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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工作中发现、归纳的矿山地

  2017 年 5 月，课题组开始收集资料，总结了矿山地质工作实践

1．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二、主要工作过程

202018008。

  本标准列入自然资源部 2020 年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计划号为

起止时间：2017～2018 年。

提出技术要求，制定《矿山地质工作规程》。

基础上，针对矿山地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对矿山地质工作

督工作、综合地质研究工作和矿区深部及外围的找矿勘查工作经验的

  具体任务是：在总结矿山生产地质工作、矿山地质技术管理和监

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黄金集团公司，参与单位为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

储量评审中心），协作单位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中国

评审中心（现名为“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以下简称

题。课题编号为 CB2017-8-2，承担单位为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

山地质工作规程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CB2015-8）”子项目中的 1 个课

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研究”下达计划，为“矿山资源储量管理与矿

  《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制定研究课题属国家专项“国家矿产资源

一、任务来源

第一章 工作简况

《矿山地质工作规范》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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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工作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矿山地质工作特点，依据《固

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02)和《固体矿产勘查工

作规范》(GB/T 33444-2016)要求，研究讨论后形成规范编写提纲。 

7 月份，储量评审中心于组织有关专家，对《<矿山地质工作规

程>制定研究课题总体设计及 2017年度工作方案》进行审查。专家组

成员对课题都提出了有关建议和意见：研究重点是针对大型、重要矿

种的矿山；注重探采对比研究；工作规程要达到当地年度检测报告的

要求；要完善矿山实际采用工业指标；注意研究“三率”；注意可行

性；要围绕着经济可采储量开展工作；要考虑生态要求，但也要考虑

矿山的生存，注意把握适度等。 

会后，课题组召开研讨会，利用已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设计审查

专家成员的意见，研究起草了《矿山地质工作规程》提纲。 

8月 10-20日，根据审查意见和编写提纲，充分所收集的资料，

按照项目设计书的要求，形成了《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工作组讨论稿

第 1稿。后发给课题组主要研究人员，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 

8月份，储量评审中心于北京市组织有关专家，对《矿山地质工

作规程》制定研究子课题总体设计及 2017年度工作方案进行了审查。

专家组成员对子课题总体设计和 2017 年度工作方案，以及工作组讨

论稿第 1稿提出了有关建议和意见：一是地质工作贯穿于整个储量的

管理；参考《煤矿地质工作规定》，有建井、生产、闭坑，还有兼并

整合要求；要注意深度的把握；建议注意选择代表性矿山；增加煤矿

的特点内容等。 

会后，课题组召开研讨会，利用近期新收集到的相关资料，针对

专家提出的问题，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工作组讨论稿第 1稿进行

了系统修改。修改内容主要为：厘清了专业术语，增加了部分术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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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增加了“三级矿量”的概念及“三级矿量”的管理要求；补充完

善了矿山地质工作的基本内容、基本任务、基本原则；界定了基建地

质与建井地质的界线；删除了矿山测量部分内容等。 

9月初，课题组先后赴黑龙江古莲河露天煤矿和砂宝斯金矿调研，

在矿山召开研讨会。会上，听取了矿山专业人员对矿山地质工作的介

绍：一是矿山在设计时发现勘查时煤层对比不清，对剥离量的估算产

生了影响，在生产勘探中主要靠岩心岩性划分的手段加强了煤层对

比，估算剥离量；二是生产勘探针对煤层的赋存情况开展了工作，针

对地质构造及煤质变化开展相关工作；三是工程地质方面，由于勘查

阶段没有结合地层的实际确定相关抗压强度等，给生产工作带来不

便；四是煤矿在勘探阶段先期开采地段有些地方加密至 50m间距，但

由于煤层受到古河道的冲刷，部分范围煤层赋存不稳定，生产过程中

又适当加密了钻探工程；五是煤矸石存在自燃现象，采出的煤堆时间

长了也容易产生自燃，生产勘探中加强了含 S量的测定；六是矿山测

量主要是针对剥离量的测量及采区测量；七是矿山对煤的发热量的采

样，是在均匀布点采样，再对样品混匀后测试，测试指标为应用基发

热量；八是矿山在基建过程中，专门做了基建勘探；九是设计的边坡

角为 35度，实际开采的边坡角大约 70度，因为边坡比较稳定，属于

冻土层（冻土深 130余米），但在排土场的边坡要注意其稳定性。 

砂宝斯金矿是露天矿，位于森林保护区，由于政策原因目前处于

停产状态。矿床位于黑龙江断陷与额尔古纳隆起的过渡地带，漠河推

覆构造带前锋带上。金矿赋存于中侏统陆相碎屑岩中，属微细粒浸染

状金矿床。其成因类型为破碎蚀变岩型中低温热液型矿床。由于矿山

位于林区，露天开采，开采过程中的地质工作主要是注重对环境的保

护。矿坑周边植被茂盛，可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实际上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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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10 月初，课题组到中化矿山地质总局调研，就化工矿山要加强

三级矿量平衡管理、损失贫化管理及规范矿山地质编录内容及格式等

方面进行了研讨。并电话调研了中国建材工业地勘中心、建材地勘青

海总队（蒋耀祯等）、山西大同轩岗有限公司（解建荣等）、湖北地质

局第七地质大队（牟宗玉等）、中国化学矿山工业协会（袁俊宏等）、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郭俊生等）、山西潞安矿业集团

