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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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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 

本文件起草人：马艳平、汪汉雨、宋晗、万初发、闫晓兰、李恒海、金瑜、马建斌、牟伦洵、徐刚、

李满明、蔺强强、葛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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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固体矿产勘查设计
1)
的目的任务、基本原则、设计准备、勘查工作部署、勘查工作质

量要求、绿色勘查与安全生产、设计书编制等各项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固体矿产地质勘查阶段、开发阶段的勘查设计以及专项勘查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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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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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T 0374   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目的任务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是勘查工作的必要环节，勘查工作实施前均应进行勘查设计。固体矿产勘查设计

的任务是全面收集以往地质工作成果，充分研究影响勘查工作的各种因素，选择勘查方法和手段、布置

勘查工程、确定施工顺序、明确技术要求，以指导勘查实施过程，实现勘查工作的合规、合理、经济、

有效。 

5 基本原则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目标明确，投入适当； 

2） 承前启后，循序渐进； 

3） 因地制宜，多方优选；  

                                                        
1)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一般包括地质勘查阶段设计、开发阶段勘查设计、专项勘查设计。地质勘查阶段设计分为

普查设计、详查设计、勘探设计（特殊情况下还有补充勘探设计）。开发阶段勘查设计分为基建勘探设计、生

产勘探设计等。专项勘查设计包括专业性地质工作或为实现专项地质目的（如地形和地质测量、物探、化

探、遥感、探矿工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样品采集等）的勘查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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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勘查，主次兼顾； 

5） 因变施策，适时调整。 

6 设计准备 

6.1 设计前应首先明确勘查范围、勘查目的及任务等事项。 

6.2 全面收集勘查区以往矿产勘查、开发资料及邻区可利用的相关资料。 

6.3 设计前应对勘查区现场踏勘，详细了解影响勘查工程布置的内、外部条件，主要包括：勘查区范

围、地质特征、基岩出露情况、供电、供水、通讯、交通、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区内及邻区勘查和开

发现状（含老硐、老窿、民采情况），以及军事禁区、自然保护地、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范围、历史文物

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对重要地质认识或问题，应进行调查确认，

必要时采集适量的样品进行分析测试。 

6.4 充分研究与成矿有关的地层、构造、岩浆岩、变质作用、围岩蚀变特征，以及与矿床有关的遥感、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自然重砂信息，研究矿化特征、矿体特征、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矿石加工选冶性

能等情况；总结勘查区已取得的成果，对照现行规范，评价勘查区地质工作程度，梳理以往工作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确认以往地质资料的可利用性。 

7 勘查工作部署 

7.1 勘查方法选择 

7.1.1 根据目的任务、地质条件、施工条件及工期要求，选择适宜有效、技术成熟、经济合理的勘查

方法与手段。必要时可开展多方案论证，优选有效的勘查方法或方法组合。 

7.1.2 一般浅部以地形地质测量、地表取样工程（探槽、剥土、浅钻、浅井）为主；深部以钻探为主，

必要时辅以坑探验证。对复杂矿床，当钻探难以达到勘查目的时，以坑探为主，配以钻探，若坑探验证

结果与钻探相近，可减少坑探，代之以钻探。适合采用物探、化探勘查的矿种或勘查区，应充分发挥物

探、化探的作用。 

7.1.3 普查阶段应充分利用遥感信息以及区域基础地质资料，以地质观测、大比例尺地形地质简测、

物探、化探、自然重砂及地表取样工程为主，深部以少量钻探验证。详查和勘探阶段均以大比例尺地形

地质测量与取样工程为主，条件适宜时，辅以物探。开发阶段勘查、专项勘查应根据具体目的任务和矿

床特征，选择合适的勘查方法和手段。 

7.1.4 为适应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在满足地质目的且条件适宜时，可用浅钻等手段代替需

开挖的山地工程；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可一基多孔，一孔多支。 

7.1.5 对适宜采用原地浸出开采、地下水溶法开采、地下热熔法开采、水中船采等特殊方式开采的矿

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勘查，应针对影响开采的主要因素，选择合理的勘查方法。 

7.1.6 鼓励采用新方法、新手段、新工艺、新设备，但应注重其适用性，必要时应进行适用性试验，

成果质量应符合现行规范要求。少采样或不采样时，应论证其合理性。 

7.2 勘查工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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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依据勘查目的、矿床地质特征、施工条件、绿色勘查要求等，选择勘查线、勘查网等合适的工

