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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砂地质勘查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油砂地质勘查的目的任务、勘查工作、资源量和储量类型的适用条件及估算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油砂地质勘查各阶段的设计、勘查施工及研究、资源量和储量估算及报告编制工作，

可作为验收油砂地质勘查成果的技术依据，也可作为矿业权转让、勘查开发融资等矿产资源勘查评价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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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2719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GB/T 1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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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33  石油天然气钻井井控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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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DZ/T 0180  石油、天然气地震勘查技术规范 

DZ/T 0217  石油天然气储量计算规范 

DZ/T 0227  地质岩心钻探规程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SY/T 5132  石油测井原始资料质量规范 

SY/T 5945  测井解释报告编写规范 

SY/T 5981  常规试油试采技术规程 

SY/T 6451  探井测井处理解释技术规范 

SY/T 6939  多井测井资料处理解释及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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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油砂油储集体  sands oil reservoir 

由地质作用形成于地表或近地表，一般具有开放压力系统的含烃类混合物储集体（通常为砂体）。 

3.2  

油砂矿床  sands oil deposit 

由地质作用形成、延伸至地表或近地表、具有开放压力系统的一个或多个相近特征的油砂油储集体

构成，且在当前或预期内开采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环境上允许、市场有需求的油砂油聚集地。 

4 勘查目的任务 

为油砂开发和利用提供资源量和储量以及必要的地质信息，以减少开发风险和获得最佳的经济、社

会和生态环境效益。 

5 勘查控制研究程度 

5.1 基本要求 

5.1.1 勘查工作分为普查、详查、勘探 3个阶段。勘查控制研究的对象为油砂矿床。 

5.1.2 普查阶段采取有效的勘查手段（地震、钻探等），确定并识别油砂矿床，大致确定油砂矿床边

界，有类比条件的，可与同类油砂矿床类比，大致确定勘查类型；详查阶段以验证油砂油储集体的含油

性为主，基本确定油砂矿床及边界，修正和基本确定勘查类型，对油砂矿床进行基本控制；勘探阶段应

根据影响勘查类型的主要地质因素验证勘查类型，详细控制油砂矿床。 

5.1.3 应根据油砂油的粘度研究纵向分布情况，结合油砂矿床控制因素，确定勘查深度。根据开采方

式的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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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设计单位论证确定勘查

深度。 

5.1.4 勘查类型主要依据油砂矿床控制因素和油砂油储集体的稳定程度来划分。划分为Ⅰ（简单）、

Ⅱ（中等）和Ⅲ（复杂）3种勘查类型。由于地质因素的复杂性，允许过渡类型存在。也可按实际情况

进行勘查控制。 

5.1.5 油砂矿床勘查时应根据勘查类型合理确定勘查工程间距。工程间距以各油砂矿床整体入手，结

合物探成果、油砂油储集体的整体形态、物性变化特征确定。不同地质可靠程度的勘查工程间距，在施

工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不限于加密或放稀一倍，以满足相应控制程度要求为准则。

实际勘查过程中，在详查及以上阶段勘查线不得少于 3 条，主勘查线的工程不得少于 2个。地表山地工

程间距应比钻探工程间距适当加密。不同油砂矿床勘查类型，圈定控制的资源量的勘查工程间距，既基

本工程间距参考附录 A。 

5.1.6 采用推荐的基本工程间距布置系统控制工程时，目的是基本确定油砂油储集体的连续性。应根

据主要地质因素变化程度，合理调整工程间距，而不是一成不变。工程间距确定需经过论证，并在勘查

过程中作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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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在合理确定勘查类型和勘查工程间距的基础上，应根据油砂矿床地质特征和矿山建设的需要、

地形、地貌、钻探和物探施工条件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选择适当、有效的勘查方法和手段。勘查工程

布置一般地表以物探为主，深部以岩心钻探（钻井、取心、录井、测井等）为主。 

5.1.8 勘查工作一般应遵循由已知到未知、由浅入深、由稀到密；区域展开、点面结合、重点突破；

地质填图、物探先行的原则。 

5.1.9 在各勘查阶段对油砂矿床进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的工作要求按 GB/T 25283

执行。 

5.1.10 各勘查阶段均应尽可能全面、及时地收集与油砂成矿有关的盆地及周缘地区资料，并在充分研

究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对于勘查区内已完成的相应勘查阶段要求的地质工作，若资料齐全，工作质量、

研究程度符合相应阶段要求，应直接利用，不应重复部署相应工作。 

5.2 各阶段勘查控制研究程度 

5.2.1 普查 

5.2.1.1 成矿地质条件 

基本查明普查区的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化地质体特征，研究成矿地质规律。大致查明勘查区地层层序、

构造、岩相类型、岩性组合、物质组成等。 

5.2.1.2 油砂矿床地质 

通过有效的物探工作、针对性的钻探工程，开展综合研究，大致查明影响和破坏油砂矿床的构造及

其类型、影响范围和发育特征。初步评价构造的影响程度。基本查明地层、构造、岩相及岩性特征，目

的层储集体沉积相、岩性、物性和含油性等基本情况。 

5.2.1.3 油砂油储集体地质 

大致查明油砂油储集体层位、类型、发育特征、内部结构、分布范围；大致查明隔层、夹层的岩性、

物性、厚度、含水性及分布特征等。 

采用1∶10000～1∶2000的地形地质填图、地表山地工程、有限的钻探工程和物探工作，初步查明

油砂矿床的类型、规模、分布范围、数量、空间位置及形态、相互关系。 

5.2.1.4 油砂油质量 

大致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岩性、物性、含油性特征；大致查明油砂油的化学成分及物理性质。 

5.2.1.5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大致了解共伴生矿产的物质组成、载体类型及回收途径，并对其综合开发利用做出初步评价。 

5.2.1.6 加工提取技术性能 

初步确定开采方式和开采范围，对油砂油加工提取技术性能进行类比研究。 

5.2.1.7 开采技术条件 



DZ/T ×××××—×××× 

4 

大致了解油砂矿床开采技术条件，进行适当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初步划分矿床

水文地质类型及确定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初步划分矿床工程地质类型和确定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

度。预测矿山开采对本区环境、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开采技术条件研究内容参考附录B的要求执行。 

5.2.1.8 资源量分布及比例 

分析油砂油的粘度在平面和纵向上的分布情况，分析油砂矿床控制因素，初步确定油砂矿床分布范

围。进行可行性评价，确定是否转入详查工作，为下步工作提供依据。 

依据有限的勘查工作和采样测试成果，采用一般工业指标，取得资源量估算参数，估算油砂油资源

量。 

国内油砂勘查实例见附录C。 

5.2.2 详查 

5.2.2.1 油砂矿床地质 

依据初步查明的油砂矿床控制因素及油砂油储集体稳定程度，合理确定勘查类型和工程间距。基本

查明勘查区地层层序、构造、岩相类型、岩性组合、物质组成等。 

通过有效的物探工作、探矿工程控制，确定油砂矿床边界、控制影响或破坏油砂油储集体的构造，

查明构造类型、产状、空间展布、发育程度、演化及分布规律。 

通过1∶5000～1∶2000地形地质填图和系统的探矿工程、测井、样品测试等工作，基本查明油砂矿

床的类型、规模、分布范围、数量、空间位置及形态、相互关系等。 

5.2.2.2 油砂油储集体地质 

基本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规模、形态、层位、层数、厚度、产状等及其变化特征；基本查明油砂油

储集体的岩性、矿物组成及含量、岩相及其微相；基本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连续性和连通性，隔层、夹

层的岩性、物性、厚度及分布特征等。 

基本查明油砂储集体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及含量、胶结物成分、粒度及颗粒几何形态、敏感性、

润湿性、粘土矿物含量等及其变化特征。 

基本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孔隙度、渗透率、孔隙喉道半径、相对渗透率等，确定油砂油储集体的储

集类型及孔隙结构。基本确定优质油砂油储集体的分布范围和孔隙发育带。 

5.2.2.3 油砂油质量 

基本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重量含油率、含油饱和度、含水饱和度、束缚水饱和度等。 

基本查明油砂油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油砂油的粘度，有用组分、有益有害组分含量、可回收组

分含量的赋存状态、变化及分布特征。 

5.2.2.4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基本查明共伴生矿产的地质特征、载体类型、矿石质量、物质组成。开展加工提取技术性能研究，

对共伴生矿产的综合开发利用做出评价。 

5.2.2.5 加工提取技术性能 

确定开采方式和开采范围。进行油砂油加工提取技术性能研究，对露天及巷道开采的应进行实验室

试验，原位开采的应进行试油或试采。 

5.2.2.6 开采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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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确定的开采方式，通过综合勘查和系统研究，基本查明详查区的开采技术条件，为初步技术经

济评价、总体建设规划和勘探设计提供依据。基本查明油砂矿床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和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程度；基本查明油砂矿床工程地质勘查类型和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初步评价油砂矿床开采前的环境

质量，预测评价油砂矿床开采对环境、生态可能造成的破坏和影响。 

5.2.2.7 资源量分布及比例 

通过综合勘查和系统研究及可行性评价，可为油砂矿床总体规划、项目建议书提供资料。 

依据系统的勘查工作成果，论证工业指标，取得资源量估算参数，估算资源量。其中控制以上的资

源量不少于查明资源量的30％。 

对于复杂的小型油砂矿床需转入开发的，开采技术条件、加工提取技术性能研究应达到勘探程度要

求。估算的资源量对包括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进行

研究的可估算储量。 

5.2.3 勘探 

5.2.3.1 油砂矿床地质 

勘探应在油砂矿床初步开采设计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在详查的基础上，以开发为目的查缺补漏各种

勘查工作，并对确定的先期开采地段进行加密控制和综合研究工作。 

详细查明对油砂矿床控制或影响的构造。断层应有工程控制其产状及断距。 

详细查明油砂矿床的类型、规模、分布范围、数量、空间位置及形态、相互关系等。 

严格控制先期开采地段油砂油储集体露头的顶、底界面及露头被剥蚀后的形态。控制露天开采的最

下一个油砂油储集体的露头。其底界面深度为300 m以浅的误差应控制在1 m；底界面深度300 m～500 m的，

误差应控制在3 m；底界面深度在500 m以下的，误差应控制在5 m。 

5.2.3.2 油砂油储集体地质 

详细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规模、形态、层位、层数、厚度、产状等及其变化特征；详细查明油砂油