（冯培文等）、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勘探局（王遂正等）等单位，

征求了他们对煤矿及非金属（化工、建材）矿山地质工作规程编写的

意见和建议。 

10 月下旬，课题组利用电子邮件，向建材地勘青海总队、山西

大同轩岗有限公司、湖北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山西潞安矿业集团等

单位收集了矿山地质相关资料。同时，向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矿、中化

矿山地质总局有关专家征求了矿山地质工作的意见。广泛收集了煤炭

及非金属矿山目前正在使用的国家、行业及企业自编的矿山地质工作

规程、规定、作业指导书等，了解了煤矿、化工、建材等矿山地质工

作的相关要求。 

11 月份，课题组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工作组讨论稿（第 1

稿）进行系统修改，形成《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工作组讨论稿（第 2

稿）。 

11 月底，储量评审中心于北京市组织有关专家，对《矿山地质

工作规程》制定研究子课题进行了 2017年度中期检查。专家组认为，

各子课题研究方向正确，工作进度符合任务书的要求，建议下一步加

强研讨及调研工作。 

会后，课题组根据子课题审查专家组的意见，进行了梳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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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章节内容的调整。 

2018 年 1 月至 2 月，课题组多次召开研讨会，对工作组讨论稿

《矿山地质工作规程》（2稿）进行了修改补充。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增加了工作手段的选择、工程部署和施工中，应贯彻绿色矿山和绿色

勘查理念；提出由勘查单位编制生产勘探的设计等；总结归纳了地质

编录可获得的材料；系统梳理总结了原始地质编录的技术要求；认真

分析了所收集到的资料，补充了各种采样方法及适用条件；以附录的

形式补充了山地工程中使用的采样方法及要求；补充了钻探工程中最

常用的对分法采样方法及具体技术要求；补充了布置试样时的技术要

求、试样长度的确定、山地工程中采样位置的确定、采样间距、采样

方法和采样规格的试验以及采样的检查等内容。 

同时，课题组先后赴晋煤集团、中国神华神东煤矿、哈拉沟煤矿、

内蒙古哈达门金矿（地下）、内蒙古长山壕金矿（露天）、白云鄂博铁

矿（露天）、湖北桃花嘴-鸡冠咀金铜矿（地下）、金川镍钴矿、吉林

省有色地质勘查局 604队、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中南冶金地

勘局地质勘查院、河南丰源钼业雷门沟露天钼矿和山东省地质科学研

究院调研等 13家单位调研。 

3 月 26 日，在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召开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结合煤炭矿山地质工作的特点和要求，针对《矿山地质工作

规程》工作组讨论稿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规程应考虑煤矿井水文地质

工作和井下探放水工作内容；复杂煤层生产矿井应加强煤层的对比工

作；增加煤矿专有的一些工作，如探放水、隐蔽治灾地质因素调查等。 

3 月 30 日，储量评审中心于北京市组织有关专家，对《矿山地

质工作规程》制定研究子课题 2017 年度工作进行了审查。专家组成

员提出了有关建议和意见：规程中有些是现已很少使用的过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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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用方格纸的做法，应予以废止；注意把地质统学等国外的先进手

段引入到规范中，通过规范来推广新技术新方法。 

会后，课题组根据专家意见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工作组讨论

稿进行了修改，并把中国黄金集团的研究成果融入到工作组讨论稿

中，形成《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工作组讨论稿（第 3 稿）。融入的内

容主要有：基建勘探工程布置及网度要求、勘探手段的选择、开采技

术条件工作；出首采地段勘查程度和储量保有程度要求；勘查要求：

设计、勘查手段的选择、工程布置原则、探矿工程技术要求；地质编

录基本要求、资料内容、步骤,原始地质编录及综合地质编录要求等。 

4月份，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调研金属矿山调研 5家，即金川镍钴

矿，锡矿山锑矿，凡口铅锌矿，鸡笼山金矿，大冶有色集团。征求建

议：要克服新旧规范对接、规范总则与各矿种勘查规范中出现的前后

不一；矿山日常管理中的采样方法可根据矿山实际情况进行灵活选

择；矿山原始地质编录应进一步强调；矿山综合性地质图件、备案报

告等则可适当简化；矿山损失贫化管理应明确各矿种损失贫化管理指

标等。 

4 月 10 日，于北京市组织有关专家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制

定研究课题 2017年度工作进行了审查。专家组成员对子课题 2017年

度工作成果提出了有关建议和意见：煤炭老空水的防治是难度最大

的，应提出相关要求；小型矿山的地质工作要求可以少写、或者不写；

扩大资源数量及资源量比例要求;增加三级矿量的相关术语；研究工

作要强调矿体、资源的利用方式、利用手段，要提高研究力度等。 

5 月份，课题组根据课题 2017 年度审查专家组意见对《矿山地

质工作规程》工作组讨论稿（第 3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矿山地

质工作规程》专家讨论稿（第 4 稿）。修改的主要内容有：明确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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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适用范围为固体矿山；增加了三级矿量的相关术语；删减了小型