程布置方式；依据开采技术水平及矿产品市场发展趋势，论证确定合理的勘查深度。 

7.2.2 充分考虑承前启后的关系。勘查工程布置应以以往地质工作为基础，充分利用已有工程；新布

置的工程应便于后期勘查和矿山开发阶段利用；对以往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应安排补救措施。 

7.2.3 勘查工程布置应统筹兼顾总体控制与局部控制、系统工程与个别工程、一般地质孔与特殊控制

孔，一个工程多种用途。 

7.2.4 勘查线一般垂直矿体走向（或矿体延长方向）布置，勘查工程宜布置在勘查线上或勘查工程网

格结点上。 

7.2.5 各类采样点的布设，应充分考虑岩矿石类型及特征、空间位置的代表性。 

7.2.6 各勘查阶段，应依据其目的任务，结合矿床特征，研究拟定工程布置方案。 

7.2.6.1 普查阶段：勘查目标尚未明了，以找矿为目的。全区布置大比例尺地质简测；适宜开展物探、

化探的，布置大比例尺物探、化探测量。露头或近地表布置稀疏的取样工程，深部选择成矿地质条件优、

物化探异常显示好、最有可能发现矿体的部位，布置少量取样工程；在实现点上突破的同时，面上灵活

布置少量工程进行探索。 

7.2.6.2 详查阶段：矿床特征有待查明，以控制矿床的总体特征为主要目的。详查区布置大比例尺地

形地质测量和系统的取样工程。工程间距可暂按相似矿床的勘查经验拟定，当无可参照的相似矿床时，

可暂按中等勘查类型拟定，待详查阶段中、后期再根据具体情况及时研究、调整。对构造线、矿体边界

及转折处等重要部位，布置一定数量的工程加以控制；对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布置针对性的取样工

作；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布置系统的地质调查和简易观测、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编录，

以及必要的单孔抽（放）水试验、岩土工程试验，需要时，设计工程地质孔和多孔（组）抽水试验。 

7.2.6.3 勘探阶段：矿床特征已基本查明，以服务矿床开发设计为主要目的。应根据详查取得的成果，

参照矿山设计单位意见，论证划定首采地段（先期开采地段、第一水平），研究确定勘查类型（包括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类型），选择合理的工程网度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量，布置勘查工程；研

究矿石类型、分布及分采分选的可能性，安排适当的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采样及相应程度的试验

研究。划分勘查类型时，应注意主、次矿体及其空间关系，当主、次矿体在空间上平行重叠分布，且间

隔较小，能用同一工程系统勘查时，应以主矿体为准；当矿体相隔较远，或分布在不同地段，需布置不

同的工程系统勘查时，应以矿体为单元分别确定勘查类型；当同一矿体的不同地段差异较大时，可分段

确定勘查类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查类型，应紧密结合矿床开采方式，以地下水流场、

环境背景及工程地质特征为依据研究确定。 

7.2.7 补充勘探和基建勘探，应针对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布置勘查工程。生产勘探应紧密结合采矿设

计及生产需求，在探采对比的基础上，适当布置加密工程。老矿山深部和外围的勘查，应充分利用老矿

山所积累的地质、采矿、选矿及开采技术条件成果资料，研究矿床（矿体）的变化特征，尽可能利用原

有的工程系统，灵活布置勘查工程。 

7.2.8 专项勘查，应以解决具体专业问题为目标，确定勘查工程的布置方式、工程位置、工程间距。 

7.2.9 共、伴生矿产，应按照 GB/T 25283、GB/T 13908的原则和要求，分清主、次，合理布置勘查工

程。普查阶段，利用主矿产勘查工程顺便勘查；详查和勘探阶段，对伴生矿产、资源量规模为小型的共

生矿产、不能分区勘查的中型以上的共生矿产应遵循以主矿产为主的原则，利用主矿产勘查工程顺便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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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能够分区勘查的中型以上共生矿产，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相应矿种的勘查程度要求布置工程。