储集体的岩性、矿物组成及含量、岩相及其微相；详细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连续性和连通性，隔层、夹

层的岩性、物性、厚度及分布特征等。 

详细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及含量、胶结物成分、粒度及颗粒几何形态、敏感性、

润湿性、粘土矿物等及其变化特征。 

详细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孔隙度、渗透率、孔隙喉道半径、储集类型及孔隙结构，确定优质油砂油

储集体的分布范围和孔隙发育带；详细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连续性与连通性。 

5.2.3.3 油砂油质量 

基本查明油砂油储集体的重量含油率、含油饱和度、含水饱和度、束缚水饱和度等。 

基本查明油砂油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油砂油的粘度，有用组分、有益有害组分含量、可回收组

分含量的赋存状态、变化及分布特征。 

5.2.3.4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详细查明共伴生矿产的地质特征、载体类型、矿石质量、物质组成，进行加工提取技术性能试验研

究，依据载体类型和开采方式对共伴生矿产的综合开发利用做出评价。 

5.2.3.5 加工提取技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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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及巷道开采的，先期开采地段应进行现场工业试验，评价油砂油生产能力，分析稳产条件,评

价其开发经济效益；原位开采的，先期开采地段应进行试采或开发试验区工作。通过试采确定单井生产

的合理工作制度
1)
，评价油砂矿床的长期生产能力，分析稳产条件，评价其开发经济效益，为合理开发

利用提供参数及依据。通过开发试验区确定开发方式、井网、井型、生产动态规律以及合理的钻、采、

试工艺技术。 

5.2.3.6 开采技术条件 

依据开采方式对油砂矿床进行开采技术条件的研究。露天和巷道开采方式应满足固体矿产矿山开采

技术条件研究中对开发的要求，原位开采方式的应满足石油开采技术条件的要求。需详细查明油砂矿床

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和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详细查明油砂矿床工程地质勘查类型和工程地质条件复杂

程度；评价油砂矿床开采前的环境质量，评价油砂矿床开采后对环境、生态可能造成的破坏和影响。 

详细查明先期开采地段边界构造，并对构造的发育程度、分布范围做出精确评述，并对其可靠性进

行评价。控制露天开采境界内油砂矿床的底界标高及露头位置。应明确开采境界，计算经济剥采比。 

5.2.3.7 资源量分布及比例 

依据系统的勘查成果，进行可行性评价，论证工业指标，取得估算参数，估算资源量。勘探区内探

明的资源量应达总资源量的30％以上；控制的资源量应达总资源量的20％以上。 

估算的资源量满足对包括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

研究程度的可估算储量。 

6 勘查工作及其质量要求 

6.1 矿产勘查测量 

6.1.1 凡与资源量和储量估算相关的各种地质剖面、探矿工程、油砂油储集体空间位置等均应进行定

位测量。当比例尺大于或等于 1∶2000时，应采用全站仪或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进行解析法定位测量。当

比例尺小于 1∶2000时，除重点工程、特殊地质点或油砂油储集体标志外，其他定位测量可采用手持全

球卫星定位系统接收机进行米级精度定位。测量精度和要求按 GB/T 18341、GB/T 33444 执行。 

6.1.2 矿产勘查测量应采用全国统一的坐标系统和最新的国家高程基准。平面坐标系统一般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有特殊要求时可采用 1954年北京坐标系）、高斯-克吕格正形投影，测

图比例尺大于或等于 1∶10000时统一采用 3°分带；高程基准采用 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不具备条件

的地区可采用 1956年黄海高程系或暂用独立高程系。当采用独立高程系时，应尽量与国家高程基准联

测，如果勘查区周围没有可供联测的基准点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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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填图比例尺的选择应以油砂矿床的规模及其各勘查阶段的要求，（读图方便）为准，在地质填

图前，应充分利用测量、物探、遥感资料，提取尽可能多的地质信息，通过野外观测，提高成图质量，

过程中加强岩性岩相的调查与研究。地质填图的工作要求和精度按GB/T 33444、DZ/T 0078执行。 

6.3 物探 

                                                        
1) 工作制度：依据不同的测试时间来获得的各类试井参数的过程。测试时间分配根据油砂油储集体渗透率高低、

流动性好坏、测试期间地层显示情况和井眼条件等多种因素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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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地面物探 

6.3.1.1 根据勘查区的地质、地球物理、自然地理条件和地质工作要求，开展方法试验，测定有关参

数，实测地质、地球物理综合剖面，选择适当的地面物探方法进行勘查。提倡和鼓励运用新技术、新方

法。 

6.3.1.2 凡地球物理勘查工作条件适宜的地区，应开展以地震为主的地面物探，油砂矿床须由“+”字、

“#”字测线或更多二维地震测线及三维地震控制。能够查清地下地质构造及地层特征，预测油砂油富

集区带，确定油砂矿床边界，为钻探井位优选提供依据。地震工作应符合 DZ/T 0180的要求。 

6.3.1.3 地震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勘查区应开展其他地面物探工作，所开展工作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6.3.1.4 加强地面物探与其他工作手段的综合研究，以最大限度完成地质任务为最终目的。 

6.3.1.5 野外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整理资料，编制与地质图比例尺相适应的物探图件，提交工作总结报

告。矿产勘查报告中应简要阐明物探工作成果，并评述其质量。 

6.3.2 测井 

6.3.2.1 测井工作应获取目的层的深度、厚度、岩性、电性及物性参数；计算孔隙度、渗透率和含油

饱和度；进行岩性分析，解释油砂油储集体特征，并检查钻井工程质量。 

6.3.2.2 推荐测量自然伽马（GR）、自然电位（SP）、双感应（DIL）或双侧向（DLL）、微电极（ML）

或微球聚焦（MSFL）、补偿密度（DEN）、补偿声波（AC）、补偿中子（CNL）、井径（CAL）、井斜（DEV）、

井温（TEM）等测井方法。测井曲线质量标准按 SY/T 5132执行。 

6.3.2.3 通过测井数据采集、环境校正、数据处理程序、建立解释模型、选择主要解释参数，进行资

料精细处理解释，识别划分油砂油储集体、解释油砂油储集体及水层，编制测井解释报告。技术要求按

SY/T 6451执行。 

6.3.2.4 利用多井测井资料，结合地震、岩心分析、测试及钻探编录等相关资料，建立岩性、物性、

电性、含油性及其他地质参数解释模型及解释标准，对勘查区内的测井资料进行处理解释及综合评价，

对单井测井解释结果进行修正汇总，提出再解释的评价结果及测试建议，对勘查区多井测井资料处理解

释评价进行总结。其工作要求按 SY/T 6939执行。 

6.3.2.5 提供的测井原始记录表、现场解释成果表、室内解释成果图表、测井解释报告的相关技术要

求按 SY/T 5945执行。 

6.4 探矿工程 

6.4.1 地表山地工程 

6.4.1.1 包括槽探、剥土、浅坑、浅井、浅钻等。 

6.4.1.2 根据油砂矿床形态及地形条件，结合生态与环境条件，依法、依规合理选择勘查手段。勘查

项目完成后要及时采取回填覆土、播散草种、种植树苗等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恢复治理、复垦复绿工作。 

6.4.1.3 施工目的是研究覆盖层厚度、目的层及下伏基岩岩性，为勘查区地质填图和钻探工程提供依

据。研究油砂矿床的地表规模、形态、产状和油砂油储集体的物性特征及变化规律、主要断裂特征和主

要地质界线。布置时应尽量减少或减轻对当地生态地质环境的破坏。其工作要求按 GB/T 33444、DZ/T 

0078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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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钻探工程 

6.4.2.1 包括参数井（地质井、预探井、评价井、水文井）和开发井等。 

6.4.2.2 钻探是地质勘查过程中最广泛使用的手段，应坚持一孔多用的原则，并保证工程质量。钻探

工程施工应按所承担的地质目的进行。布置时应尽量减少或减轻对当地生态地质环境的破坏，质量要求

严格按 GB/T 31033、DZ/T 0227、DZ/T 0078执行。 

6.4.2.3 全井段取心的钻探工程，油砂油储集体及顶底板采取率不低于 80％，全孔岩心平均采取率一

般应大于 70％。岩心直径应满足取样要求。 

6.4.2.4 参数井应进行地质录井、定量荧光录井。 

6.4.2.5 所有钻探工程应进行测井工作。 

6.5 采样与测试 

6.5.1 样品采集要求 

6.5.1.1 样品应具有代表性。采样的方法应根据采样目的，结合勘查手段、油砂矿床规模和厚度、油

砂油储集体特征等因素确定；采样规格应通过试验或类比确定，样品重量应满足测试需要。 

6.5.1.2 样品采集项目和数量需满足建立岩性、物性、含油性、电性关系图版的需要。 

6.5.1.3 基本分析样：分析重量含油率时应对油砂油储集体全厚取样，样长不大于 1 m。厚度较大时取

样长度可以适当放宽；分析含油饱和度、孔隙度、渗透率、岩电时，每米取样 2块～3块，取直径 2.5 cm、

高 3 cm的岩心柱。应平行取样。 

6.5.1.4 专项物性分析样：每米取样 2块～3块，取直径 2.5 cm、高 3 cm的岩心柱，油砂油储集体每

米取样加密到 8块～10块。 

6.5.1.5 岩矿分析样：根据设计要求，每米取样 1块，重量 50 g～100 g，特殊岩性及主要目的层可根

据设计要求加密取样。 

6.5.1.6 油砂油物性测定样：每个体积不应少于 1000 ml，在油砂矿床测试、试油、试采过程中采取，

应在不同工作制度下，稳定时取样品。 

6.5.1.7 水化学分析样：每个体积不应少于 1000 ml，在油砂矿床测试、试油、试采过程中采取，应在

不同工作制度下，稳定时取样品。 

6.5.1.8 小体重样：样品体积 60 cm
3
～120 cm

3
，测定小体重时应分析其重量含油率。 

6.5.1.9 岩石物理力学样：在主要油砂油储集体顶界面以上 30 m至底界面以下 20 m的范围内采取，采

样规格 5 cm×5 cm×5 cm。 

6.5.1.10 样品采集应注意选择不同的包装和保管方式，满足测试要求。如：重量含油率、含油饱和度

应采取密闭取心取样，样品岩心出筒后，立即取样。用铝箔纸或塑料纸包装蜡封保存。油、水样品应加

盖密封。取样结束后，3天内送至实验室。 

6.5.2 各勘查阶段样品种类及分析项目 

各勘查阶段样品种类及分析项目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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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样品分析质量检查要求 