矿山的地质工作相关要求；强化了矿山三级矿量的管理内容；增加了

对伴生组分综合利用方面的要求；汇总梳理了矿山地质采样工作要求

等。 

3．形成征求意见稿 

6 月 11 日，在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召开了专家研讨会。专家提出

的主要问题有：标准涉及矿种多，建议参考勘查工作规范格式；采样

方面，要注意矿山并非按固定间距采样；生产阶段的工业指标论证针

对的是生产工业指标的论证；生产管理的有些规定与现在矿山的生产

管理不一致；矿山生产是由第三方监测的，要考虑与第三方监测工作

的吻合等。 

6月 12日至 20日，课题组根据专家所提意见对《矿山地质工作

规程》专家讨论稿（第 4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矿山地质工作规

程》专家讨论稿（第 5 稿）。修改的主要内容有：提炼了基建勘探地

质工作的任务，由原来的 10 项整理为 6 项任务；增加了基建勘探地

质工作要求；分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分别梳理了基建勘探手段；增加

了生产勘探地质工作要求；合并了勘查手段的选择与勘查工程布置原

则；优化了生产勘探程度要求；梳理了地质编录的相关要求，并移至

附录中；删除了监督管理相关内容；简化了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章节内

容；厘清了三级（二级）矿量的关系；梳理了探采对比的内容与方式；

对矿山闭坑的相关内容，分出了管理范畴和专业范畴，并删除了管理

范围的相关规定；丰富了采掘工业的地质指导内容；将矿山采样方法

和要求的有关规定进行了精简，并移入附录中等。 

6月份，课题组分别向湖北宜昌磷矿矿山高级工程师毛刚；中国

建材青海总队高级工程师蒋耀帧；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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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高级工程师程增庆等单位专家就规程编写进行了电话、邮件咨询

和征求意见，听取了他们对各行业矿山地质技术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如

何在规程中具体体现的意见和建议。 

6 月 27 日至 7 月 3 日，在北京连续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对《矿

山地质工作规程》专家讨论稿（第 5稿）进行了系统梳理，形成了《矿

山地质工作规程》专家讨论稿（第 6稿）。修改的主要内容有：将“三

级矿量”统一改为“三级储量”；删除了生产地质指导术语；完善了

基建勘探、生产勘探概念、矿石损失、矿石质量均衡、矿山地质采样、

矿石贫化等术语；修改了矿山地质工作目的；简化了基本任务；修改

了基本内容；删除了基本原则的内容；修改合并了基建勘探地质工作

的目的任务；删除了生产勘探工作要求、探采结合要求、生产勘探程

度要求、施工要求中对施工过程的要求、地质勘查施工技术管理内容、

地质编录、样品采集与加工测试等内容。  

7月-8月份，课题组根据所提意见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讨论

稿（第 6稿）进行了系统梳理。修改完善的主要内容为：提炼了矿山

专门性地质工作的内容，包括水文地质勘探、工程地质勘探和环境地

质勘探的目的、任务，工作内容，方法手段等；优化了附录中的地质

编录基本要求，包括探槽编录、坑道编录、浅井编录、竖井及斜井编

录、掌子面编录、露天采场编录、地下采场编录、老峒编录、钻孔原

始编录、水文工程编录等；系统整理总结了常用的采样方法及要求等。 

9月 6日，在北京市召开专家研讨会，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

专家讨论稿（第 6稿）进行修改，形成了《矿山地质工作规程》专家

讨论稿（第 7 稿）。有关建议及修改完善的主要内容为：建议增加化

工及建材相关工业部门参与标准起草；建议压缩正文内容，尽量把资

料放入附录中；对于煤矿的特殊性不宜在规范正文中体现，建议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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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完善了矿山地质工作、基建勘探、生产勘探等相关术语；将

“三级储量”概念恢复为“三级矿量”；提出了低品位矿的圈定应根

据矿山初步设计结果而定，而不应视为勘查阶段的圈矿方式；增加了

矿体中大厚度块段的确定与处理方法；增加了小体积质量值和大体积

质量值的应用条件等。 

会后，课题组针对专家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对《矿山地质工作

规程》家专讨论稿（第 7稿）进行了系统整理和优化调整。所修改的

主要内容有：根据煤矿防治水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8号），在资料性附录中增加了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把生产矿量

保有期及估算要求列入资料性附录；优化精减了正文内容。 

9月 14日，在北京市召开专家研讨会，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

专家讨论稿（第 7 稿）。有关建议及修改完善的主要内容为：考虑煤

矿建井勘探属于基建勘探，把煤矿建井勘探与基建勘探术语进行了合

并；矿山地质勘探的含义是指对矿山深部及外围的勘查找矿工作，故

将“矿山地质勘探”的概念改为“延伸勘探”；考虑矿山技术采样属

于矿山地质采样的范围，对“矿山技术采样”与“矿山地质采样”的

概念进行了整合；考虑隐蔽致灾因素是各类矿山普遍存在的现象，将

“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术语改为“矿山隐蔽致灾因素”；删除了煤矿

地质类型和矿石损失的术语；优化了矿山地质工作的目的及开展矿山

基建勘探的情形；优化了基建勘探与生产勘探的要求等；煤矿设计专

家还提出，煤炭矿区防治水规定中的煤矿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属安全管

理规定，是对防范措施所定的级别，不应作为水文地质条件类别引用。 

会后，课题组针对专家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对《矿山地质工作

规程》讨论稿（第 7稿）进一步精减优化。修改的内容主要有：翻译

了术语；明确了要根据矿山初步设计研究确定是否需作低品位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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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精减了估算参数的确定等内容，提出参照相关的勘查规范执行等。 

