的环境地质条件，包括地形、垫层条件、汇水和排水条件、预计堆放量及稳

定性，对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或地质灾害进行预测评价，并提出防范措施建议。 

B.4.3 煤层瓦斯 

B.4.3.1 各阶段对煤层瓦斯的勘查研究工作，既要为煤矿设计和建设提供瓦斯地质资料，对煤与瓦斯突出

的可能性进行预测；又要将煤层瓦斯作为重要的气体能源矿产进行勘查和研究，并做出相应的评价。 

B.4.3.2 普查阶段应有两条勘查线上的钻孔，分别在不同深度采取各可采煤层的瓦斯煤样，测定煤层的瓦

斯成分和含量，初步划出各主要可采煤层二氧化碳—氮气带的下限。 

B.4.3.3 详查阶段应在不少于三条勘查线上选择钻孔，系统采取各可采煤层的瓦斯煤样，测定各煤层的瓦

斯成分和含量。初步确定各主要可采煤层的二氧化碳-氮气带、氮气-沼气带与沼气带的分界，了解煤层瓦

斯成分和含量在垂向上的差异。采样点的密度一般应为0.2点/km
2
～0.4点/k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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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4 勘探阶段的瓦斯工作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a） 详查阶段初步确定属二氧化碳—氮气带，各种气体成分的总

量不超过5m
3
/t煤的井田，勘探阶段可在先期开采地段及重要的构造部位适量采样，其他地段一般

不再做补充采样； 

b） 详查阶段初步确定属氮气—沼气带的井田，勘探阶段在井田

倾向上的控制应不少于三条勘查线，采样点密度为0.5点/km
2
～1.5点/km

2
，采样点应着重布置在第

一水平； 

c） 详查阶段已初步确定属沼气带的井田、氮气—沼气带与沼气带并存的井田及二氧化碳含量大于5 

m
3
/t煤的井田，应对其沼气（或二氧化碳）含量高的主要可采煤层严格加密取样控制，采样点数应

占见煤钻孔数的50%以上，采样点应着重布置在先期开采地段（第一水平）； 

d） 属上述B.4.3.4 b）条和B.4.3.4 c）条情况者，勘探阶段应详细研究各主要可采煤层的瓦斯成分、

含量及其变化梯度，进一步划分瓦斯带，结合井田构造、含煤地层岩性、煤层厚度及煤质、水文

地质、地温及其他地质条件，分析影响瓦斯赋存的地质因素，对其中主要的含瓦斯煤层以及背斜

轴部、主要构造带附近、厚煤包等适于瓦斯富集的地段，应适当加密采样，必要时应采取煤层直

接顶底板样，了解围岩中瓦斯赋存情况。   

B.4.3.5 瓦斯煤样分析测试项目的一般要求有三项： 

a） 所有瓦斯煤样均应做煤的工业分析，测定气体成分和含量； 

b） 属B.4.3.4 b）和B.4.3.4 c）条情况者，勘探阶段应增测下列项目，每个主要可采煤层不少于五个点

（对面积不足5km2的小井田，按实际需要确定），即煤的坚固性系数（f），瓦斯放散初速度（△P），

煤对沼气的吸附等温线试验（a,b），煤孔隙率和渗透率，煤层瓦斯压力（钻孔中测定）； 

c） 所有瓦斯煤样均应进行煤体结构的详细描述。 

B.4.4 煤尘爆炸性的鉴定 

在各勘查阶段均应采取30%的样品进行煤尘爆炸性鉴定，测定其火焰长度及最低岩粉用量，做出有无爆

炸危险性的明确结论。在5次鉴定试验煤样中，只要有一次出现火焰，即为煤尘有煤炸性。有生产矿井资料

可供利用的煤层，可酌情少做采样试验工作。 

B.4.5 煤的自燃倾向性试验 

在各勘查阶段均应采取30%的样品，确定煤的自燃等级。结合井田内或毗邻生产矿井或小煤矿的有关资

料，对煤的自燃趋势和引起自燃的因素做出评价。 

B.4.6 地温 

B.4.6.1 普查阶段应收集和分析区内外有关地温资料，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少部分钻孔进行简易测温。测温