6.5.3.1 样品测试应由质量保障体系健全、测试经验丰富、获得国家计量认可认证的实验机构承担。 

6.5.3.2 各测试方法的质量参数（准确度、精密度和检出限等），测量仪器的主要质量参数（稳定性、

灵敏性和分辨率等）均应达到或优于该类测试样中所测试项目的质量要求。质量要求严格按 DZ/T 0130

执行。 

6.5.3.3 根据测试项目的质量要求、测试方法质量水平和目前标准物质（或监控样）的可用种类和数

目等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监控方式和判断方法。 

6.6 开采技术条件研究 

各种比例尺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测量、环境地质调查以及其他开采技术条件研究，均应符合相应

勘查阶段对勘查区开采技术条件工作的要求。专项开采技术工作及相关样品的测试都应满足有关规定、

规范的要求，以保证工作成果的可靠性。 

a)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的工作方法、技术质量要求按照 GB 12719 执行。 

b) 按 HJ 495要求采取地表水及地下水样品，其水质评价参见 GB/T 14848和 GB 3838要求执行。 

c) 根据不同勘查阶段要求，开展环境地质工作，预测油砂矿床开采可能引起的次生地质灾害；预

测有毒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预测废水排放、尾矿堆放可能造成的污染，对废石、废水、

尾矿的堆（排）放及利用提出建议，参照 GB 12719确定地质环境类型。 

6.7 加工提取技术性能研究 

6.7.1 露天及巷道开采方式 

包括类比研究、实验室试验、现场工业试验。 

a) 类比研究：根据油砂矿床的主要特征，与已开发的同类型油砂矿床加工提取技术性能资料对比

研究，对其做出概略评述，指导下步勘查工作。 

b) 实验室试验：利用实验室设备，通过样品的采集，研究油砂油储集体的物质组成及加工提取技

术工艺，确定油砂矿床的挖掘、分离等流程，评价油砂油及共伴生组分综合回收利用的技术可

行性和经济合理性。查明油砂油储集体中或共生岩石有用、有益、有害组分以及粒度、嵌布方

式、赋存状态及其加工提取技术性能工艺流程的可靠性，或对新技术、新试剂、新设备的适应

性及可靠性进行验证。对比加工提取技术条件、流程及方案，择优选择加工提取技术的工艺方

案，为工业试验提供基础依据。 

c) 现场工业试验：利用工业生产装置，进行局部或全流程的生产试验，为可行性评价研究工作或

油砂矿床开发设计提供依据。 

6.7.2 原位开采方式 

包括类比研究、试油、试采、开发试验区。 

a) 类比研究：根据油砂矿床的主要特征，与已开发的同类型油砂矿床试油试采特征对比研究，指

导下步勘查工作。 

b) 试油：确定流体的流量、压力、温度梯度等参数的变化特征，及时准确地对储集参数及含油特

性做出正确的评价，为开发规划提供依据。试油产量一般要求稳产三天。试油油砂油储集体位

置的选择、试验目的、任务、施工、施工工艺的选择、试油资料的获取、样品采集分析、成果

验收等按 SY/T 598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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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试采：确定单井生产的合理工作制度，评价油砂油储集体长期的生产能力，分析稳产条件，评

价其开发经济效益，为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参数及依据。根据油砂矿床天然能量大小和开发工作

需要而定，一般为一年至三年，采用滚动勘探开发的小型油砂矿床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试采

井区的部署、试采管理、试井的施工、各类资料获取、样品采集分析、试采报告编制等工作按

SY/T 5981执行。 

d) 开发试验区：大型油砂矿床开辟生产试验区，中小型油砂矿床开辟试验井组，必要时进行单井

试验。试验项目、内容和具体要求，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试验区的选择应具有代表性，试验

项目的确定应结合下步的生产实际。通过试采了解到较详细的地质情况和基本生产动态后，在

查明程度较高和地面建设条件比较有利的地区，划出一块有代表性的面积，作为生产试验区，

其主要任务是确定油砂矿床开发方式、井网、井型、生产动态规律以及合理的钻、采、试工艺

技术。 

6.8 地质编录、综合整理、报告编制 

勘查各阶段，原始编录应在现场及时进行，编录须客观、准确、齐全反映第一手地质情况，重要地

质现象除文字记录外，应有大比例尺素描图。各项原始编录资料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验收和综合整理。

工作质量按 GB/T 33444、DZ/T 0078、DZ/T 0079执行。 

6.9 新技术、新方法 

提倡从数据采集，到自动化综合处理全过程使用新技术、新方法，各种数据建立成果数据库，还应

及时将原始数据按规定格式存盘、入库。 

7 地质可靠程度分级 

7.1 探明资源量 

指对一定范围，依照勘探的精度详细查明了油砂矿床的地质特征、油砂油储集体及其含油性的分布

规律和开采技术条件；通过实施现场工业试验或现场开采试验证实了勘探范围内的油砂油资源及可采

性，获得了有效厚度下限油砂油储集体试油、产能及温压资料。资源量估算所依据的数据详尽，可信度

高。 

7.2 控制资源量 

指对一定范围，依照详查的精度基本查明了油砂矿床的地质特征、油砂油储集体及其含油性的分布

规律、开采技术条件，通过实验室试验或试油、试采基本查明典型地质背景下参数井的单井产能情况。

油砂储集体的单井试油产量达到了资源量起算要求。但因参数井和生产试验井数量有限，不足以完全了

解整个油砂矿床估算范围内的油砂油赋存条件和产油情况，因此油砂油储量资源量可靠程度中等。 

7.3 推断资源量 

指对普查区按照普查的精度大致查明油砂矿床的地质特征以及展布特征、油砂油储集体以及含油率

特征，也包括那些由地质可靠程度较高的资源量外推的部分。由于信息有限，不确定因素多，油砂油储

集体连续性是推断的，资源量估算所依据的数据有限，可信度较低。 

8 可行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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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概略研究 

通过对油砂油的国内外的资源状况，市场供求、市场价格及产品竞争能力，勘查区的内、外部条件

的分析，与已知油砂矿床类比，预测未来生产规模、服务年限及产品方案。油砂矿床的开采方式、加工

提取技术方法及工艺流程等，采用类似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或扩大指标对油砂矿床开发做出大致的技术

经济评价。根据技术经济评价结果，对油砂矿床开发有无投资机会、是否进行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出结论。

从而为进一步勘查、制定长远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概略研究一般缺乏准确参数和评价所必需的详细资料，其评价的资源量只具内蕴经济意义。一般普

查阶段只能进行概略研究，详查或勘探阶段，条件不具备时，也可只进行概略研究。可采用总利润、投

资利润率、投资回收期等经济评价指标，进行静态的经济评价。 

8.2 预可行性研究 

通过国内、外市场调研和分析预测，综合资源条件、提取加工工艺、内外部建设条件、环境保护、

开发总体建设方案以及项目预期经济效益等，参照类似企业等多个开发方案对比选择适合评价当时市场

价格的技术经济指标，初步提出建设总投资，主要工程量和主要设备以及生产成本等。对开发建设的必

要性、建设条件的可行性及经济效益的合理性做出初步评价，为勘探决策、编制总体规划和项目建议书

提供依据。 

预可行性研究应在详查及以上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可采用内部收益率、净现值和动态的投资回收期

等经济评价指标，进行动态经济分析。 

8.3 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是对油砂矿床开发经济意义的详细评价。其结果可以详细评价拟建项目的技术经济可靠

性，为建设的投资决策、拟建项目的技术经济可行性、确定工程项目建设计划和编制建设初步设计等提

供依据。通过可行性研究的论证和评价，为投资决策、确定最优开采方案等提供依据。 

可行性研究应在勘探工作基础上进行。可采用内部收益率、净现值和动态的投资回收期等经济评价

指标，进行动态经济分析。 

9 资源量、储量类别的确定 

根据油砂矿床的勘查控制研究程度、可行性评价结果，对勘查获得的资源量和储量进行分类。资源

量满足对包括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方面的研究程度

时可转为储量。对估算的结果应标明资源量和储量的编码。资源量和储量分类方法按GB/T 17766执行。 

10 资源量估算 

10.1 工业指标 

油砂矿床工业指标受国家有关政策、石油价格、当前开采、加工提取工业技术和开采技术条件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应按油砂矿床的实际情况论证确定。提供参考的矿床工业指标、资源量起算下限仅适用

于普查阶段，参见附录E。 

10.2 资源量估算的基本要求 

10.2.1 应按油砂矿床、油砂油储集体（组合）、估算块段（单元）、资源量类别分别估算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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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参与资源量估算的各取样工程、测井、测试、样品分析化验质量均应符合有关规范、规程及规

定的要求。 

10.2.3 参与资源量估算的参数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分布上，均应有代表性，数据应准确可靠。 

10.2.4 已查明赋存状态，达到工业指标要求、具一定规模可以综合回收的共生矿产，应分别估算资源

量。有经济效益的伴生组分，也应分别估算资源量。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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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推广和使用国内外先