10月 18日，课题组赴呼和浩特市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对《矿山

地质工作规程》专家讨论稿（第 7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矿山地

质工作规程》专家讨论稿（第 8 稿）。修改完善的主要内容为：建议

设立专门的矿山采样和矿山地质编录章节；基建勘探工作应该是有针

对性的，不是每个矿山都要做基建勘探，应该抓住重点突出特色；建

议分基建勘探、日常性工作和远景勘查工作 3个类别，把采样和编录

单独拿出；引用规范增加采样规范；附录 H闭坑报告应具备的资料不

必要，可删除；完善了采准矿量和备采矿量的边界；第 6章增加工作

内容，包括矿山采样及矿山地质工作编录；建议增加矿山储量动态监

测章节；补充“三率”指标；建议删除资源储量估算章节；明确采场

验收工作由谁来做，最后提交什么资料；基建勘探中能否增加工程地

质?矿区水文地质调查应增加气象水文资料，在原则中体现绿色勘查

工作精神，结合国家的方针政策等。 

10月 26日，课题组在成都市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对《矿山地质

工作规程》专家讨论稿（第 8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矿山地质工

作规程》专家讨论稿（第 9 稿）。主要修改意见和建议为：反复斟酌

推敲了术语界定；建议增加采样测试的内容；生产勘探阶段的采样代

表性要求，可比勘查阶段适当放松；样品的化验精度要求可适当降低；

为了综合利用资源，建议统计对原勘查阶段工业指标和低于边界品位

大于尾矿品位 1.5-2倍的指标矿石；建议增加煤炭的损失率计算；优

化了矿区水文地质勘探工作相关内容等。  

11 月初，课题组在贵州市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对《矿山地质工

作规程》讨论稿（第 9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矿山地质工作规程》

讨论稿（第 10稿）。修改完善的主要内容为：仔细推敲研讨了从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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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到生产矿量的转换过程，认为是通过开采巷道等转换的，而

不是通过矿山地质工作转换的，并对稿件中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增

加了矿石损失的术语；完善了资源储量动态监测的内容；补充了水文

地质调查及水文地质测绘内容；精减优化了矿体圈定及资源储量估算

方面的内容等。 

11月 4-25日，课题组针对专家所提意见和建议多次进行研讨。

修改的主要内容为：增加了煤炭的损失率分类及计算方法等内容；调

整了巷道稳定性评价内容；增加了巷道支护要求；对资源储量估算方

法要求和《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进行了衔接等。 

11月 26日，在北京市召开专家研讨会，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

专家讨论稿（第 10 稿）进行了研讨和修改，形成了《矿山地质工作

规程》专家讨论稿（第 11稿）。修改的主要内容为：工作基本内容增

加了进行矿山深部的找矿勘查；生产勘探深度要求明确了探获的开拓

矿量和备采矿量应能满足设计生产规模及规定的保有期和施工的要

求；对地下开采矿山三级矿量和露天开采矿山二级矿量的范围进行了

梳理；提出了各种采矿方法均应计算总的贫化率和损失率，不再要求

计算一次贫化和二次贫化率等。 

会后，课题组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专家讨论稿（第 11 稿）

进行了研讨和修改，形成《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征求意见稿。 

4．形成送审讨论稿 

12 月 5 日，向全国各省（区、市）国土资源厅、评审机构、矿

山、地勘单位、协会等 170个单位发出了《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征求

意见稿。 

12 月 6 日，课题组在重庆市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对《矿山地质

工作规程》征求意见稿（第 11稿）进行了修改。提出的主要建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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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与国家煤炭安全总局的标准规定要统一；注意规范的可操作性；

应明确勘查设计单位、审批权限、评审备案等要求；明确生产勘探及

专门性的情形；增加综合评价内容等。 

28日，在北京市召开了《矿山地质工作规程》课题 2018年度中

期检查会。专家认为，课题涵盖所有的固体矿产矿山地质工作，研究

难度大，建议一是注意不同矿种之间的衔接；二是考虑是否引入绿色

矿山相关要求；三是把矿山地质编录内容从附件列入正文；进一步规

范三级矿量；研究报告金属部分过于简单；矿山隐蔽致灾因素中可加

入冲击地压。 

2019 年 1-2 月，课题组对各单位对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进行

了汇总。反馈意见的单位共 59 家，反馈意见共 342 条。其中采纳意

见 177条，部分采纳意见 61条，不采纳意见 104条。 

3 月 13 日，课题组赴武汉调研，召开了研讨会。专家集体研讨

了开拓矿量的边界确定问题，认为矿山地质测量工作非常重要，建议

适当强调。 

3月 14日至 20日，课题组根据研讨会议及反馈意见对《矿山地

质工作规程》（第 11稿）进行了系统的修改，形成了《矿山地质工作

规程》送审讨论稿（第 12稿）。 

5．形成送审稿 

3 月 22 日，课题组赴长春调研，召开了研讨会。专家组提出，

要注意与采矿工作边界的划分，在勘查阶段的工作要求可以直接参照

相关规范执行等。 

3月中旬至 5月中旬，课题组根据研讨会议及反馈意见进行研讨。

并于 5月 16-17日，课题组赴河南金源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祁雨沟金矿

调研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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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根据辽宁鞍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矿山对规程的应