钻孔的分布应尽量考虑对不同构造部位和深度的控制。 

B.4.6.2 详查阶段应在地温异常区或由于地温梯度异常而可能出现高温的地区，选择不少于50%的钻孔进

行简易测温，并在其中选择2至4个钻孔进行近似稳态测温。普查阶段未发现地温偏高，条件类似的相邻地

区亦未发现有高温的生产矿井，且煤层埋藏深度小于500m时，本阶段一般可不做地温工作。 

B.4.6.3 勘探阶段的地温工作，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a） 前阶段已确定为无高温异常的地区，一般不再做测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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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前阶段初步确定属于地温梯度正常为背景的高温地区，应在井田深部的少数钻孔以及选择部分穿

过断层或见岩浆岩的钻孔进行简易测温，并选择少量有代表性的钻孔做近似稳态测温，进一步了

解地温变化； 

c） 在以地温异常为背景的高温区，勘查钻孔一般应做简易测温，并选择2至3个钻孔做近似稳态测温，

以查明区内不同深度以及各构造部位的地温变化和地温梯度，并圈定高温区的范围； 

d） 由地下热水引起高温的地区，应结合水文地质勘查工作，了解热水的水量、水质、水温及其补给、

径流和排泄条件等； 

e） 测温钻孔一般应布置在向斜或背斜轴部、大断裂两侧、含煤地层基底的隆起部位、岩浆岩侵入体

边缘和勘查区深部等不同部位，并注意在面上的控制和编制地温剖面图、等温线平面图等的需要。 

B.4.6.4 冲击地压 

a)  勘探阶段应描述区内埋深超过400m的煤层其上方100m范围内是否存在单层厚度超过10m、单轴抗压

强度大于60MPa的坚硬岩层。 

b)  初步评价勘探范围内冲击地压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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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煤层气及其他有益矿产的勘查研究 

C.1 煤层气的勘查评价 

C.1.1 对煤层气勘查研究的重点在普查阶段。煤层气的勘查评价工作应与煤的普查同时部署，同时进行。

要着重了解勘查区内煤层气赋存的基本特征，了解煤层气资源状况，并对其进一步工作的前景做出评价。 

C.1.2 当发现勘查区主要可采煤层的煤层甲烷量等于和大于评价要求时（见表C.1），应选择钻孔进行煤层

气参数井施工，测试煤层的渗透率、储层压力及地应力，并采取煤心进行含气量测定、镜煤反射率测定和

等温吸附试验，以获得煤层甲烷地面开发可能性的数据。必要时还应进行泥浆录井（气测录井）工作。 

C.1.3 发现具有一定资源前景的煤层气时，应在地质报告中加以评述；必要时应提交煤层气勘查的专门性

地质资料。估算煤层气资源量，估算要求及分类参见DZ/T 0216，初步评价煤层气成藏地质条件和勘查开发

前景。对于煤层气达到共生矿产评价指标且有相关矿业权的，煤层气勘查应执行GB/T 29119。 

C.1.4 对煤炭规划5年内开始建井开采的区域，按照煤层气开发服务于煤炭开发的原则，优先保证煤炭资

源开发需要，并有效开发利用煤层气资源；对煤炭规划5年后开始建井开采的区域，应坚持“先采气、后采

煤”，做好采气采煤施工衔接。 

表 C.1 煤层气含量评价要求下限标准 

煤  类 变质程度（Ro,max）(%) 空气干燥基含量（m
3
/t） 

褐煤-长焰煤 < 0.7 1 

气煤-瘦煤 0.7-1.9 4 

贫煤-无烟煤 >1.9 8 

C.2 其他有益矿产的勘查评价 

C.2.1 普查阶段，应在详细研究区内和邻区有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类比研究对已知的矿层和可能具有某