进的科学技术，全方位地实现计算的微机化处理。资源量估算的结果以万吨为单位，不保留小数。 

10.3 资源量估算块段（单元）划分原则 

10.3.1 露天及巷道开采油砂矿床资源量块段划分 

a) 原则上以达到相应控制程度的勘查线、油砂矿床底板等高线或主要构造线为边界。相应的控制

程度，是指在相应密度的勘查工程见油砂油储集体点连线以内和在连线之外以基本线距（钻孔

间距）的 1/4～l/2的距离所划定的全部范围。 

b) 以构造线为边界的，勘查线至构造线距离小于基本线距（钻孔间距）的 1/4 时，外推至构造线；

反之外推基本线距（钻孔间距）的 1/4～l/2。 

c) 探明的和控制的资源量块段边界线一般以工程连接线内圈划分，推断的资源量可由工程圈定，

亦可外推圈定。 

10.3.2 原位开采油砂矿床资源量单元划分 

a) 估算单元平面上一般按油砂矿床控制的平面范围划分 

1) 面积大的（如三条勘查线以上）油砂矿床，视不同情况（油砂油储集体控制工程）可细分

估算单元； 

2) 同一构造控制几个小型的断块或岩性油砂矿床，当油砂矿床类型和油砂油储集体类型相

同，油砂油的性质相似，且含油连片或叠置时，可合并为一个估算单元。 

b) 估算单元纵向上一般按油砂油储集体（组合）划分 

1) 已查明为统一油水界面的油水系统一般划分为一个估算单元，也可依据开发方式细分； 

2) 不同岩性、储集特征的油砂油储集体（组合）应划分独立的估算单元； 

3) 同一岩性的块状油砂矿床，也可依据开发方式按水平段细划估算单元； 

4) 尚不能断定为统一油水界面的层状油砂矿床，当油砂油储集体（组合）厚度大于 50 m时，

按其特征合理细划估算单元。 

10.4 资源量估算方法的选择 

根据油砂矿床特征，并结合勘查工作实际，以有效、准确、简便、能满足要求为依据确定估算方法。

估算方法主要有几何图形法、地质统计学法和动态分维几何学方法（SD法）等。 

a) 几何图形法 

将油砂油储集体空间形态分割成较简单的几何形态，估算其体积、平均重量含油率或含油饱和度、

有效孔隙度、油砂油储集体资源/储量矿石量、油砂油量等。推荐的常用几何图形法有：重量含油率法、

容积法。 

1) 重量含油率法 

重量含油率法多用于适合露天及巷道开采油砂矿床资源/储量估算。计算油砂油储集体矿石量采用

下列公式： 



DZ/T ×××××—×××× 

13 

N=100×A×h×ρr                                 (1) 

式中： 

N—油砂油储集体资源量矿石量，万吨（10
4
t）； 

A—油砂油储集体含油面积，平方千米（km
2
）； 

h—油砂油储集体有效厚度，米（m）； 

ρr—油砂油储集体岩石密度，吨/方（t/m
3
）。 

计算油砂油资源量采用下列公式： 

P=N×ω                                      (2) 

式中： 

P—油砂油资源量，万吨（10
4
t）； 

N—油砂油储集体资源/储量矿石量，万吨（10
4
t）； 

ω—重量含油率平均值，小数（f）。 

2) 容积法（含油饱和度法） 

容积法多用于适合原位开采的资源量估算，容积法计算油砂油储集体矿石量采用下列公式： 

N=100×A×h                                 (3) 

式中： 

N—油砂油储集体资源量矿石量，万立方米（10
4
m
3
）； 

A—油砂油储集体含油面积，平方千米（km
2
）； 

h—油砂油储集体有效厚度，米（m）。 

油砂油资源量计算采用下列公式： 

P=N×φ×Soi×ρo/Boi                             (4) 

式中： 

P—油砂油资源量，万吨（10
4
t）； 

N—油砂油储集体资源量矿石量，万立方米（10
4
m
3
）； 

Soi—含油饱和度，小数（f）； 

φ—有效孔隙度，小数（f）； 

ρo—地面原油密度，吨/方（t/m
3
）。 

Boi—原油体积系数 

b) 地质统计学法 

以区域化变量理论作为基础，以变异函数作为主要工具，对既具有随机性、又具有结构性的变量进

行统计学研究，估算时能充分考虑重量含油率的空间变异性和空间的分布特征，使估算结果更加符合地

质规律，置信度高，但需有较多的样本个体为基础。勘查过程中，针对油砂矿床的地质特征，运用这种

方法，还能制定或检验合理的勘探工程间距。常用的地质统计学法有：普通克里格法、协同克里格法、

泛克里格法、随机克里格法、指示克里格法、宏观克里格法等。 

c) 动态分维几何学方法（SD法） 

以最佳结构地质变量为基础，以断面构形替代空间构形为核心，以spline函数及分维几何学为工具

的估算方法。它适用于不同油砂矿床类型、油砂油储集体规模、不同矿产勘查阶段。还可对估算的成果

作精度预测。 

提倡和鼓励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对于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的新方法或新研制的软件，倡导采用经

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机构组织认证公告的相关软件。 

10.5 资源量估算参数确定原则 

10.5.1 重量含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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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工程重量含油率根据采样点所代表的油砂油砂油储集体有效厚度权衡取值，取样均匀时亦可采用

算术平均法。各估算单元重量含油率根据单工程控制的砂油储集体体积权衡求得。 

10.5.2 含油面积 

充分利用地震、钻孔、测井等资料，综合研究油砂矿床类型，确定油砂油赋存界面以及遮挡（如断

层、岩性、地层）边界，编制反映油砂油储集体顶（底）面形态的海拔高度等值线图，圈定含油面积。

含油面积按DZ/T 0217的规定执行。不同勘查控制研究程度，含油面积圈定要求不同，包括推断、控制、

探明的含油面积： 

a) 推断的含油面积边界的确定需达到以下条件： 

1) 依据油砂矿床综合分析所确定的油砂油储集体分布范围，圈定含油面积。 

2) 依据同类油砂矿床类比。 

b) 控制的含油面积边界的确定需达到以下条件： 

1) 依据测井解释的油砂油储集体底界面圈定含油面积。 

2) 以油井外推开发井距的 2～3倍圈定含油面积。 

c) 探明的含油面积边界的确定需达到以下条件： 

1) 用以圈定含油面积的油砂油赋存界面，应经测井或测试资料，或钻井取心资料证实，或可

靠的压力测试资料确定。 

2) 未查明油砂油赋存界面的油砂矿床，应以测试证实的最低的油砂油储集体底界，或有效厚

度累计值或集中段高度外推圈定含油面积。 

3) 油砂矿床断层（或地层）遮挡边界，宜以油砂油储集体顶（底）面与断层（或地层不整合）

面相交的外含油边界圈定含油面积。 

4) 油砂油储集体岩性（或物性）遮挡边界，用有效厚度零线或油砂油储集体一定厚度线圈定

含油面积（应论证或可类比同类型油砂矿床）。 

5) 当边部见油井到含油边界的距离过大时，未查明含油边界时以边部油井外推开发井距的

1～1.5倍作为含油面积计算线。 

10.5.3 有效厚度 

达到起算标准的油砂油储集体厚度。不同勘查控制研究程度，有效厚度确定要求不同。包括推断、

控制、探明的有效厚度。 

a) 推断的有效厚度 

可用岩心、测井、录井等资料推测确定。允许用相邻同类型油砂矿床的资料类比确定。 

b) 控制的有效厚度 

可根据相近同类型油砂矿床类比划分，也可选择邻区类似油砂矿床的下限标准划分。 

c) 探明的有效厚度 

1) 有效厚度标准确定 

①论证制定油砂油储集体划分和夹层扣除标准。 

②以测井解释资料划分有效厚度时，应以岩心分析资料和测井解释资料为基础，测试资料

为依据，在研究岩性、物性、电性与含油性关系后，确定其有效厚度划分的岩性、物性、

电性、含油性下限标准。 

③油砂油储集体性质和流体性质相近的多个小型油砂矿床，可制定统一的标准。 

④借用邻近油砂矿床下限标准应论证类比依据和标明参考文献。 

⑤有效厚度标准图版符合率大于 80%。 

2) 有效厚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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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测井解释资料划分有效厚度时，应对有关测井曲线进行必要的井筒环境（如井径变化、

泥浆侵入等）校正和不同测井系列的归一化处理。 

②以岩心分析资料划分有效厚度时，油砂油储集体应取全岩心，采取率不低于 80%。 

③以测井解释资料划分有效厚度时，有效厚度的起算厚度可按 0.2 m～0.4 m，夹层起扣厚

度为 0.2 m，或论证。 

10.5.4 油砂油储集体岩石密度 

油砂油储集体岩石密度应在油砂矿床不同部位取得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分析测定。每单个油砂矿床不

少于30件。 

单工程油砂油储集体岩石密度根据取样分析值算术平均求得。各估算单元根据实际所测岩样的密度

值采用井点算术平均法求得。 

10.5.5 油砂油密度 

油砂油密度应在油砂矿床不同部位取得一定数量且具有代表性的地面油样分析测定。 

单工程油砂油根据取样分析值算术平均求得。各估算单元根据实际所测油砂油密度值采用井点算术

平均法求得。 

10.5.6 含油饱和度 

单工程含油饱和度根据采样点所代表的油砂油储集体有效厚度权衡取值，取样均匀时亦可采用算术

平均法。各估算单元含油饱和度根据单工程控制的油砂油储集体体积权衡求得。测井解释的含油饱和度

和密闭取心分析含油饱和度绝对误差不超过±5％。 

10.5.7 有效孔隙度 

有效孔隙度可直接用岩心分析资料，也可用测井解释确定。测井解释孔隙度与岩心分析孔隙度的相

对误差不超过±8％。 

单工程有效孔隙度根据采样点所代表的油砂油储集体有效厚度权衡取值，取样均匀时亦可采用算术

平均法。各估算单元有效孔隙度根据单工程控制的油砂油储集体体积权衡求得。 

11 报告编制 

在不同阶段的勘查工作结束时，要及时编写相应阶段的勘查报告，勘查报告编制提纲按DZ/T 0033

和附录F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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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勘查类型、勘查工程间距确定 