用反应情况，课题组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进行了完善，形成了《矿

山地质工作规程》送审稿（第 13稿）。 

6．形成报批稿 

7月 23日，部评审中心在北京组织专家对课题进行了结题验收，

验收结果为优秀。 

8-12 月份，课题组多次研讨，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送审稿

（第 13稿）进行修改完善。 

2020 年 4 月，课题组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和新启动课题矿

山矿产资源储量管理规范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衔接。 

5-8月份，课题组根据新发布实施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有关要求，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送审稿（第 13稿）进行了修改。 

9月份，自然资源部下达了标准计划号，标准名称定为《矿山地

质工作规范》。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2 月，课题组对《矿山地质工作规程》

送审稿（第 13稿）进行了全面修改优化。 

2021 年 3 月 23 日，SC8 秘书处向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93）提出关于组织审查标准的请示，提请组织

SC8委员进行审查。同时，在服务系统上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审查和

提交。部科并技司批准后，于 5 月 6 日至 27 日组织委员对标准送审

稿进行了函审。 

6月 16至 20日，课题组按照委员提出的意见对标准送审稿进行

了修改和完善，形成《矿山地质工作规程》报批稿（第 14稿），将《矿

山地质工作规程》名称改为《矿山地质工作规范》。委员共提出审查

意见共有 36条，采纳 26条，部分采纳 6条，不采纳 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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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在国土资源标准化服务系统上提交了《矿山地质工

作规范》报批稿等相关报批材料。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为万会、杨强、高利民、万贵龙、张北廷、袁建

江、刘景才、肖垂斌、汤家轩、邹国强、王婉琼、王海龙、张鸿喜、

王文利、付水兴。 

万会，“矿山资源储量管理与矿山地质工作规程研究项目（项目

编号 CB2015-8）”项目负责人，兼本课题负责人，负责组织、主持项

目研究、调研及研讨；杨强，“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研究”总负责人，参与课题的研究与调研，主要研究人员；高利民，

参与调研及研讨，对标准进行系统校核，专业技术全面把关，主要研

究人员；万贵龙、袁建江，《矿山地质工作规程》制定研究（煤炭及

非金属矿山部分）子课题负责人；张北廷、刘景才，《矿山地质工作

规程》制定研究（金属矿山部分）子课题负责人；肖垂斌，参与研讨，

负责金属矿山地质工作内容的把关；汤家轩，对煤炭矿山地质工作内

容进行全面校核把关，主要研究人员；邹国强，对开采技术条件内容

全部校核把关，主要研究人员；王婉琼，主要负责经费执行及事务性

工作，研究人员；王海龙，参与研讨，研究人员；张鸿喜参与研讨，

研究人员；王文利参与研讨，研究人员；付水兴参与研讨，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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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定位适当。针对一定时期以来矿山地质工作中存在的亟待解

决的一些共性问题，以及加强矿产勘查质量管理和监督管理的需要，

为全面贯彻《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固体矿

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系统规范固体矿产勘查

全流程工作，标准作为地质矿产标准体系中的通用技术标准，一是作

为矿山地质工作的依据之一，强调现行规范中没有明确的、目前有效

使用的有关规定和规程，重申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有关原则要求；二是

结合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发现和归纳的矿山地质工作存在的普遍问

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要求。 

2. 技术指导性强。标准应适用于各项矿山地质工作，是指导矿

山地质工作的技术标准，可作为矿山地质工作及其验收的技术依据之

一。 

3. 内容系统全面。标准应涵盖矿山地质工作的全过程，明确规

定矿山地质工作的目的任务、基本内容、基建勘探、生产勘探、矿山

地质测量、采掘（剥）生产地质工作、矿山采样与样品制备测试、矿

石质量管理、矿石损失与贫化、资源储量与生产矿量、采矿单元结束

的地质工作、探采对比、综合研究、专门性地质工作等方面的要求。 

4. 处理好传承和完善的关系。标准应在传承以往有关技术标准

要求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矿山地质工作中常见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

技术要求，使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5. 标准注重勘查实践与研究成果的科学应用。结合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要求和矿山工作实践，统一了矿山地质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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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 确定依据。项目组在对前人有关研究资料进行系统梳理、总

结的基础上，结合矿政管理的相关精神、矿山地质工作实践及资源储

量报告评审中遇到的问题，在立项建议中提出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建

议。根据有关专家意见，以及项目任务书提出的总体要求，项目组拟

订了编写提纲，并召开专家研讨会研究讨论了标准的主要内容要求，

听取了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了编写提纲。按照编制原则和编写提

纲，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 

2. 主要内容。标准共分十六章。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范围；第

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三章术语；第四章总则；第五章基建勘探；

第六章生产勘探；第七章矿山地质测量；第八章采掘（剥）生产地质

工作；第九章矿山采样与样品制备测试；第十章矿石质量管理；第十

一章矿石损失与贫化；第十二章资源储量与生产矿量；第十三章采矿

单元结束的地质工作；第十四章探采对比；第十五章综合研究；第十

六章专门性地质工作。 

标准中共列有 8个资料性附录。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标题定为《矿山地质工作规范》。鉴于固体矿山地质工作与水