种工业意义的岩层，进行描述、鉴定和采样分析化验，大致了解有益矿产的种类及其分布范围、厚度和品

位。对具有含矿特征的岩层和可能用作建筑材料的岩层、松散沉积物等，进行详细的分层描述，并采取样

品进行分析试验。选择部分探槽、探井、小煤矿和少量钻孔，对所有煤层（包括夹矸和顶底板）、炭质泥岩

进行系统采样，先做光谱分析，然后根据微量元素的含量进行定量分析。还应选择1至2个钻孔，对所有岩

层分别采样作光谱分析，发现有价值的元素做定量分析。了解矿体层位、厚度、分布范围和品位，有条件

的应估算资源量。 

C.2.2 在详查阶段，对已初步确定达到工业品位的矿产，利用自然露头、小煤矿和钻孔，布置一定数量的

采样点进行采样分析，初步查明其厚度和品位变化，估算资源量，做出有无工业价值的初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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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 在勘探阶段，对具有工业价值的有益矿产，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采样试验，圈定符合工业品位和可采

厚度要求的范围。根据实际达到的工作程度，估算其资源量，并对开发利用的可能性和途径做出评价。若

需要进行专门性的勘查工作，参照有关矿种规范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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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采样及测试工作量 

D.1 各阶段煤样采取的种类和数量，参见表D.1。 

D.2 各阶段煤样的分析试验项目及数量，参见表D.2、D.3。 

表 D.1 各阶段煤样采取的种类和数量表 

煤样种类 采取的数量和要求 

煤心煤样 达到储量资源量估算规定厚度的见煤点全部采取 

煤层煤样 有条件的勘查区（井田）应尽量采取 

体积质量（体重）煤样 有条件的勘查区（井田）应采取 1 至 2 个点 

筛分煤样、浮沉煤样、煤和矸石泥化试验及

沉降试验样 

根据采样条件和需要确定：凡进行筛分的煤样，应

同时做浮沉试验、煤和矸石泥化试验 

煤心可选性试验样和矸石泥化试验样 

一般情况下，对主要可采煤层的见煤点不少于 3 个

点；勘探阶段的先期开采地段（第一水平）达到

10%，且不少于 3 个点；露天矿拉沟地段达到 20%

以上，且不少于 3 个点 

煤岩煤样 

选择1至2个标准孔的可采见煤点，全部做煤岩组分

鉴定和镜质体最大反射率测定：有特殊要求时还应

增测；前勘查阶段煤的变质程度已确定的，不再进

行采样测试。 

风化及氧化带测定

煤样 

沿露头的带状风化 

在小煤矿中采取1至2组，无小煤矿的勘查区应有两

条剖面控制可采煤层的风氧化带，钻孔穿过风化及

氧化带的可采煤层点全部取样 

沿层面的面状风化  

穿过风化及氧化带的可采煤层点全部取样，勘探阶

段（包括露天勘查）在先期开采地段内，风化带界

线在勘查线上的摆动范围应控制在100m-1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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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各阶段煤样基本分析试验项目及数量表 