A.1 勘查类型划分依据 

A.1.1 油砂矿床控制因素 

A.1.1.1 油砂矿床控制因素一般包括背斜、断鼻、断块、不整合面、岩性变化等。 

A.1.1.2 构造型：受背斜、断鼻、断块等构造因素控制的油砂矿床。 

A.1.1.3 地层型：受不整合面、岩性变化等地层因素控制的油砂矿床。 

A.1.1.4 复合型：受两种及以上因素控制的油砂矿床。 

A.1.2 油砂油储集体稳定程度 

A.1.2.1 油砂油储集体的稳定性包括油砂油储集体规模及形态（展布面积、形态产状）、非均质性（包

括厚度、岩性、物性在层间、平面、层内的变化程度）等。 

A.1.2.2 稳定：油砂油储集体分布面积广，连续延展大于2.0 km，平面几何形态为席状、扇形、层状，

连续性好，形态较规则，倾角小于30°；储层非均质性弱。 

A.1.2.3 较稳定：油砂油储集体分布面积较广，连续延展1.0 km～2.0 km，平面几何形态为长形状、条

带状，连续或稍有间断，倾角30°～60°；储层非均质性中等。 

A.1.2.4 不稳定：油砂油储集体分布面积较小，连续延展小于1.0 km，平面几何形态为透镜体、不规

则状，连续性差，形态边界极弯曲，沿一边或两边分叉成树枝状、不规则状，倾角大于60°；非均质性

强。 

A.2 勘查类型划分 

具体划分为三种勘查类型，详细情况见表C.2.1。 

表A.1 勘查类型划分 

油砂矿床控制因素 
油砂油储集体稳定程度 

稳定 较稳定 不稳定 

构造型 Ⅰ（简单） Ⅱ（中等） Ⅲ（复杂） 

地层型 Ⅰ（简单） Ⅱ（中等） Ⅲ（复杂） 

复合型 Ⅱ（中等） Ⅲ（复杂） Ⅲ（复杂） 

A.3 工程间距确定 

A.3.1 确定工程间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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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1 类比法：与相邻矿区、同类油砂矿床类比。 

A.3.1.2 地质统计学方法。 

A.3.1.3 动态分维几何学方法（SD法）。 

A.3.2 推荐的工程间距 

油砂矿床系统控制的工程间距参考见表C.2。在实际工作中，可按其油砂矿床的特征进行加密或放

稀调整。 

表A.2 系统控制的工程间距参考表 

勘查类型 Ⅰ（简单） Ⅱ（中等） Ⅲ（复杂） 

勘查工程间距（m） 1000～2000 500～1000 250～500 

注1：缺少合格的地面物探资料，上述勘查工程间距加密一倍。 

注2：露天矿勘探时，确定的先期开采地段的基本线距，应按确定的控制因素类型，依据油砂油储集体稳定程度确

定的勘探基本线距加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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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各阶段开采技术条件研究程度要求 

各阶段开采技术条件研究程度按下列要求执行，具体不同勘查阶段及开采方式的工程部署及技术要

求，可参照GB 12719有关要求。 

B.1 普查阶段 

大致了解区域和普查区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条件，为详查工作提供依据。 

收集的气象资料，了解勘查区所在的流域，水文地质单元，圈定水文地质边界，地下水类型及补给、

径流、排泄条件、所在的水文地球化学条件；露天开采的油砂矿床大致了解露天开采油砂矿床地表水体

分布、最高洪水位、地表汇水情况，及自然排泄条件。对巷道、原位开采的油砂矿床，应大致了解含水

层、隔水层产状、厚度、分布、岩溶、裂隙、构造破碎带、含水性，调查老窿分布及积水情况，预测对

油砂矿床的影响程度。 

大致了解油砂油储集体工程地质岩组，顶底板围岩的稳定性；大致了解断层、节理、裂隙、岩溶的

发育程度，了解岩石风化程度及软弱层分布情况，露天及巷道开采的油砂矿床调查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

和井巷围岩的稳固性，大致确定工程地质的复杂程度。原位开采的应了解场地稳定性能，研究构造、软

弱夹层、不良地质作用对开采的影响。 

大致查明勘查区的工程地质条件和环境地质状况。大致了解油砂矿床及相邻地区的地震、泥石流、

滑坡、岩溶、塌陷、水体污染等，预测油砂矿床开发可能产生的环境地质问题。大致了解油砂矿床放射

性异常情况。 

B.2 详查阶段 

基本查明影响油砂矿床开采的主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问题，对油砂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的复杂性作出评价。查明油砂矿床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和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基本查明油砂矿床工程

地质勘查类型和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初步评价油砂矿床开采前的环境质量，预测评价油砂矿床开采

对环境、生态可能造成的破坏和影响。 

水文地质：研究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基本查明勘查区所在的流域和水文地质单元。基本查明含水层、

隔水层、透水层等的水文地质特征和分布规律；基本查明勘查区内地表水体分布及其与主要充水含水层

的水力联系；基本查明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水文地球化学条件，油砂矿床主要充水因素，评

价对油砂矿床开采的影响程度；调查研究可供利用的工业及生活用水的供水水源的水量、水质条件。初

步划分油砂矿床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及确定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预测油砂矿床开采可能出现的水文地

质问题。 

对露天开采油砂矿床，应收集气象资料，调查油砂矿床及其附近的地表水体和当地的最高洪水位，

初步确定地表汇水边界及自然排水条件。查明对开采有影响的地表水的汇水面积、分布范围、水位、流

量、流速及其动态变化、历史上出现的最高洪水位、洪水流量及其淹没范围、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强度；

地下水埋藏条件，含水层富水性及分布。预测露天采坑涌水量，评价露天疏干的难易程度，对矿坑水利

用的可能性和途径进行评价；巷道开采的应查明井巷充水水源和充水方式、地段，充水通道，并分析论

证其对油砂矿床开采的影响，预测地下巷道开采涌水量，评价疏干难易程度，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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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井巷排水可利用情况进行评价；原位开采的基本查明含水层、隔水层产状、厚度、分布、岩溶、裂隙、

构造破碎带发育程度和含水性。查明油砂矿床开采及影响范围内地下水分布来源、埋藏条件，含水岩组

和隔水层结构，含水层间的水力联系，隔水层的稳定程度和隔水性能，地下水矿化度、化学成分及类型，

对开采井灌水水源，排水利用进行评价。 

对现有生产矿井或勘探坑道进行水文地质编录，系统收集生产矿井或露天采矿场的水文地质资料，

研究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与地表水体的水力联系程度，对油砂矿床开采的影响程度，调查老

窿分布和积水情况，初步确定水文地质复杂程度，初步预测矿坑涌水量。对油砂矿床疏干、排水、供水

做出初步评价。 

工程地质：确定采矿工程可能影响的边界范围进行勘查，初步划分油砂矿床工程地质勘查类型和确

定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根据岩性特征，初步划分勘查区工程地质岩组，基本查明油砂油储集体及其顶底板岩层的主要力学

性质及其稳定性；基本查明勘查区内断层破碎带、节理、裂隙、软弱夹层的分布；对钻孔和已有坑道进

行工程地质编录，选择钻孔采集岩石物理力学测试样品。测定主要岩石、矿石的力学性质，研究其稳定

性能；分坚硬半坚硬岩石和松散岩类研究露天采场边坡的稳定性，并分区进行稳定性评价，建议最终边

坡角。 

对露天开采的开展露天边坡勘查，调查露采边坡变形特征、变形类型、形成条件和影响因素，研究

剥离物的岩性、厚度和分布范围，研究露天采场岩体质量，确定边坡角。对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进行评

价，预测可能发生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巷道开采的应研究井巷变形破坏特征、支护情况，变形破坏与软弱层、破碎带、节理裂隙发育带等

结构面的关系，研究围岩的稳定性能，根据油砂油储集体的围岩类型及特征，初步划分工程地质岩组，

测定主要岩石的力学性质；基本查明断层破碎带、节理、裂隙、岩溶、风化带、软弱夹层的分布，评价

其对油砂油储集体及其顶底板岩层稳固性质的影响。井巷围岩的稳固性，分析研究评价原位开采场地的

稳定性。宜采用两种方法对比评价，常用的方法为岩体质量系数法和岩体质量指标法。 

原位开采的应研究场地稳定性能，研究构造、软弱夹层、不良地质作用对开采的影响，分析评价场

地的稳定性，长期开采地面沉降发生可能性。 

环境地质：收集当地地震、新构造活动资料，初步评价勘查区稳定性；调查勘查区崩塌、滑坡、泥

石流、塌陷、沉降等地质灾害以及盐渍化、荒漠化等分布范围及发育程度，预测其发展趋势，分析其对

油砂矿床开采的影响；基本查明油砂油储集体、其顶底板岩层和地下水中对人体有害的元素及含量。开

展放射性调查，基本查明矿区内放射性核素的组成及含量，确定异常的空间分布范围。初步评价勘查区

地表水和地下水质量、及其他有害物质的成分、含量；评述油砂矿床露天、井巷或原位开采可能产生的

土地破坏、地形地貌破坏、含水层破坏、排放污染等环境地质问题，对勘查区地质环境质量进行现状和

预测评价。 

露天开采的应详细调查崩塌、滑坡、泥石流、塌陷、沉降等地质灾害以及盐渍化、荒漠化等的发育

情况，评价露天开采开挖和废渣尾矿堆放对地形地貌、土地和地下水含水层的破坏和影响，废渣和排水

对附近水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巷道开采的查明不良地质作用分布，分析阐明地震地质情况和场地稳定性，评价地面塌陷和废渣尾

矿堆放对地形地貌、土地和含水层的影响，废渣排放和排水对水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原位开采的应对油砂矿床开采前的地质环境质量做出评价，预测评价油砂矿床开采对矿区环境、生

态可能造成的破坏和影响。 

B.3 勘探阶段 

开采技术条件的研究，应满足矿山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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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研究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确定所在的流域，划分水文地质单元；评述矿区地下水的补给、

径流、排泄条件；详细查明含水层、隔水层和透水层的岩性、厚度、产状、分布及埋藏条件，通过试验

确定含水层的富水性、导水性、渗透系数，含水层间的水力联系，含水层的水位、水温、水质、水量及

其动态变化，隔水层的稳定程度和隔水性能，透水层的渗透性能和防污染能力；查明断层破碎带、节理，

风化裂隙带的发育程度、分布规律、含水性及导水性，地表水体的分布及其与油砂矿床主要充水含水层

水力联系的途径和程度等，评价其对油砂矿床充水的影响；划分油砂矿床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和确定水文

