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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矿产尾矿分类》（报批稿）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是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指导意见》的主要目标，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全面节

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坚持节约优先，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

加快制定修订一批能耗、水耗、地耗等方面的标准，实施能效和排污

强度“领跑者”制度，加快标准升级步伐。 

自然资源部作为矿产资源管理、规划、保护和合理应用的职能部

门，向来注重矿产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标准建设，2011年在第二届“全

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增加了“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

所，制定了《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领域标准化“十三五”规划》。 

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开发利用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资源利

用标准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资源管理方面逐步从单一的行政管理走向

技术监督与行政管理相结合，更加凸显标准的重要性，这方面我国已

研究制定并发布了39种矿产资源合理开发“三率”最低指标要求，但

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毕竟是新概念，在我国资源所有制形式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内涵、外延、技术、方法、指标等尚未明

确，近年来资源利用技术、工艺水平不断提高，矿山企业实力不断增

强，资源消耗和利用形势的发展对进一步严格资源利用指标要求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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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供了基础，如大型、超大型、智能矿山设备的成熟应用，检测设

备和手段的不断进步，“三稀”资源、矿物新材料的开发，矿业转型

升级的不断发展。其次，10多年来矿业开发的快速膨胀引发一系列社

会问题，如巨量矿业固体废弃物的堆放及其产生的环境问题（铁尾矿

2007-2011年间排放即达到28.99亿吨、煤矸石累积排放量达90余亿t），

对矿业循环经济发展和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很大压力，我国在矿业

固体废弃物的利用技术方面研究很多，但如何转化为企业的具体行动，

需要从利用指标要求上加强规范和引导约束。我国正在开展的地质调

查评价和全国土地调查也需要相应的矿产品检测标准和土地分类、调

查、评价、利用标准来配合，目前这些领域尚存在一些空白，尤其是

没有以综合利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为目的的尾矿分类、评价和利

用体系。 

根据相关政策、形势需要及国土资源标准化工作安排，在自然资

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指导下，由中国

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牵头申报了2016年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起草了行业标准《固体矿产尾矿分类》。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本标准研究属于201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

技术研究与应用专项（NQI）”之“典型产业链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

术标准研究”项目的“重要矿产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综合利用标准研

究”课题（课题编号：2016YFF0201604），该课题由中国地质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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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等6家单位共同承担，目标是研究形成23项

矿产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综合利用标准，本标准是其中之一。 

1.2 主要工作过程 

（1）项目立项 

研究项目2016年2月开始预申报，经过申报、答辩，2016年6月正

式立项，随后9月份完成实施方案审查，10月份经费到位并开展工作，

项目将于2019年6月结题。 

（2）课题组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形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 

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统一组织安排下，

2016年10月成立了标准编写工作组。随后标准研究课题组开展了国内

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相关资料、集约利用标准规范网上查询及资料的

广泛收集，并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河北省国土资源厅、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四川省

国土资源厅、及本钢、鞍钢、河北钢铁、攀钢、太钢、浙江漓铁等矿

山企业进行了调研，调查了解尾矿生产、排放现状，尾矿利用现状、

尾矿库管理现状等资料。 

2016年11月17日，在郑州召开了《重要矿产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

综合利用标准研究》郑州综合利用所标准工作部署及标准框架研讨会，

基本确定了标准框架。 



4 

2016年12月，编写组根据研讨确定的框架、前期资料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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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遵循国家相关政策，编写完成了标准草稿。 

2017年1-7月，进行了资料补充收集、矿山调研、小范围意见征

求和草稿修改。 

2017年8月-2018年9月，根据补充调研和征询意见，标准编写组

完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向武汉工程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武

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华北理工大学、广西大学、中南大

学等采矿、选矿专业专家征求意见，并根据征求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课题组开展意见研讨，形成送审稿。 