开发阶段勘查，应根据采矿设计及生产需要，对共伴生矿产布置适当的控制工程。 

7.3 施工顺序安排 

7.3.1 按照由已知到未知、由浅入深、由稀到密的原则，确定合理的施工顺序。 

7.3.2 各类工程的施工顺序，应先地表及浅部，后深部。浅部：一般先地表地质填图（测量）、化探、

物探，后槽探、井探；深部：一般先钻探，后坑探。 

7.3.3 各勘查阶段，应按照各阶段的目的任务、勘查工作基础，结合各种方法手段的特点与功用，诸

方法手段相互协调，安排工期及施工顺序。 

7.3.3.1 普查阶段，应先施工见矿把握大的工程，后由点到面，再施工稀疏的工程，以发现矿体。 

7.3.3.2 详查阶段，宜分两期安排工程施工，初期可先按相似矿床勘查类型基本工程间距或中等勘查

类型基本工程间距的 2至 4倍，施工稀疏工程；中后期，再根据前期工程施工结果，研究合理的工程间

距，确定是否加密以及加密工程的具体位置后，再施工加密工程，最终形成系统的工程网，以控制总体。 

7.3.3.3 勘探阶段，先施工首采地段（先期开采地段、第一水平）的加密工程，后施工专项（如构造

控制孔、水文孔等）工程与外围工程，以解剖细节。 

7.4 实物工作量预估 

7.4.1 地形测量、地质测量、地球物理测量、地球化学测量、遥感解译等工作量，应根据勘查区面积、

勘查工作程度要求，合理确定。 

7.4.2 槽探、井探、坑探、钻探等取样工程，应揭穿或穿透矿体进入围岩一定深度。其工作量一般可

在野外踏勘的基础上，根据目的层埋深预判结果、控制程度要求，在地形地质图、勘查线剖面图、顶底

板等高线图等图上确定。 

7.4.3 基本分析样、组合分析样，可根据矿体厚度、取样工程数量、采样规格要求，按单个工程平均

数量预估；化学全分析样、物性测试样、加工选冶试验样，以及开采技术条件相关的样品等，可根据勘

查目的任务和勘查程度要求确定。 

7.4.4 主要勘查工程应预留一定比例的机动工作量，以应对不可预见的变化。 

7.5 综合研究及设计变更 

7.5.1 综合研究工作（勘查区地质及矿体地质、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加工选冶技术性能研究以

及综合评价、工业指标论证、可行性评价等）应符合各勘查阶段的要求。勘查设计过程中，应将综合研

究工作与勘查工程的施工统筹安排，明确时间要求。 

7.5.2 依据边施工、边综合研究、边变更（优化）设计的“三边”原则，因地形、地质条件变化，或

地质认识的深化，致使勘查工程布置或施工顺序需要调整时，或因勘查投资、勘查目的任务变更，或地

质、社会等因素影响，需调整整个勘查工作部署时，应及时变更设计。 

8 勘查工作质量要求 

8.1 应按照相关标准，明确各项勘查工作的技术指标及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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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设计中应明确质量检查和野外验收制度。 

9 绿色勘查与安全生产 

9.1 绿色勘查 

9.1.1 绿色勘查理念应贯穿于固体矿产勘查设计的全过程。 

9.1.2 宜选择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方法和工艺，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相关要求

参照 DZ/T 0374执行。 

9.1.3 勘查工程布置应合理避让生态环境敏感地段。场地选址、道路选线等应最大限度减轻对生态环

境的负面影响，尽量少占地、少揭露、少毁植被。 

9.1.4 根据具体情况及要求，设计安排勘查工程完工后的回填、场地平整等恢复治理工作。 

9.1.5 对可能影响生态环境、人身健康的有害组分，应设计一定的工作量予以查定。 

9.2 安全生产 

9.2.1 应对野外工作各个环节的安全措施作出安排。具体要求按照相关安全标准执行。 

9.2.2 应针对极端天气、地质灾害、工程事故等各种突发情况，编制应急预案。 

10 设计书编制 

10.1 矿产勘查一般分阶段实施，分阶段编制设计书；也可跨阶段合并勘查，先编制总体设计书，再分

阶段，或分年度编制设计书。 

10.2 设计书应清晰说明设计的目的任务、依据、勘查方法的选择、勘查工程的布置、施工顺序安排、

勘查工作量、勘查工作质量要求、绿色勘查和安全生产措施、资源量预估算、预期成果、组织管理与保

障措施、经费预算及勘查风险等。 

10.3 以设计的工作量为主要依据，综合考虑各类政策和管理因素，按照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的约定，