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对采矿排水、供水进行综合评价，指出供水水源方向并提供水量、水质资料。 

对位于地下水位以上的露天开采的油砂矿床，应收集气象资料，调查勘查及其附近的地表水体和当

地的最高洪水位，确定采场地表汇水边界及自然排水条件。计算露天采场外边坡之内的地下水的正常涌

水量和最大涌水量，还应该按暴雨频率计算直接进入采坑的大气降水及露天采场四周汇入采坑的正常降

水量和最大降水量。 

对于巷道开采的油砂矿床，除进行上述工作外，还应查明露天开采的最下一个可采油砂油储集体顶

板以上各含水层及底板以下的直接充水含水层的分布、厚度、水位、富水性、补给条件等水文地质特征，

详细研究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及大气降水、地表水体的水力联系程度和对油砂矿床开采的影

响程度，调查老窿分布和积水情况，确定水文地质类型。计算第一开采水平（或基建开拓水平面以上中

段） 的涌水量和估算下一开采水平的涌水量。对油砂矿床疏干、排水、供水进行评价。计算露天开采

的第一水平的正常涌水量和雨季最大涌水量，评价露天开采影响范围内地下水疏干的难易程度。 

原位开采的查明水的来源、矿化度、化学组成、类型，根据采矿需要对供水水源水量、水质进行评

价。 

工程地质：测定油砂油储集体及顶底板岩石的体积质量（体重）、硬度、湿度、块度、抗压、抗剪

强度、松散系数、安息角、节理密度、RQD值（岩石质量指标）等物理力学性质参数，评价其在油砂矿

床开采时的稳定性；查明构造、软弱夹层对油砂矿床开采的影响；划分油砂矿床工程地质勘查类型和确

定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预测油砂矿床开采时可能出现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并提出防治建议。 

研究油砂油储集体的岩石类型，划分岩（土）体的工程地质岩组，查明对油砂矿床开采不利的工程

地质岩组的性质、产状和分布，对露天采场边坡的稳定性和井巷围岩的稳固性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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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评价影响边坡稳定性的主要地质因素，为露天矿坑设计选择边坡角提供工程地质初步依据。初步查明露

天采矿需剥离物的岩性、厚度、分布、岩性组合、各岩层物理力学性质，为露天开采工艺选择和设备选

型提供地质资料。 

环境地质研究：收集当地地震、新构造活动资料，阐明矿区地震地质情况和矿区的稳定性；详细调

查勘查区内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塌陷、沉降等地质灾害以及盐渍化、荒漠化等的发育情况；详细调

查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放射性和其他有害物质的含量，调查、地温、地压情况，对油砂矿床开采前

的地质环境质量做出评价，预测评价露天、井巷或原位开采对矿区环境、生态可能造成的破坏和影响，

并提出预防建议。 

 

根据上述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条件，划分油砂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类型（简单、中等，复

杂等三类），做出水文、工程、环境方面的总体评价，为矿山建设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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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国内油砂矿床勘查实例 

表C.1 国内油砂矿床勘查实例 

矿 山

名称 

油 砂 矿

床类型 

所属盆地（二级构

造单元） 

沉 积

环 境

和 沉

积相 

赋存层位 构造特征 勘查类型确定的依据 
工程网度及

勘查深度 
勘查手段 

综合

勘查 

开采技术条

件 
开采方式 资源来源 

图 牧

吉 含

油 砂

石 及

有 机

粘 土

矿 

斜 坡 逸

散，油砂

沿 不 整

合 面 运

移。构造

— 岩 性

型。 

松辽盆地西北部。

天山－兴安地槽褶

皱带（Ⅰ），吉黑褶

皱系（亚Ⅰ），松辽

中断陷（Ⅱ），西部

断阶（Ⅲ）的西北

部西部斜坡区。 

湖 滨

相 

第三系地

层中。产状

近于水平。 

受北东走向

的断陷盆地

所控制。构

造走向北东

60°，倾角

3～5° 

构造影响程度为（简单

型），矿体沿走向、倾向

变化不大，矿体稳定程度

为（稳定型）。第Ⅰ勘探

类型。 

控制的 500 

m 间距，推

断的 1600 m

间距。最深

90 m。 

地形测量；地质

测量（简测）；

勘探线剖面测

量；钻探（汽车

钻）全孔取心、

采样及样品测

试。 

以三

类矿

产管

理，

评价

有机

粘土

矿。 

分 别 对 水

文、工程、

环境条件进

行研究。矿

区矿床开采

技术条件属

简单型 

露天开采油

砂→热蒸气

冲洗→过滤

→离心分离

→石脑萃取

→回收石脑

油 → 燃 料

油。 

《内蒙古自治区

扎赉特旗太平山

含油砂石及有机

粘 土 矿 详 查 报

告》<Ⅰ、Ⅱ、Ⅲ>

（2008 年 12 月） 

江 油

二 郎

庙 油

砂矿 

古 油 藏

破 坏 模

式。构造

地层型。 

四川盆地龙门山前

缘北段中部的厚坝

单斜构造带。 

河 —

湖 相

沉 积

环境 

侏罗系中

统沙溪庙

组(J2s
1
)。

地层倾角

40 ° ～

60° 

位于二郎庙

断裂带之庙

子坝断层，

南东的厚坝

单 斜 构 造

带。 

层状矿体，沿走向较连

续，厚度较大；构造为简

单，无明断裂出现；油砂

物性特征稳定，油砂油物

质成分简单。第Ⅱ类勘探

类型。 

400  m（走

向）×400 m

（倾向），探

求控制的资

源量（332）。

最深 581 m。 

地形测量；地质

测量（简测）；

勘探线剖面测

量；钻探；物探

测井；样品采集

及测试。 

无 无 

实验方法：

水平井+分

段压裂，效

果不好。目

前研究方法

为干馏法→

干燥、冷却。 

《四川省江油市

二郎庙镇青林口

油砂矿地质普查

报告》（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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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名称 

油 砂 矿

床类型 

所属盆地（二级构

造单元） 

沉 积

环 境

和 沉

积相 

赋存层位 构造特征 勘查类型确定的依据 
工程网度及

勘查深度 
勘查手段 

综合

勘查 

开采技术条

件 
开采方式 资源来源 

西 北

沟 油

砂矿 

斜 坡 逸

散，油砂

沿 不 整

合 面 运

移 。 地

层、构造

- 岩 性

型。 

松辽盆地西北部。

天山－兴安地槽褶

皱带（Ⅰ），吉黑褶

皱系（亚Ⅰ），松辽

中断陷（Ⅱ），西部

断阶（Ⅲ）的西北

部西部斜坡区 

湖 泊

相 和

三 角

洲 相

两 种

沉 积

相 

上白垩统

姚 家 组

（k2y） 

构造特征较

为简单，为

一个向南东

方向倾斜的

简单斜坡。 

油砂矿层在三度空间呈

复层铁饼状、矿层层位稳

定、油砂矿层倾角在 2～

3°左右、未见后期构造

穿切现象等特点，该油砂

矿的勘查类型确定为Ⅱ

类。 

800  m（走

向）×800 m

（倾向），探

求控制的资

源量（332）。

最深 581 m。 

油气土壤地球

化学测量、物探

（瞬变电磁测

量）、地质填图、

钻探、物探测

井、样品采集及

测试。 

无 

矿床水文地

质条件属简

单类型，工

程地质条件

属于中等类

型。详查区

地质环境质

量 属 良 好

型。 

蒸汽吞吐，

预测单井日

产 稠 油

1.5t～2t。 

《吉林省镇赉县

西北沟井区上白

垩统姚家组油砂

矿 详 细 报 告 》

（2013 年 2 月） 

风城 1

号 油

砂矿 

地层型、

岩性-构

造型。 

准噶尔盆地西北缘

受压一侧的斜坡

区，区内逆断层发

育，构造相对复杂。 

辫 状

河 三

角洲、

辫 状

河、冲

积 扇

相 

白垩系清

水河组，侏

罗系齐古

组 

白垩系清水

河组西部和

北部方向受

石炭系老山

控制，地层

在山前超覆

尖灭。齐古

组地层受重

32 井北断

裂、重 30

井断裂和乌

兰林格断裂

控制。 

层状矿体，沿走向较连

续，厚度较大，局部位置

有变化；构造为简单的单

斜构造，受断裂控制；油

砂物性特征稳定，油砂油

物质成分简单。简单型，

但由于后期采用 SAGD 开

采技术，建议用 250 m 间

距控制。 

走 向 250 

m～300 m×

倾 向 250 

m～300 m 全

部为探明资

源量（331）。

最深 250 m。 

地形测量；地质

测量；勘探线剖

面测量；钻探

（从井底到井

口 全 井 段 取

心）、钻井（收

集资料）、三维

地震（收集资

料）、物探测井、

采样、化验分析

及现场开采试

验 

无 

按固体矿产

评价开采技

术条件。水

文地质条件

二类一型。

工程地质条

件中等复杂

性，即Ⅲ类

Ⅱ型。矿区

地质环境类

型 属 第 二

类。 

进行了蒸汽

吞吐开采和

SAGD 先 导

试验。 

《新疆克拉玛依

市风城 1 号油砂

矿》（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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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名称 

油 砂 矿

床类型 

所属盆地（二级构

造单元） 

沉 积

环 境

和 沉

积相 

赋存层位 构造特征 勘查类型确定的依据 
工程网度及

勘查深度 
勘查手段 

综合

勘查 

开采技术条

件 
开采方式 资源来源 

七 克

台 油

砂矿 

构造、地

层-岩性

油 砂 矿

藏 

吐哈盆地台北凹

陷，七克台构造带，

近东西向一个近于

东西向的短轴背斜

的次一级构造带 

湖 泊

相 和

三 角

洲相 

侏罗系中

统七克台

组（J2q）、

西山窑组 

为北倾的单

斜构造。 

构造简单；油砂矿体为板

状，分布稳定。确定简单

型 

660 m×660 

m 全部为探

明 资 源 量

（331）。最

深 800 m。 

收集资料；地形

测量；地质测

量；勘探线剖面

测量；钻探、、

物探测井、采

样、化验分析及

现场开采试验。 

无 

按固体矿产

评价开采技

术条件。 

热采 

《新疆鄯善县琼

坎儿孜油砂矿勘

探报告》（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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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各阶段样品采集及分析项目 