2018年9月10日，标准编写组根据编写将标准征求意见稿报送至

分技术委员会，由分技术委员会向科研单位、管理部门、设计院、矿

山企业、行业协会广泛征求意见。 

2018年10月-12月，标准编写组根据返回的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

了修改，形成送审稿。 

（4）接受审查，修改完成报批稿。 

2019年1月27-28日，标准在“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

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技术委员会”召开的标准审查会上通过了审查。 

2019年2月-5月，编写组根据审查意见，经过讨论并与委员充分

沟通交流，完成了委员意见处理汇总表，修改完成了《固体矿产尾矿

分类》(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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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标准所属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研究课题通过验收。 

2019年12月，标准提交“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进行报批前审查。 

1.3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分工 

研究课题负责人为冯安生研究员，标准编写负责人为吕振福高级

工程师。标准研究编写组由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见下表。 

序

号 
姓名 年龄 现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职称 承担工作 

1 吕振福 37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选矿 
标准框架制定、分术语编

写、分类依据制定等 

2 冯安生 56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研究员/选矿 标准顾问 

3 曹进成 41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选矿 参与部分术语编写 

4 赵军伟 50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副研究员/选矿 标准负责 

5 武秋杰 30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工程师 参与部分术语编写 

6 吴  彬 57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副研究员 参与部分术语编写 

7 周文雅 40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工程师 参与部分术语编写 

8 杨卉芃 56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研究员 参与部分术语编写 

9 张  亮 33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工程师 参与部分术语编写 

2 编制原则、主要内容的论据、新旧标准的对比 

2.1 编制原则 

《固体矿产尾矿分类》国家标准的制订贯彻我国资源节约优先战

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总体要求。本标准依据GB/T 1.1-200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规定的要求进

行编写完成。编写及意见征询符合国家标准编制工作流程及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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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矿产资源利用相关政策、有关的行业标准，并经广

泛的研讨和意见征询检验，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实用性。 

2.2 主要内容的论据 

（1） 尾矿 

其定义为“选矿作业的产物之一，是入选物料分选出精矿和中矿

后的剩余物”。 

（2） 尾矿分类及使用情形 

本标准提出按堆存方式、危险性、粒度和塑性指数、可利用性四

种分类方式。尾矿库设计阶段，宜按照堆存方式、危险性对尾矿进行

分类；岩土工程勘察阶段，宜按照颗粒和塑形指数分类；尾矿综合利

用阶段，应按可利用性分类。 

按粒度和塑性指数分类时，宜根据颗粒级配由大到小以最先符合

者确定所属类别。 

（3） 尾矿按堆存方式分类 

根据目前尾矿堆存方式，将尾矿按堆存方式分为两种湿式堆存尾

矿、干式堆存尾矿，湿式堆存尾矿根据排放时的质量浓度不同又分为

高浓度尾矿和低浓度尾矿。 

（4） 尾矿按危险性分类 

根据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将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

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腐蚀性、

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以及不排

除具有以上危险特性的尾矿划为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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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未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GB 5085 

鉴别标准和GB 5086 及GB/T 15555鉴别方法判定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尾

矿划为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同时，将按照GB 5086 规定方法进行浸

出试验而获得的浸出液中，任何一种污染物的浓度均未超过GB 8978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且 pH值在6~9范围之内的尾矿划为第Ⅰ类一般工