气田开发勘查工作差异太大，不宜统一于同一个标准中，本标准确定

标题为《矿山地质工作规范》，适用于固体矿产矿山开采全过程（含

基建）中一系列直接为生产服务的地质工作。 

2.矿山地质工作的范围确定。矿山地质工作包括矿床完成地质勘

查及相应工作之后，矿山从基建、生产、直至开采结束、闭坑等所进

行的一系列地质工作。矿山生产活动也会揭露地质现象，且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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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建国以来的有关标准规定及成果认识，也普遍认为生产地质

是矿山地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认为矿山生产工矿山地质工作与

矿山生产没有明确的边界。 

3.金属矿山与煤炭矿井（及化工、建材等其他矿山）地质工作的

关系。鉴于不同类型矿种的开采及矿山（井）地质工作存在一定差异，

本次研究本着总结共性，尊重个性的原则，提出了共性的要求。同时

提出，有单矿种相关标准或规定的，则依照该矿种的有关规定开展矿

山地质工作。 

4.矿山深部及外围勘查与矿山地质工作的关系。矿山地质工作要

依法开展，其前提是在开采许可范围内开展的。对于为了延长矿山服

务年限而在矿山的深部及外围找矿的勘查活动，是在采矿权周边设立

的探矿权范围内开展的，不属于矿山地质工作的范畴。矿山深部及外

围的这种找矿活动，应执行相应的地质勘查规范。 

5.对小口径钻全芯样不能满足测试要求的处理。在基建勘探与生

产勘探工作中，矿山企业一般采用小口径钻探，全芯采样，岩芯采取

率稍低的地段代表性差，评审对小口径钻采样不予认可。而由于矿山

地质人员对本矿山矿床的情况比较掌握，虽然口径小、取芯细，但能

满足矿山动态掌握矿石质量变化的需要。且工作开展方便，小口径钻

在矿山普遍应用。 

现行的相关标准规范中，尚未明确不认可小口径钻的采样分析结

果。课题组考虑到小口径利于搬迁，适于坑内钻，被广大矿山普遍应

用，且不同矿种对样品的要求也不一样，故没有对钻探口径提出统一

要求。但第一次从规范的角度提出了：钻探岩芯采样应能满足采样及

分析测试的要求。 

6.采空区蹬空的资源储量分类。要根据采空区及矿体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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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对于一些老空区，采空区未能实测，范围不能确定，其上部

的资源量蹬空范围不清的，应划为推断资源量；对于已实测采空区，

采空区范围及其上部的资源储量蹬空范围确定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划

分资源储量类型。如矿体之间地层较厚、地层岩石坚硬，经矿山建设

设计部门论证，认为上覆矿体可采的，可根据可行性研究程度和地质

控制程度分别划分资源储量类型。 

7. “三级矿量”与“三级储量”概念。关于术语采用“三级矿量”（开

拓矿量、采准矿量、备采矿量）还是采用“三级储量”（开拓储量、采

准储量、备采储量）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矿量”是口语化的叫法，

其实际意义为“储量”，在标准中应称为“储量”；但大多数专家、尤其

是矿山上的专家认为，“矿量”的叫法已经被业界广泛接受，如果改为

“储量”会与习惯叫法发生区别，还可能会被矿山工作者一时无法按

受。考虑到多年以来的术语习惯，本标准仍然称为“矿量”。 

8.开拓矿量与矿山地质工作的关系。业界部分观点认为开拓矿量

是由采矿系统圈出的，与矿山地质工作无关。首先，矿山生产工作属

于矿山地质工作，其次原地质勘查时期的推断资源量要通过生产勘探

提高资源储量类型后，才能划为开拓矿量。故本次研究认为，生产勘

探是将资源储量转换为生产矿量的必要工作。 

9.开拓矿量是否包括各类损失的问题。根据煤安监司函办〔2018〕

52 号文，开拓煤量“是在矿井可采储量范围内……通风、排水等系

统所构成的煤炭储量，减去开拓区内地质及水文地质损失、设计损失

量和开拓煤量可采期内不能回采的临时煤柱及其它开采量”。也就是

说，开拓煤量是不含各类损失的。而原来各行业部门发布的行业标准，

均没有明确开拓矿量是否包含各类损失。现有的专家认为开拓矿量是

扣除永久性矿柱及各类损失的可采储量，有的则认为是包含了各类损

https://wenwen.sogou.com/s/?w=%E6%B0%B4%E6%96%87%E5%9C%B0%E8%B4%A8&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5%9B%9E%E9%87%87&ch=ww.xqy.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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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在内的地质储量。 