各阶段样品采集及分析测试项目见E.1 

表D.1 各勘查阶段样品采集及分析项目 

样品种类 试验项目 普查 详查 勘探 备注 

基

本

分

析 

露 天 巷

道开采 
重量含油率 

全部平行采集 

全部平行采集 根据需要平行采集 

a) 平行采集

样品，即所有

测试数据来

自同一油砂

油储集体岩

心段。 

b)重量含油

率应采用抽

提法获取。 

原 位 开

采 

含油饱和度 
满足油砂油储集体的岩性、物性、电性、

含油性特征之间关系分析研究的条件，

达到建立解释模型的要求。 

孔隙度 

渗透率 

岩电 

专项物性分

析 

压汞 

在孔隙度、渗透率样品

基础上抽稀 4～6 倍，

配套选择典型样品采

集。 

在普查基础上补

充 

在详查基础上补充

或根据勘查目的补

充 

核磁共振 

润湿性 

敏感性 

岩石密度 

岩矿分析 

岩石薄片 

在孔隙度、渗透率样品

基础上抽稀 4～6 倍，

配套选择典型样品采

集。 

在普查基础上补

充 

在详查基础上，根

据地质任务补充 

荧光薄片 

粒度 

泥质总量 

重矿物 

扫描电镜 

X 衍射 

光谱 

微量元素 

图像分析 

油砂油物性

测定 

原油密度 

各油砂油储集体全部

采集 

在普查基础上补

充 

在详查基础上，根

据勘查目的补充 

粘度 

馏程 

初馏点 

凝固点 

闪点 

含蜡量 

含胶量 

沥青质含量 

含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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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 

含水量 

含盐量 

含砂量 

族组成 

水化学分析 

矿化度 

适当取样 
在普查基础上补

充 

在详查基础上，根

据勘查目的补充 

水型 

离子 

PH 值 

油砂油储集

体岩石密度

样 

 单个油砂矿床不少于 30 件，平行测试重量含油率。  

岩石物理力

学样 

抗压 单个油砂矿床不少于 9 件 

 抗剪 单个油砂矿床不少于 9 件 

抗拉 单个油砂矿床不少于 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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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油砂矿床一般工业指标、起算下限参考指标和规模、质量分类 

E.1 油砂矿床一般工业指标、起算下限 

E.1.1 露天（巷道）开采油砂矿床 

露天（巷道）开采油砂矿床一般工业指标见表E.1。 

表E.1 露天（巷道）开采油砂矿床一般工业指标 

重量含油率，％ 3～6 

最小可采厚度，m 1 

最小夹层剔除厚度，m 0.5 

最终边坡角，° 38～45 

最终底盘最小宽度，m 设备最小宽度 

经济剥采比（m
3
：m

3
） ＜5：1 

注1：普查阶段参考使用；详查、勘探阶段应论证。 

E.1.2 原位开采油砂矿床 

原位开采油砂矿床有多种方式，不同开采方式采用的起算下限按油砂矿床合理论证确定。注蒸汽开

采油砂油资源量起算下限见表E.2。 

表E.2 原位开采油砂矿床起算下限标准（注蒸汽方式） 

重量含油率，％ 6 

有效厚度，m 2 

夹层剔除厚度，m 0.2 

含油饱和度 有效的四性关系图版确定 

有效孔隙度 有效的四性关系图版确定 

单井热采油汽比 ≥0.15 

注1：普查阶段参考使用；详查、勘探阶段应论证。 

E.2 油砂油储量规模分类 

油砂油储量规模分类见表E.3。 

表E.3 储量规模分类 

分  类 油砂油储量（10
4
m
3
） 

特大型 ≥25000 

大  型 2500～25000 

中  型 250～2500 

小  型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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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可采储量丰度分类 

可采储量丰度分类见表E.4。 

表E.4 可采储量丰度分类 

项目 高 中 低 特低 

油砂油可采储量丰度（10
4
m
3
/km

2
） ≥80 25～80 8～25 ＜8 

E.4 油砂油储集体孔隙度分类 

油砂油储集体孔隙度大小分类见表E.5。 

表E.5 油砂油储集体孔隙度分类 

项目 特高 高 中 低 特低 

碎屑岩孔隙度(φ,%) φ≥30 25≤φ＜30 15≤φ＜25 10≤φ＜15 φ＜10 

E.5 油砂油储集体渗透率分类 

油砂油储集体渗透率分类见表E.6。 

表E.6 油砂油储集体渗透率分类 

项目 特高 高 中 低 特低 

碎屑岩渗透率(K，×10
-3
μm

2
) K≥1000 500≤K＜1000 50≤K＜500 10≤K＜50 K＜10 

E.6 油砂油含硫大小分类 

油砂油含硫大小分类见表E.7。 

表E.7 油砂油含硫大小分类 

项目 高含硫 中含硫 低含硫 微含硫 

油砂油含硫量（%） ≥2 0.5～2 0.01～0.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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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油砂勘查报告编制提纲 

F.1  绪论 

F.1.1  勘查目的和任务 

简述勘查目的和投资人、矿山设计单位对勘查工作的具体要求。 

F.1.2  勘查工作区位置、交通 

说明勘查工作区的区块编号、勘查区范围和拐点经纬度坐标、矿权设置情况、矿区位于所在县级城

市的方位、直距、矿区边界和面积，经过矿区或邻近的（现有或拟建的）铁路、公路、水路等重要交通

线以及矿区距最近的车站、码头、机场的里程（直距、运距）。应有交通位置和矿权设置插图。 

F.1.3  勘查工作区自然地理、经济状况 

概述矿区地形地貌的主要特征、类型、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主要河流的最低侵蚀基准面、丰（枯）

水期流量及最高洪水位等。根据有代表性的气象资料，说明矿区的气候特征、气温变化、降雨量、暴雨

强度、蒸发量、相对湿度、风力、风向、雷电情况、雨季和冰冻期、冻土层深度等。说明区内的地震烈

度，概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情况。 

简述区内经济概况，包括燃料、电力、供水水源、建筑材料、工业、农业、牧业、人口等。应说明

供水水源地、电网名称，矿区距水源地、电网距离及供水、供电满足程度。 

F.1.4  以往工作评述 

简述与油砂成矿相关的含油盆地的概况、从发现油砂矿床至本次勘查所进行的地质、物探、化探等

各项工作，特别是收集与油砂成矿有关的盆地及周缘地区物探资料（重力、磁法、电法、地震）、石油

勘查地质成果。按时间先后简述其工作情况、投入主要工作量、取得的主要地质成果等，并对其成果质

量和勘查、研究程度进行评述。如属已开采的勘查矿区，应阐明矿山生产建设的规模、生产概况、累计

采出矿量及已消耗的资源量和储量。应有矿区勘查工作程度插图（绘出前人历次区调、勘查的范围并注

明工作年限和勘查阶段）。 

F.1.5  本次工作情况 

说明本次工作的起止年月、期次、简要经过、完成的各项实物工作量（插表）、投入资金总额、取

得的主要地质成果及简要地质特征、总计资源/储量、先期开采地段范围、开发前景。按不同的类型列

出资源量和储量表，并列出其平均重量含油率（按国家规定应保密的矿种不必列出本表）。 

F.2  区域地质 

能够反映含油气盆地中二级构造单元以下范围内的凹陷及周缘地区的资料为基础，简明扼要的说明

勘查区在含油气盆地内区域构造中的位置，说明区域内对油砂矿床成因有影响的主要构造、岩性以及其

他因素的特征及分布。 

F.3  勘查区（矿区）地质 

分析说明区域油气成藏、油砂成矿条件。 

详细说明勘查区地层层序、岩相类型、岩性组合、物质组成。 

详细说明勘查区的构造类型及基本形态，包括其空间分布、发育程度、先后次序及分布规律等。对

控制或破坏油砂矿床的主要构造、地层等因素，说明其空间展布、发育程度、演化及分布规律。 

描述勘查区油砂油储集体特征。详细说明沉积环境及成岩作用，结合沉积相图类型，总结各类沉积

相特征，叙述沉积相模式。叙述勘查区油砂油储集体分布，划分油砂油储集体类型。 

F.4  油砂矿床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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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1  油砂矿床特征 

叙述查明和控制油砂矿床边界的实际情况，确定油砂矿床类型。 

详细说明勘查区内油砂矿床的分布范围、数量、规模、产状、空间位置及形态、相互关系等。 

详细说明对油砂矿床控制和破坏的构造（包括断层的性质、断距、活动时期），总结油砂油储集体

的层位、类型、发育特征、内部结构、分布范围以及物性变化规律等。 

总结隔层、夹层的岩性、物性、厚度及分布特征等。 

F.4.2  油砂油储集体特征 

包括油砂油储集体的物质组成、物性和含油性。 

详细说明油砂油储集体的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及含量、胶结物成分、粒度及颗粒几何形态、敏感性、

润湿性、粘土矿物含量等及其变化特征。 

详细说明油砂油储集体的孔隙度类型及分布状态、渗流特性及它们的度量参数。说明储集类型及孔

隙结构，评价油砂油储集体连续性与连通性。 

详细说明对比油砂油储集体识别标志层，分析“四性关系”成果，详细说明有利微相划分情况，叙

述确定优质油砂油储集体的分布范围和孔隙发育带的依据。 

详细说明油砂油储集体含油性的分布和变化规律、度量其有关参数。如重量含油率、含油饱和度、

含水饱和度、束缚水饱和度、油砂油的粘度等。应进行插图示意。 

叙述油砂油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叙述有用组分、有益有害组分含量、可回收组分含量的赋存状