合理预算项目经费。 

10.4 设计过程中，应综合考虑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政策因素、市场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矿床特征

等方面存在的不可预见性，评估目的任务的实现程度，对可能出现的勘查风险作出预判。 

10.5 设计书应内容完整、文字精练、重点突出，附图、附表、附件齐全。勘探阶段设计书编制提纲见

附录 A。普查、详查及其他勘查设计书编制提纲可根据具体情况参照附录 A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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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勘探设计书编写提纲 

A.1  前言 

A.1.1  目的任务 

简述勘查目的、任务（资金）来源、任务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工作周期及成果提交时间等。 

A.1.2  矿业权设置情况 

简述矿业权基本情况，包括矿业权名称、发证机关、证号、矿业权人、有效期、面积、范围拐点坐

标（注明坐标系统）等。 

简述相邻矿业权情况，说明勘查区内及相邻的军事禁区、自然保护地、重大工程项目、历史文物保

护区等相对位置（可插图说明）。勘查区内若存在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

线，亦应说明。 

简述相邻矿业权情况，包括矿业权名称、与本矿业权的相对位置、矿业权人、勘查程度等，必要时

可插图说明。 

A.1.3  矿区概况 

简述影响勘查方法选择、工程布置、安全生产、绿色勘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因素，诸如：地理

位置和交通、地形、地貌特征，水系发育情况，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情况，降水量、气温、风力等

气候特征及适宜的工作时段，道路、供水、供电、通讯、生活物资供应及劳动力满足程度，地震烈度，

野生动、植物等。 

A.2  设计地质依据 

A.2.1  以往地质工作 

A.2.1.1  历次勘查工作 

简述与勘查区有关的历次勘查工作时间、勘查单位、范围、投入的主要工作量、取得的成果及主要

结论、成果的评审备案（审批、认定）情况。 

A.2.1.2  以往勘查工作质量及可利用性评价 

对照现行规范，简要评述以往各项勘查工作（包含邻区相关工作）原始资料的质量，明确以往勘查

成果的可利用性。 

A.2.1.3  开发情况 

简述勘查区及邻区生产矿山、老小窑（老硐）开采情况，评价开发资料成果的可利用性。 

A.2.1.4  以往地质工作程度及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往勘查、开发过程中积累的相关资料，简述当前的勘查工作程度，列述以往工作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尤其是影响本次勘查的关键性问题。 

A.2.2  区域地质 

简述区域构造位置、成矿地质背景、矿产特征及成矿规律，以及已知矿床的特征、控矿因素、勘查

类型、勘查间距、有效的勘查手段和方法等。 

A.2.3  矿区地质 

简述勘查区地层、构造、岩浆活动、变质作用、蚀变特征等。 

简述矿床特征，矿体数量。详细叙述影响勘查设计的主要矿体的特征、矿石特征及矿床开采技术条

件等。 

A.3  勘查工作部署 

A.3.1 总体部署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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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形地质、矿床特点、以往勘查程度及勘探的重点目标（主要矿体、先期开采地段或首采区），

说明勘查工作的总体部署及原则。 

A.3.2  勘查工作方法选择 

详述所选择的勘查方法（或方法组合）及其选择的依据（交通、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地质特点、