试 验 项 目 试验数量 

工业分析 原煤 全测 

浮煤 

全水分 原煤 煤层煤样、筛分浮沉样、生产煤样均应测定 

最高内在水分 浮煤 区分褐煤与长焰煤时应全测，其他煤不测 

全硫 原煤 全测 

浮煤 

各种硫 原煤 50%，凡原煤全硫大于 1%的应全测 

浮煤 

发热量 原煤 动力用煤 100%，其他可根据需要 

浮煤 根据需要 

元素分析 原煤 根据需要 

浮煤 20% 

煤灰成分 

灰熔融性 

原煤 动力用煤 50%,其他 30% 

粘结指数 浮煤 普查阶段全测；详查及勘探阶段褐煤、不粘煤、贫煤、无烟

煤不测、其他煤类要求全测 

胶质层 浮煤 褐煤、长焰煤、不粘煤、弱粘煤、贫煤、无烟煤不测， 

其他煤类当 G＞85 时全测， G≤85 的焦煤、1/3 焦煤、气肥

煤、气煤等可以作炼焦用煤的煤类也应测，其他煤类 G≤85

时不测 

奥亚膨胀度 

坩埚膨胀度 浮煤 褐煤、不粘煤、贫煤、无烟煤不测，其他煤类根据需要确定 

基氏塑性 

有害元素 原煤 全测 

浮煤 50% 

微量元素 原煤 全测 

碳酸盐二氧化碳 原煤 ω（CO2）≥2%者应全测，ω（CO2）＜2%者不测 

苯萃取物 原煤 褐煤全测，其他煤类不测 

腐殖酸 原煤 褐煤全测，其他低变质程度烟煤和风化煤全测 

透光率 浮煤 普查阶段全测；详查及勘探阶段，为区分褐煤与长焰煤时应

全测，其他煤类不测 

真密度 原煤 根据需要确定 

视密度 原煤 10%，且至少不低于 6 件 

表 D.3 详查、勘探阶段增加的分析试验项目及数量表 

试验项目 试验数量 

煤灰粘度 
原煤 

动力燃料和气化原料煤测 10%-20%， 

其他煤按需要确定 煤灰结渣性 

抗碎强度 原煤 有取样条件时需测定 

热稳定性 原煤 不具粘结性的煤类测 10%-20% 

煤对 CO2反应性 
原煤 10 %-20 %，强粘结煤按需要确定 

浮煤 按需要确定 

可磨性 
原煤 10%-20% 

浮煤 按需要确定 

低温干馏 
原煤 Vdat＞28%时，测定 50% 

浮煤 按需要确定 

200kg 焦炉炼焦试验 浮煤 可作为炼焦煤的强粘结煤有条件时应作配煤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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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建议的资源量比例及资源量估算指标 

E.1 详查阶段：控制资源量一般应占总资源量的 20%～30%。详查（最终）参照表E.1 对小型井的要求确定。 

E.2 勘探阶段探明和控制资源量比例参见表E.1。对于生产矿山延伸勘查未划分先期开采地段的，勘探阶

段全井田探明+控制资源量比例按与扩大区资源量规模相适应的井型确定。 

表 E.1 勘探阶段资源量比例表 

比例（%） 

地质及开采条件  

简单 中等 复杂 

大型井 中型井 小型井 大型井 中型井 小型井 大型井 中型井 小型井 

全井田探明和控制资源量占资

源量总和的比例 
≥50 ≥40 ≥30 ≥45 ≥35 ≥25          

论证

确定 

≥30 ≥20 

先期开采地段探明和控制资源

量占本地段资源量总和的比例 
≥80 ≥70 ≥50 ≥70 ≥60 ≥40 不做具体规定 

先期开采地段探明资源量占本

地段资源量总和的比例 
≥60 ≥40 ≥20 ≥50 ≥30 不做具体规定 不要求 

注：1.地质及开采技术条件中，采用从高确定的原则，即有一项是复杂的即定为复杂。 

注：2. 地质及开采技术条件复杂的，一般不能建大型井。经设计部门论证确实能建大型井的，探明和控制资源量比

例由设计部门一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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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水文地质勘查类型的划分及勘查工作量 

F.1 水文地质勘查类型的划分 

F.1.1 按直接充水含水层含水空间特征，把煤矿床水文地质勘查划分为三类： 

a） 第一类，以孔隙含水层为主的矿床，称孔隙充水矿床； 

b） 第二类，以裂隙含水层为主的矿床，称裂隙充水矿床； 

c） 第三类，以岩溶含水层为主的矿床，称岩溶充水矿床，并按其充水方式不同，分为两个亚类： 

1） 第一亚类，顶板进水为主的岩溶充水矿床； 

2） 第二亚类，底板进水为主的岩溶充水矿床。 

F.1.2 按直接充水含水层的富水性及补给条件，并结合煤层与当地侵蚀基准面的关系等其他因素，把各类

矿床划分为三型： 

a） 第一型，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矿床，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1） 煤层位于地下水位以上或季节变化带内，以大气降水为主要充水水源； 