本次研究，将开拓矿量定为已形成了完整的开拓系统（运输、通

风、排水系统等）、分布在开拓中段（水平）以上的矿量。这意味着

是包含各类损失的，符合绝大多数矿山实际。同时，列出了煤炭开拓

煤量的计算公式。这样，便符合了绝大多数矿山的实际做法，规范更

有可行性。 

10.生产储备矿量保有期的确定。生产储备矿量保有期由矿山根

据生产能力、资源储量规模等确定。一般情况下，露采矿山开拓矿量

保有期 1-2年，备采矿量保有期 3-6个月；地下矿山开拓矿量保有期

不少于 3-5年，采准矿量保有期 12-14个月，备采矿量保有期 6个月。 

11.对损失率和贫化率的处理。通过调研发现，矿山实际工作中

并不能真正计算出一次损失率、二次损失率及一次贫化率、二次贫化

率。故本标准提出了矿山可采用间接法求贫化率与损失率。但要注意

其使用的条件。各种采矿方法均应计算总的贫化率和损失率，不再要

求一次损失率、二次损失率及一次贫化率、二次贫化率，删除了相关

的计算公式。 

12.对贫化率和废石混入率的处理。课题研究中发现，业界对矿

石贫化率和废石混入率的概念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混淆。贫化率是指采

下矿石的品位降低数与原矿体(或矿块)平均品位的百分比，针对的是

品位降低情况；而废石混入率是指废石混入量与采下矿石(工业矿石+

废石)量的百分比，针对的是石混入程度。本次在规程的附录中增加

了贫化率和废石混入率的计算公式。 

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当所开采矿体(或矿块)属与围岩界线清楚

的致密块状矿石，围岩(与夹石)基本不含有用组分，而高品位矿石不

发生(或少发生)丢失时，是可以用废石混入率代替贫化率(即品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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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生产勘探地质工作的。

度合理性的总结性工作。这里，矿山地质工作是包含矿山生产地质和

验证原地质勘查时期资料的正确程度及勘查方法、勘查网度、勘查程

比是通过对比矿山地质工作与矿床原地质勘查时期所获的地质资料，

及矿山探采对比工作实际，对探采对比的概念做出总结，认为探采对

  本次研究结合多年来资源储量报告评审中对探采对比的要求以

核的成果对比。

点：有的省里（如河北）认为，探采对比是矿山本次核实与最近一次

为是矿山生产勘探与矿床原地质勘查时期的地质资料对比；第四种观

二种认为是矿山采矿活动与矿山生产勘探的地质资料对比。第三种认

一种认为是矿山采矿活动与矿床原地质勘查时期的地质资料对比。第

  14.统一探采对比概念。业界对探采对比的认识主要有四种：第

矿预均化作业。故与一般金属矿和其他非金属矿产的作法有些不同。

确定该爆破地段采出的矿石品位，确保入厂品位均衡，以利下阶段配

成生料，再入窑煅烧。但在爆破之前需要进行生产采样化验工作，以

间，通过均化作业达到矿石质量均衡，然后再与其它配料进行搭配形

接将矿石运到破碎站破碎到一定块度（粒度）后，运到矿石预均化车

泥用灰岩矿山一般不分品级开采，采出的矿石不需进行选矿，而是直

石质量均衡不宜一刀切，要根据不同矿种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水

选矿石配矿，应严格按配矿计划采、出矿，使入选矿石质量均衡。矿

  13.矿石质量均衡的方法应用条件。矿石质量均衡的方法是对需

生丢失时，可以用废石混入率代替贫化率。

块状矿石，围岩(与夹石)基本不含有用组分，而高品位矿石基本不发

一。本次在规程中提出：当矿山所开采矿体是与围岩界线清楚的致密

低率)的。这也是造成目前对贫化率与废石混入率区分不清的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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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采空区的测量。多年来，一直要求对所有的采空区都进行实

测。但根据矿山的具体情况不同，实测采空区一直不能完全实现。本

次研究，本着符合实际与规程可行性的原则，对不同矿山的具体情况

分别提出不同要求：对于正常生产矿山，应对各种探工程进行实测，

包括采空区范围、积水深度、积水面积、积水量测量采空区进行实测，

这是可以实现的。而对于老空区，情况却比较复杂。有些老空区历史

不久远，后期维护尚好，能够人员进入测量条件的，提出一般应对采

空区范围及积水情况测量；而很多老空区因内部情况复杂，人员进入

存在人身危险，不具测量条件的，本次明确不再要求实测采空区，而

是要求在资源储量报告中说明。 

16.地质编录内容的处理。地质编录的内容较多，本课题针对的

是矿山的地质编录。由于生产勘探中许多探矿工程的地质编录与地质

勘查时期的要求是相同的，故本次提出钻孔、探槽、坑道、浅井、竖

（天）井、砂钻、实测剖面等地质编录的具体要求，参照相关标准规

范执行。本规程中仅列出了区别于地质勘查时期的矿山地质编录内

容，如：掌子面、露天采场、地下采场、老硐等的地质编录，以及矿

山水文工程地质编录要求等。 

17．矿山地质采样要求。鉴于矿山基建勘探与生产勘探过程中的

许多采样同地质勘查时期的要求，故本次提出槽探、浅井、坑道、钻

孔岩心等地质采样同地质勘查时期的采样要求，参照相关标准规范执

行。本规程中仅列出了区别于地质勘查时期的矿山地质采样内容，如：

露天采场、地下采场、出矿采样及技术采样等的相关要求。 

18.矿山采样一定要能反映近期生产实际。矿山采样直为矿山生

产服务，关系着后期的样品分析、工业指标确定的合理性、三级矿量

的确定，以及矿山生产的实际经济效益。因此，本次研究提出：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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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样品的代表性，严禁避贫就富或避富就贫选择性采样。所采样品应