业废物。 第Ⅱ类一般工业废物。将按照GB 5086 规定方法进行浸出

试验而获得的浸出液中，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污染物浓度超过GB 

8978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或者是 pH值在6~9范围之内的尾矿。 

（5） 尾矿按粒度和塑性指数分类 

根据现阶段选矿生产细度实际情况，将尾矿按粒度和塑性指数分

为砾性尾矿、砂性尾矿、粉性尾矿、黏性尾矿。将砂性尾矿根据不同

粒度颗粒质量含量又细分为尾砾砂、尾粗砂、尾中砂、尾细砂、尾粉

砂。将黏性尾矿根据塑性指数和-0.074mm含量不同分为尾粉质黏土和

尾黏土 

（6） 尾矿按可利用性分类 

将尾矿按可利用性不同，分为应处置尾矿、需保护尾矿、可利用

尾矿。 

将各组分均未达到最低工业品位要求，且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腐

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以

及不排除具有以上危险特性的尾矿划分为应处置尾矿。 



8 

将在评价当期，含有一种或几种达到最低工业品位要求的组分，

但这些组分均不能通过技术经济手段回收的尾矿划分为需保护尾矿。 

根据利用方式不同，将尾矿分为以下几类：可回收有价组分尾矿、

可充填采矿区尾矿、可制机制砂尾矿、可制尾矿砂浆尾矿、可制建材

尾矿、可用作土壤改良剂尾矿。 

可回收有价组分尾矿是指在评价当期，通过技术上可行、经济上

合理的技术可回收其中一种或几种组分的尾矿。 

可充填采矿区尾矿是指在评价当期，不含有价组分，满足采矿充

填工艺的要求的尾矿。 

可制机制砂尾矿是指可加工制取机制砂，且机制砂满足GB 51032

有关规定的尾矿。 

可制尾矿砂浆尾矿是指可制作尾矿砂浆，且制得砂浆符合YB/T 

4185 要求的尾矿。 

可制建材尾矿是指在评价当期，不含有价组分，可用于制作墙体

材料(烧结砖、免烧砖等)、胶凝材料(水泥)、建筑装饰材料、微晶玻

璃等的尾矿。制得产品应符合相关要求，其放射性核素比活度、内照

指数、外照指数符合GB 6566规定。 

可用作土壤改良剂尾矿是指可用作改善土壤物化性质，制作磁化

复合肥、缓释肥等的尾矿。 

2.3 新旧标准的对比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没有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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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数据分析 

同一尾矿，根据分类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类别，尾矿库设计阶

段对尾矿分类的目的是根据分类结果进行尾矿库相关指标设计；岩土

工程勘察阶段，尾矿分类目的是对取得尾矿的相关指标便于尾矿库施

工；尾矿综合利用阶段，尾矿分类目的是划分尾矿处置、保护、利用

应的边界，将尾矿按分类结果有效处置、合理保护与综合利用。 

例1：甲、乙、丙三做矿山现在进行尾矿库设计，因为选矿工艺、

使用药剂、尾矿库选址环境保护要求，甲矿山尾矿排放浓度为62%，

乙矿山尾矿排放浓度为50%，丙矿山尾矿库所在地不允许湿式堆存需

要经脱水后才能排放。则甲矿山尾矿为高浓度尾矿、乙矿山尾矿为低

浓度尾矿、丙矿山尾矿为干式堆存尾矿，在尾矿库设计、尾矿库生产

运行期间，三个矿山尾矿库应分别制定不同的安全管理制度。 

例2：某铜矿尾矿，光谱半定量结果见图1，可见尾矿中含有Cu、

Zn、As、Cr、Pb等有害金属元素，根据《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斱

法 翻转法（GB 5086.1-1997）》和《固体废物 侵出毒性侵出斱法 硫

酸硝酸法（HJ/T299-2007）》进行浸出试验结果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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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某铜矿光谱半定量分析结果 

 
图2 浸出实验结果  mg/L 

将浸出液浓度与 GB 5085.3-2007的浓度限值和 GB 8978-1996的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比对，可知总铅、总锌、总砷、总铬、总镉、总铜

等均为超过相关限值，另，该尾矿浸出液 pH 为 8.0，则该铜矿按危

险性分类为第Ⅱ类一般工业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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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对比分析 

经查询，目前国内外无相关标准，本标准制定过程未采用其它标

准。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尾矿按危险性分类，是根据GB 508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 8978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

控制标准等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分类。 

尾矿按按粒度和塑性指数分类，是参考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

规范中，对砂土的先关分类要求进行分类。 

尾矿按可利用性分类中，可制作建材尾矿放射性核素比活度、内

照指数、外照指数按照GB 6566规定提出。可用作土壤改良剂尾矿相

关要求根据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提出。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有关分歧已在研讨会中进行协商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重

大分歧。 

7 强制、推荐和指导性建议 

本标准属于全国矿产资源领域相关标准，适合矿产资源管理、研

究、调查、评价和标准制定等部门使用，拟采用推荐性行业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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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贯彻实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通过自然资源各级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学

习并实施。 

9 废止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初次制定，内容不涉及其它标准，无相关废止建议。 

10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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