2） 直接充水含水层单位涌水量q＜0.1 L/（s.m）； 

b） 第二型，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的矿床，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1） 直接充水含水层单位涌水量0.1≤q≤1.0 L/（s.m）； 

2） 直接充水含水层单位涌水量1.0＜q≤5 L/（s.m），但补给条件不好，与地表水体联系不密切；或

直接充水含水层与煤层之间的隔水岩层较稳定，隔水性能较好，水头压力不高，断裂带导水弱； 

3) 虽然直接充水含水层单位涌水量q＜0.1 L/（s.m），但间接充水含水层单位涌水量q＞1.0 L/（s.m） 

c） 第三型，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1） 直接充水含水层单位涌水量q＞5L/（s.m）； 

2） 直接充水含水层单位涌水量1.0＜q≤5 L/（s.m），但补给条件好，与地表水体联系密切；或直接

充水含水层与煤层之间的隔水岩层不稳定，水头压力较高，断裂带导水性强。 

F.2 水文地质勘查工程量 

各类型充水矿床在各阶段所需的基本工程量以满足相应的工作程度要求为原则，一般可参照表G.1、表

G.2具体布置工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 多煤层、多含水层的勘查区（井田），应逐层分析各主要可采煤层的直接充水含水层对矿井充水

的影响，确定主要的直接充水含水层，并按其类型布置工程量，对其他直接充水含水层，可适当

布置工程量予以控制； 

b） 表中所列抽水试验工程量为一般要求，对拟建大、中型井的勘查区（井田）所控制的面积，详查

阶段约为50～100km
2
，勘探阶段约为10～20km

2
，结合勘查面积的大小，可酌情增减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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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拟建小型井的勘查区（井田），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一般可不布置抽水试验和钻孔长期观测，水

文地质条件中等的可参照表中所列同类矿床的简单型，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可参照表F.1、F.2中

所列同类矿床的工程量酌情减少； 

d） 勘查区（井田）内或邻近地区有水文地质条件相似的生产矿井资料时，抽水试验工程量可适当减

少； 

e） 表中所列勘探阶段揭露煤层底板直接充水含水层的钻孔数量，对大型井为初期采区范围的要求，

对中、小型井则为第一水平范围内的要求，上述范围外的其他地段，可布置少量钻孔进行控制。 

表 F.1 孔隙、裂隙类充水矿床一般所需基本工程量表 

项目 阶 段 

类型 

孔隙类 裂隙 类 

简单 中等 复杂 简单 中等 复杂 

水文地质测绘 
普查、详查 （ 1:50 000）～（1:25 000 ） 

同左 
勘探 （ 1:10 000） ～（1:5 000 ） 

钻孔简易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观测 

普查、详查、

勘探 

全部钻孔均进行观测，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观测项目 

抽水 

试验 

（次） 

单孔 

详查 直 1～2 
直 2～4 

间 1～2 

直 4～6 

间 2～3 
直 1～2 

直 2～4 

间 1～2 

直 4～6 

间 2～3 

勘探 直 1～2 
直 2～3 

间 1～2 

直 3～4 

间 2～3 
直 1～2 

直 2～3 

间 1～2 

直 3～4 

间 2～3 

孔组（群孔） 

中等以上要增

加抽水试验，

断裂带不增加 

勘探 ／ ／ 直 1～2 组 ／ ／ 直 1～2组 

大径孔组 

（群孔） 
勘探 ／ ／ 

必要时 

直 1～2 组 
／ ／ 

必要时 

直 1 组 

长 

期 

观 

测 

钻孔 

 
详查、勘探 ／ ／ 

直 6～8 

间 1～2 
／ ／ 

直 6～8 

间 1～2 

生产矿井 
普查 进行一般性了解 

考虑观测网建设、勘查孔留作

长期观测孔并进行长期观测，

勘查结束移交矿方。 

 