以往勘查方法、各种方法的适用性和经济合理性、绿色勘查要求，以及勘查的目的任务等）。 

采用新手段、新方法、新工艺、新设备（如一基多孔、一孔多支、无心钻进工艺，便携式矿石分析

仪、无人机测量、三维扫描、空气反循环钻等尚无规范要求的方法、工艺、设备）的，详细说明其适用

条件，准确引用设备使用说明书内容。 

少采样或不采样的，论述其合理性。 

A.3.3  首采地段（先期开采地段、第一水平）选择 

说明首采地段（先期开采地段、第一水平）的范围，详细论述首采地段（先期开采地段、第一水平）

确定的依据（地形、交通、矿体埋深、矿体厚度及品位分布、开采技术条件，与以往工作、已有矿山的

衔接等）。 

A.3.4  勘查类型及工程间距确定 

依据影响勘查难易程度的因素，详细论证勘查类型。 

采用类比法、地质统计学法等，论证确定合理的勘查工程间距。 

A.3.5  勘查工程布置 

详细论述各类勘查工程布置的具体方案。 

A.3.6  时间安排及施工顺序 

详述工期划分、时间安排、各类勘查工程的施工顺序。 

A.3.7  设计工作量 

简述总工作量、年度工作量和机动工作量等实物工作量；简要说明机动工作量的设置原则；列表说

明主要取样工程设计目的、工作量、终止层位、采样种类、施工顺序。表式参照表A.1,表A.2。 

A.4  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 

明确各项野外勘查工作的技术指标及质量要求。 

按照边施工、边综合研究、边变更（优化）设计，及时整理原始地质资料、及时编制过渡性综合性

图表、及时提交勘查成果的“三边、三及时”原则，对综合整理、综合研究提出具体要求。 

A.5  资源量预估算 

简述资源量预估算的工业指标、方法、参数选择，按照GB/T 17766的资源储量分类标准，列述估算

结果。 

A.6  预期成果 

预判勘查工作完成的时间和成果。成果一般包括预期提交的资源储量及比例、分布，成果报告（数

据库及文、图、表）等。根据预期成果，说明勘查工作部署、主要工作量设计的合理性。 

A.7  组织管理和保障措施 

A.7.1  组织管理 

简述勘查队伍人员组成、专业结构及管理体系。 

A.7.2  设备配备 

简述设备配备计划。 

A.7.3  质量控制措施 

简述质量管理体系，明确过程管理要求及质量控制的具体措施。 

A.7.4  安全措施 

简述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管理网络，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交通、设备安装、施工过程中的安全

危险因素、重大危险源及安全措施，事故应急处理及救援预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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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保密事项的，简述保密措施。 

 

表A.1   设计工作量汇总表（表示） 

项目（勘查手段） 单位 设计工作量 备注 

地形测绘    

工程测量    

地质测量    

遥感解译    

地球物理测量 

磁法    

电法    

地震    

重力    

放射性    

测井    

……    

地球化学测量 

岩石地球化学    

土壤地球化学    

……    

重砂    

山地工程 

槽探    

浅井    

坑探    

……    

钻探 

机械岩芯钻探    

水文地质钻探    

工程地质钻探    

……    

各类样品采集测试化验    

恢复治理 

山地工程回填    

钻探场地平整    

……    

……    

综合研究及报告编制    

 

表A.2   设计取样工程一览表（表示） 

工程编号 施工顺序（批次） 施工目的 设计工作量 终止层位 采样种类 备注 

       

 

A.7.5  绿色勘查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简述勘查区生态环境敏感性因素，在勘查方法手段选择、道路及场地建设、现场作业管理中落实绿

色勘查及环境保护的措施，明确生态环境保护恢复治理措施。 



DZ/T ×××××—×××× 

9 

A.7.6  设计变更 

说明设计变更的条件、程序。 

A.8  经费预算 

简述预算标准、依据及预算方法、结果。编制预算明细表。 

分析勘查投资风险。 

A.9  附图 

主要包括： 

1）交通位置图（可作插图） 

2）地形地质图及勘查工程布置图（叠合物探化探异常图） 

3）以往工作程度图 

4）勘查线设计剖面图 

5）资源储量预估算图 

6）必要的代表性图件（如地层综合柱状图、以往完成的钻孔柱状图和坑探素描图等） 

A.10  附表 

主要包括： 

1）以往勘查工程成果表（包括工程坐标成果、单工程矿体厚度、平均品位等资源量预估算需要的

成果） 

2）资源量预估算表 

A.11  附件 

主要包括： 

1）矿业权证明文件 

2）任务书、合同 

3）勘查单位工作背景及勘查项目负责人业务工作经历 

4）其它必要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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