能代表矿山近期开采的矿石性质。 

19.露天矿炮孔岩粉样的适用性要求。露天矿经常利用炮孔采取

岩粉作为试样。考虑到炮孔岩粉样的岩心破碎，样品相互污染，具有

不可追溯性，无法再回头检验等的问题，本次研究针对其特殊情况提

出了具体要求，即炮孔岩粉样可作用生产监测的依据，一般不宜作用

资源储量估算的依据。 

20.副样保管期限的确定。保存副样的目的，是为了在样品加工、

制备、测试过程中出现偶然误差或系统误差等时，利用副样进行检验。

基本副样保存的目的，其保存期应该持续到对正样使用完为止。因此，

本次提出副样保管的期限应根据样品的目的确定，通常保存至生产过

程中使用完所采样品样品的时间。 

21.品位校正系数。调研中发现，对于角砾岩型金矿，由于矿物

赋存于角砾岩之间的胶结物中，而角砾岩中并不含金，采样如果没有

代表性将会对品位变化产生重大影响。原来地质勘查时期在钻孔中采

样，生产时发现分化严重，品位明显降低。生产过程中，矿山采用了

近两年的生产实际与原采样的探采对比数据，求出了校正系数，以校

正矿石品位。这种做法，对于具体矿山指导生产比较适用，但考虑到

其操作过程中人的主观作用较大，不宜列入规范中。 

22. 地应力测试要求。随着浅部资源开采的枯竭，矿山开采深度

不断增大，测试地应力对矿山的安全生产意义重大。有许多专家提出

在勘查阶段就应测试地应力，但目前难度较大。在本规程中，提出了

对地应力活动强的矿山，应进行围岩内部位移量测，研究围岩力学性

态变化和发展过程。 

23. 水质测试要求。对于矿区环境质量及污染评价水样，不仅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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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能的重金属污染项作专项分析，本次还根据生产工艺的不同，对

苯、苯酚，氰化物及黄药、氨等做相应的分析污染物。即：作为矿山

供水水点（包括地表水或地下水）按生活饮用水及工业用水标准采样

分析，需做水质全分析+细菌分析，根据生产工艺的不同对苯、苯酚，

氰化物及黄药、氨等分析。 

24. 矿山自用储量报告与评审备案报告的关系。矿山自用储量报

告与评审备案报告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矿山自己开展的地质

工作不符合规范要求，不能用于评审备案，但对矿山自身非常实用。

比如，小口径钻探成果的使用，矿山自己的化验分析、划分大块段、

按矿山需求分类等。本规程中明确了符合质量要求的工程，均应在核

实储量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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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及

预期的经济效果 

标准对矿山地质作的目的任务、基本内容、基建勘探、生产勘探、

矿山地质测量、采掘（剥）生产地质工作、矿山采样与样品制备测试、

矿石质量管理、矿石损失与贫化、资源储量与生产矿量、采矿单元结

束的地质工作、探采对比、综合研究、专门性地质工作等方面的要求

进行了规定，使矿山地质工作过程中具有一个基本要求明确、可操作

性强、标准统一的技术要求，为矿山地质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科

学化提供了技术支撑。标准实施后，可规范矿山地质工作，充分利用

资源，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因此标准实施产生的经济效益显著。 

 

第四章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外

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未采用国际标准，国外无同类标准。 

 

第五章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标准定位于《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国家标准）和《固

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的补充，可作为矿山地质工作的系统技术要求，

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矿山地质工作的技术标准，属国内外首创。 

 

第六章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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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标准是规范固体矿产矿山地质工作的技术要求，具有系统性、全

面性和技术指导性，与现行有关技术标准一起配套使用，对促进科学

合理估算生产矿山资源储量，规范矿山地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第八章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贯彻标准，建议标准发布后，适时发布贯标的通知，并委托起

草单位组织培训，切实推动这项行业标准的贯彻实施。 

第九章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第十章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一、关于规程界定的适用矿种范围 

鉴于液体、气体矿产的开采与生产地质工作与固体矿产工作差异

较大，本规程仅针对固体矿产的矿山地质工作提出技术要求，不适用

于液体、气体矿产。 

二、关于安全工作要求的考虑 

本标准是以矿山的生产矿量为核心，围绕着生产矿量开展矿山地

质工作，这也属自然资源部的管理职能。有关矿山地质工作会涉及到

安全生产，但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职能不属于自然资源部，也不属本

规程内容。 

三、与煤炭等单矿种矿山工作规定的关系 

鉴于金属矿产与煤炭等沉积型矿产矿山地质工作的差异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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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坚持总结共性，尊重个性的原则，总结提出了各类固体矿产矿

山地质工作的共性要求，重点说明了个别矿种（如煤炭）矿山（井）

地质工作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