同左 

详查、勘探 系统地详细收集资料 

井泉 
普查、详查、

勘探 
选择有代表性的点 

地表水 

普查 有必要时设站观测 

详查、勘探 
对开采有影响的地段 

设足够的站观测 

 
物理地 

质现象 

普查、详查、

勘探 

对开采可能有影响 

的地段设站观测 

揭露底板直接充水 

含水层的地质钻孔 

孔／km
2
 

详查、勘探 少量 少量 

勘探 累计 0.5 累计 0.6 累计 0.7 累计 0.4 累计 0.5 累计 0.6 

第四系加密孔 详查、勘探 
煤层隐伏露头附近加密到 

同左 
500 m～700 m 250 m～500 m 

岩、土样 详查、勘探 
除工程地质勘探线上的钻孔外， 

选择有代表性的钻孔分层取样 

按要求选择有代表性点分层取

样 

水样 
普查、详查、

勘探 
选择有代表性的点取样 

同左 地面物探 
普查、详查、

勘探 
一般应进行地面物探 

水文测井 详查、勘探 
第四系加密孔，专门水文孔一般应进

行水文测井 

注：表中，直——直接充水含水层；间——间接充水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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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露天煤矿的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划分 

F.3.1 第一型，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不需要专门疏干的矿床 

a） 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水，地下水补给量极少； 

b） 直接充水含水层q＜1 L／（s.m），无难于疏干的强持水岩层。 

F.3.2 第二型，水文地质条件中等，易于疏干的矿床 

a） 直接充水含水层1＜q＜10／（s.m），含水层持水性小； 

b） 直接充水含水层10＜q≤20L／（s.m），但补给来源缺乏。 

表 F.2 岩溶类充水矿床一般所需基本工程量表 

项目 阶段 

类型 

顶板进水为主 底板进水为主 

简单 中等 复杂 简单 中等 复杂 

水文地质测绘 
普查、详查 （1:50 000）～（1:25 000） 

同左 
勘探 （1:10 000）～（1:5 000 ） 

钻孔简易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观测 
普查、详查、勘探 

全部钻孔均进行观测，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观测项目 

抽水试验 

（次） 

单孔 

详查 
直 3～4 

间 1～2 

直 4～6 

间 2～3 

直 6～8 

间 3～5 

直 3～5 

间 2～3 

直 5～8 

间 3～5 

 直 8～10 

间 5～6 

勘探 直 1～2 
直 2～3 

间 1～2 

直 3～4 

间 2～3 
直 1～2 

直 3～4 

间 2～3 

直 4～5 

间 2～3 

孔组（群

孔） 
勘探 ／ 直 1 组 ／ ／ 直 1～2 组 1～2 

大径孔组 

（群孔） 
勘探 ／ ／ 

必要时直

1～2 组 
／ ／ 

必要时 

直 1 组 

长 

期 

观 

测 

钻孔 详查、勘探 ／ ／ 
直 6～8 

间 1～2 
／ ／ 

直 6～8 

间 1～2 

生产矿井 
普查 进行一般性了解 

同左 

详查、勘探 系统地详细收集资料 

井泉 普查、详查、勘探 选择有代表性的点 

地表水 

普查 有必要时设站观测 

详查、勘探 
对开采有影响的地段 

设足够的站进行观测 

 
物理地质

现象 
普查、详查、勘探 

对开采可能有影响的 

地段设站观测 

揭露底板直接充水 

含水层的地质钻孔 

孔／km2 

普查 

／ 

少量 

详查 0.1～0.2 0.2～0.4 0.3～0.6 

勘探 
累计 

0.5～1.0 

累计 

1.0～1.5 

累计 

1.5～2.5 

第四系加密孔 详查、勘探 
煤层隐伏露头附近加密到 

同左 
500m～700m 250m～500m 

岩、土样 详查、勘探 
选择有代表性的 

钻孔分层取样 

揭露底板含水层孔数 20%取化学

分析样 

水样 普查、详查、勘探 选择有代表性的点取样 
同左 

地面物探 普查、详查、勘探 一般应进行地面物探 

水文测井 详查、勘探 
第四系加密孔，专门 

水文孔均应进行水文测井 

底板含水层段要测井， 

其他同左 

注：表中，直——直接充水含水层；间——间接充水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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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3 第三型，地质条件复杂，难于疏干的矿床 