态、变化及分布特征。介绍确定的油砂油工业类型或品级。 

F.4.3  油砂矿床成因及找矿特征 

主要以收集相关油气资源勘查等信息及研究成果为主，叙述其综合分析研究盆地、坳陷、凹陷及周

缘地区的石油勘查成果。详细说明油砂矿床形成的主要因素和与常规石油资源的关系。 

分析论述油砂形成和演化。 

F.4.4  勘查区内共（伴）生矿产综合评价 

对勘查区内达到一般工业指标要求、又具有一定规模的共生和伴生的矿产，说明其综合勘查的程度、

规模、分布规律、矿石质量特征等。 

F.5  加工提取技术性能研究 

F.5.1  采样方法及其代表性 

说明各种开采方式的加工提取试验的目的、要求（包括投资人、矿山设计单位对试验种类和数量的

要求）、采样种类、采样方法、采样的工程种类及编号、样点的数目，并从含油饱和度、油砂油储集体

物性、重量含油率等方面评述样品的代表性。 

F.5.2  试验种类、方法及结果 

说明各种加工提取技术试验种类、试验流程，并叙述所取得的各项试验成果。 

F.5.3  工业利用性能评价 

根据加工提取技术试验结果，做出矿石工业利用性能的评价，说明回收利用和有害杂质处理的可能

性，提出共（伴）生组分综合利用的途径。 

F.6  油砂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测量、环境地质调查等方面内容进行叙述。详细情况参见附录D。 

F.7  勘查工作及其质量评述 

F.7.1  勘查方法及工程布置 

说明勘查类型及勘查手段的选择、勘查工程布置原则、工程间距的确定及依据。说明使用的勘查工

程间距对油砂矿床的控制程度，以及所采用的工程间距的合理性。 

F.7.2  地形测量、地质勘查工程测量及其质量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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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控制测量的等级和实测精度、采用的平面坐标和高程系统、地形测量的成图方法及质量。简述

地质勘查工程的测量方法及质量。 

F.7.3  地质填图工作及其质量评述 

参照相应规范说明矿区地质填图和地质剖面的测制方法及其精度。 

F.7.4  物探工作及其质量评述 

简述地面物探的工作方法、工作量、资料处理和地质解释方法、主要成果并做出质量评述。提交相

应的专项工作报告，作为报告的附件。 

说明测井的工作方法、工作量、地质解释方法、主要成果并做出质量评述。提交相应的工作报告，

作为报告的附件。 

F.7.5  探矿工程质量评述 

参照相应规范说明槽、井、坑探工程规格、质量。按照其实施的地质目的评述其取得的地质效果。 

参照相应规范说明钻孔结构、岩矿心直径及其合理性；钻孔孔斜和方位角测定所采用的仪器及测量

方法和质量评述；孔深校正、岩矿心采取率的质量评述；钻孔封孔方法、封孔质量检查及评述；孔口立

桩标记及钻探班报表质量、岩矿心管理工作评述；简易水文观测及其质量评述；水文地质孔的止水、抽

水试验质量评述；地下水动态长期观测工作质量评述。 

对参与资源量估算的工程，应逐一进行质量评述，得出是否可以利用的结论。 

F.7.6  采样、化验和岩矿鉴定工作及其质量评述 

说明各类样品的采集方法、规格及其确定的依据；采样工作质量及样品的代表性；采样工作的检查

结果。 

说明岩矿鉴定工作质量评述。 

说明水化学分析样、岩矿物理力学性质测试样的采样、测试及其质量评述。（准确度、精密度和检

出限等） 

F.8  资源/储量估算 

F.8.1  资源量估算的工业指标、资源量起算下限 

说明估算、评价油砂油储集体所使用的工业指标、资源量起算下限的内容、来源和依据。 

F.8.2  资源量估算方法的选择及其依据 

从油砂矿床的形态、类型和油砂油储集体的特征及勘查工程的布置等方面，论述所选择的资源量估

算方法的合理性依据，并阐述该方法的主要计算公式。 

F.8.3  资源量估算参数的确定  

论述参与资源量估算的重量含油率、有效厚度、含油面积、油砂油储集体岩石密度、油砂油密度、

含油饱和度、有效孔隙度等参数的测定、计算和处理方法。 

F.8.4  资源量和储量的分类 

根据油砂矿床的勘查控制研究程度、可行性评价结果，对勘查工作所获得的资源量和储量按照现行

资源量和储量规范进行分类，说明各类型资源量和储量的具体划分条件及其在地质空间的分布。 

F.8.5  资源量和储量估算结果 

说明各种类型资源量估算（包括共、伴生矿产）结果、总资源量，各类型资源量所占油砂矿床总资

源量的比例。资源量估算结果可用附（插）表说明。 

当资源量转换为储量时应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采矿、加工、选冶、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

环境、社区和政策等。 

F.8.6  共（伴）生矿产的资源量估算方法及结果 

分别说明各种共（伴）生矿产的取样方法、各类分析数目和成果，叙述估算参数取得的方法、资源

量估算方法及结果。资源量估算结果可用插表说明。 

F.8.7  资源量估算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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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一定数量的块段用其他方法进行验算，根据验算结果来评述资源量估算的可靠程度。 

F.8.8  资源量和储量估算中需要说明的问题 

F.9  油砂矿床开发经济意义概略研究 

F.9.1  论述国内、外资源状况，市场供求、市场价格及产品竞争能力； 

F.9.2  概述油砂矿床的资源量和储量、加工提取技术性能及油砂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F.9.3  概述供水、供电、交通运输、原料及燃料供应、建筑材料来源及其它外部条件的概况。 

F.9.4  简要说明未来矿山生产规模、服务年限及产品方案； 

F.9.5  简要说明预计的开采方式、提取流程等； 

F.9.6  论述评价方法的选择及技术经济指标（类似企业的经验指标或扩大指标）的选取； 

F.9.7  经济效益计算（附有关表格）及敏感性分析； 

F.9.8  简要说明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环境保护问题； 

F.9.9  对建设项目进行综合评价，评述油砂矿床开发有无投资机会、是否需要进一步勘查、是否 

制定长远规划或工程建设规划。 

F.10.1  结论 

F.10.1  对油砂矿床勘查控制程度、地质报告资料的完备程度及其质量等做出概括的、结论性的评

述。 

F.10.2  、总结油砂矿床成矿基本规律，做出远景评价。 

F.10.3  评价开采技术条件和地质环境问题。 

F.10.4  指出油砂矿床开采的经济效果。 

F.10.5  总结地质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教训及存在问题。 

F.10.6  提出对今后接续勘查和矿山开采的建议。 

注：结论之后附照片图版，照片图版也可单独成册。 

F.11  附图 

区域地质图（附地质剖面图及综合柱状图、范围是所在盆地范围内的二级或三级构造单元内的含油

气分布图）； 

矿区地形地质图（包括附地质剖面图、地层综合柱状图、探矿工程分布图）、矿区采样平面图； 

各油砂油储集体的顶或底面构造图； 

勘查（采矿）许可证与登记位置图； 

地理位置图； 

物探成果图（包括平面图和综合剖面图）、构造剖面图（钻井剖面或地震剖面）； 

各油砂矿床的沉积相平面图（应包含该砂体沉积时所有微相的类型及各方向剖面图）； 

油砂矿床及地层、沉积相对比图（走向和倾向的）； 

油砂油储集体对比图；勘查线剖面图； 

钻孔柱状图（在内容上应包括水文地质和测井曲线）； 

槽、坑、井探工程素描图； 

油砂油储集体厚度等值线图； 

有效厚度等值线图；孔隙度等值线图；渗透率等值线图；砂地比等值线图 

有效厚度划分图版； 

单井（孔）油砂油储集体综合解释图； 

重量含油率（含油饱和度）等值线图； 

试油试采曲线图； 

油砂油密度、粘度等值线图； 

粘温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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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油砂矿床）水文地质图（含柱状图）及水文地质剖面图； 

矿区（油砂矿床）工程地质图（含柱状图）及工程地质剖面图（简单时可与水文地质剖面图合并）； 

矿区（油砂矿床）环境地质图；（简单时可与水文地质剖面图合并） 

井巷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图； 

钻孔抽水试验综合成果图； 

地下水、地表水、矿坑水动态与降水量关系曲线图； 

矿坑涌水量估算图； 

工程地质钻孔综合柱状图（或典型钻孔工程地质编录柱状图）。 

油砂矿床主要充水含水层地下水等水位（水压）线图； 

直接顶（底）板隔水层等厚线图； 

岩石强风化带厚度等值线图； 

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分区图； 

矿区测量网（点）展开图。 

其它需要附的图件 

F.12  附表 

测量成果表：包括三角点测量成果表及各种探矿工程（包括勘查线端点）测量成果； 

工作量统计表（槽探、物探、钻井、取心、测试、试油试采、流体、压力等）； 

探矿工程质量一览表；钻井分层数据表；综合成果表以及封孔情况一览表； 

采样及样品测试结果表（包括取心及分析化验资料登记表、试油成果表、原油分析数据表、水分析

数据表、岩石物理性能测定结果表）； 

有效厚度解释数据表； 

资源量和储量估算有关表格，包括：各工程、剖面、估算单元的估算参数计算表；资源量和储量估

算综合表等；其他有用、有益矿产资源量和储量估算有关表格等；应将资源量和储量表中原始数据表与

估算单元及油砂油储集体资源量和储量估算表分别装订成册，以便复核。 

其他附表。 

F.13  附件 

勘查许可证及勘查许可范围拐点坐标复印件，勘查许可范围与资源量估算范围叠合图； 

测量工作总结（包括：矿区控制网展点图、仪器检验资料、测量设备导出原始数据等）； 

钻探施工工作总结（包括：施工技术条件、钻探设备及现场布置、工艺方法、工程质量及保证措施

等）； 

地面物探成果报告（二维地震专业报告应包括：概况、资料采集情况、资料解释、综合评价部分、

结论建议），可以作为独立勘查手段的报告； 

物探测井成果报告，可以作为独立勘查手段的报告； 

工业指标论证报告及专题研究报告； 

加工提取技术性能试验结果、工艺性能试验报告等测试报告； 

矿山建设设计单位对先期开采地段的划定意见；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未经复制的重要原始图、表清单； 

插图图册、照片、图版等； 

与勘探工作有重要关系的技术资料和文件； 

对文字报告、附图、附表以及上述资料真实性、完整性的书面承诺； 

其他应附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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