a） 直接充水含水层q＞10 L／（s.m），附近有较大的地表水体，并与地下水有水力联系；或者补给

条件虽然不好，但q＞20 L／（s.m）； 

b） 露天直接充水含水层厚度大、分布广、持水性强，易产生流沙等工程地质问题，不易疏干。 

F.3.4 露天煤矿勘查的抽水试验工程量 

露天煤矿勘查的抽水试验工程量参见表F.3。 

表 F.3 露天抽水试验工程量表 

类 型 
直接充水含水层 

单孔 群孔（组） 大口径群孔（组） 

孔隙充水矿床 

第一型 2～3   

第二型 3～5 1～2 0～1 

第三型 5～8 2～3
①
 2～3 

裂隙充水矿床 

第一型 2～3   

第二型 3～6 1～2 0～1 

第三型 6～9  1～2 

岩溶充水矿床 

第一型 2～3   

第二型 5～7 1～2 1～2 

第三型 7～10  2～3 

a) 只适用于第三类第二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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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露天边坡、剥离物分类及勘查工程布置 

G.1 按构成露天边坡岩层的岩性、物理力学性质和结构面的发育程度露天边坡可分为三类 

G.1.1 第一类—松散岩石类 

G.1.1.1 一型：岩性比较单一，不含水或者虽含水但易于疏干。 

G.1.1.2 二型：岩性组合比较复杂，各岩层的渗透性能差别较大，含水层不易疏干，泥岩遇水极易软化变

形。 

G.1.2 第二类—半坚硬岩石类 

G.1.2.1 一型：岩性比较单一，构造简单，岩层不含水，或者含水但易于疏干，软弱夹层不甚发育。 

G.1.2.2 二型：岩性组合比较复杂，含多个软弱夹层，各类结构面发育，岩层含水，水压较高。 

G.1.3 第三类—坚硬岩石类 

G.1.3.1 一型：岩层倾角平缓，各类结构面不发育，地下水位深，含水不丰富，软弱夹层（面）较少。 

G.1.3.2 二型：岩层倾角较陡，各类结构面发育，含水层含水丰富，水压高，软弱夹层（面）发育。 

G.2 露天边坡勘查工作布置 

G.2.1 第一、第二类边坡地区，可垂直非工作帮走向布置勘查剖面，其中一型地区可布置1至2条剖面；二

型地区2至3条剖面，每条剖面上一般可布置2至3个钻孔；垂直于端帮可布置1至2条勘查剖面，每条勘查剖

面上2至3个钻孔。边坡勘查钻孔深度，一般应超过最下一个可采煤层底板50m，并有适量钻孔布置在地表边

坡线以外，以控制上覆松散沉积物及非工作帮煤层底板岩层的露头地段。 

G.2.2 第三类边坡地区，非工作帮可布置一条勘查剖面，或沿非工作帮走向布置三个钻孔，端帮布置2至3

个钻孔。 

G.3 按剥离岩层的岩性和物理力学性质可将剥离物分为三类 

G.3.1 第一类—松散岩层及软岩类 

岩层抗压强度一般均小于6MPa，可以采用连续开采工艺。 

G.3.2 第二类—中硬岩类 

G.3.2.1 一型，剥离物强度比较均一，岩层（岩组）对比比较容易，岩层强度在平面上变化较小，或者具

有明显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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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2.2 二型，剥离物强度不均一，岩层（岩组）对比比较困难，岩石强度在平面上变化较大，且硬岩含

量较高。 

G.3.3 第三类—硬岩类 

岩层的抗压强度值一般均在15MPa以上，不能采用连续开采工艺。 

G.4 露天剥离物勘查工程布置 

勘查线应沿岩石强度变化的主导方向布置，勘查线距视岩石强度均匀程度决定。在先期开采地段内，

第一类地区可选择少量地质、水文地质钻孔取心，进行采样试验，必要时组成工程地质剖面；二类一型地

区线距为800～1200m，二类二型地区线距400～800m，三类地区线距200～300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