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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加强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切实发挥技术支撑和基础保

障作用，原国土资源部批准实施“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项目。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制定研究课题”为“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

系建设项目”（2019～2021 年）所属课题。该标准的制定已列入 2020 年自然资

源部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编号：202018004。 

承担单位为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课题负责人为马艳平、汪

汉雨，协作单位为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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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的总体目标任务是：通过系统调研固体矿产矿业企业、勘查单位、专

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收集固体矿产勘查设计及勘查成果，分析固体矿产勘查设计

特点，研究固体矿产勘查设计的目的、任务、基本原则及勘查设计的依据、勘查

工程的部署原则、勘查技术手段的选取、勘查工作步骤的确定、勘查设计的编写

等，提交《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行业标准）送审稿。预期成果：《固体矿产

勘查设计规范》（行业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含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和研究报告。 

2019 年 8月 10日，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下达了《固体矿产勘

查设计规范》制定研究课题（CB2019-11）任务书（自然资矿评任〔2019〕11 号）。

课题由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承担，课题负责人为汪汉雨、马艳平。。 

2020 年 9月 16日，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下达了《固体矿产勘

查设计规范》制定研究课题（CB2019-11）任务书（自然资矿评任〔2020〕11 号）。

课题由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承担，课题负责人为马艳平、汪汉雨。 

根据研究工作需要，2019年至 2020年设置了《固体矿产勘查设计编写要求

研究》子课题（CB2019-11-1）。子课题承担单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中心，子课题负责人为闫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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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 3日，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下达了《固体矿产勘

查设计规范》制定研究课题（CB2019-11）任务书（自然资矿评任〔2021〕10 号）。

课题由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承担，课题负责人为马艳平、汪汉雨。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全国自然资源与

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提出初稿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制定研究课题于 2019 年 7 月启动，由汪汉雨、

马艳平、闫晓兰、万初发、宋晗、李恒海、金瑜、葛栋锋等组成课题组，并编制

完成《<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制定研究课题总体设计以及 2019年度工作方案》，

于 2019 年 8月 27日通过审查。审查专家组建议： 

（1）课题组应侧重野外项目组及一线人员调研和收集资料，使制定的规范

更有针对性； 

（2）注意调研市场项目勘查设计工作的开展和规范的使用情况； 

（3）加强分析研究各矿种的共性和特殊性； 

（4）对相关基础规范和单矿种规范进行分类汇总，提高设计规范的可操作

性； 

（5）对技术方法提出明确的要求； 

（6）充分利用好以往的成果，开展针对性的调研，解决基础问题。 

2019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一次课题组会议，确定了工作路线，以及资料收

集的范围、综合整理的技术要求。 

2019 年 10 月 24 日，课题组邀请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刘小兵高级工

程师、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周尚国教授级高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吴国强教授级高

工、中国建材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熊军教授级高工、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袁

继明教授级高工、原武警黄金指挥部李汉光高级工程师、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陈凌云总工程师 7 位专家对各矿种勘查特点及勘查设计规范主要内容进行了研

讨。 

2019 年 10 月 28 日，课题组在北京讨论形成了勘查设计规范的初步框架。

初步确定了勘查设计规范提纲：前言；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编制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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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性质与用途；5.编制依据；6.勘查阶段与勘查周期；7.编制的基本要求；8.编

写内容；9.格式要求；10.审查与批准。 

2019 年 10 月 29 日，课题组万初发、葛栋锋调研湖北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

心，收集了设计 5份，矿产勘查设计和坑探工程设计编写要求 1份、地方勘查设

计审查方式通知文件 1份。本次调研重点收集了《湖北省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设计

编写要求》（试行）。 

2019 年 11 月 25 日，课题组在喀什与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汇祥永金矿业

有限公司、紫金矿业地勘院、新疆紫金锌业有限公司就目前的固体矿产勘查设计

规范文本框架和设计书提纲进行讨论，尤其是针对设计书提纲进行讨论。 

2019 年的重点工作是收集了以往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部门（行业）有关勘查

设计的管理制度及编写要求 12份，规程规定 45份，各类矿产勘查设计书 264份，

在收集资料和调研研讨的基础上，形成规范初稿。 

2.形成讨论稿 

2020 年 1月 14日，课题组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参

会人员有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徐宗培、宋俊峰、郑宝军、张占飞，内蒙古自

治区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崔来旺，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质科技

处吕希华，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地质技术处康社庄。第一

次在省级管理部门对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初稿进行了研讨。会议认为： 

（1）改革开放后，自有资金参与矿业市场，增加了勘查的活力，但也出现

了许多问题，有必要对勘查设计作出规范； 

（2）由于成矿环境、地理条件差异，规范内容不宜太细，要大框架、粗线

条； 

（3）紧跟国家发展，依据资源法、环保法、勘查规范和行业相关规定，把

绿色勘查理念贯彻到整个勘查工作中。勘查设计规范的制定，应重视勘查工作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应兼顾勘查工作手段和方法的有效性。鼓励使用新技术、

新方法； 

（4）设计规范不要规定的太死板，应灵活。如设计是否需要审批或审查，

可以不规定； 

（5）政府管理与勘查规范之间应注意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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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以和固体矿产勘查报告编写提纲一样，每个阶段有相应的勘查设计

书编写提纲，尤其是普查阶段还在找矿，其要求应与详查或勘探有明显区别。 

2020 年 4月 15日，课题组编制并提交了《<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制定研

究课题 2019 年度工作报告》、《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内容要求及“勘查设计

书编写提纲”，并通过了 2019年度审查。 

2020 年 6月～8月，课题组根据前期调研成果及专家意见，对《固体矿产勘

查设计规范》内容及“勘查设计书编写提纲”进行了完善。重点研究了普查、勘

探设计书编制提纲，同时梳理了以往煤炭、金属、非金属等各行业形成的勘查设

计编制提纲。 

2020 年 6 月，课题组提交了《<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制定研究课题 2020

年度工作方案》并通过审查。 

2020 年 9月 17日，课题组邀请原新疆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李恒海、新疆地

矿局总工程师李凤鸣、新疆有色地矿局地勘处处长闫存兴、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

质勘查中心新疆总队张小林，针对《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内容及设计书编制

提纲进行了研讨。 

2020 年 9月 21日，课题组在广州市召开讨论会，在前期研讨的基础上，对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内容及设计书编制提纲进行了逐条厘定，形成《固体

矿产勘查设计规范》讨论稿。 

3.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9月 22日，课题组在广州召开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有：广东省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张文银副主任、邱先前、吴远健，广东省有色地质勘查院黄

伟兴，建材地勘广东总队范思莹，广东省冶金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林冬青，

广东省环境地质勘查院曾环岳，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张振奋。提出进

一步简化设计书编制提纲的建议。 

2020 年 10 月 23 日，课题组在西安市召开专家研讨会，邀请中国地质调查

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李智明、西北有色地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刘平、中陕核工业

集团李培贵、陕西地矿集团有限公司魏东、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陕西

总队刘少峰、中陕核工业集团二一一大队有限公司方民强、陕西省 139煤田地质

水文地质有限公司权新昌，重点对固体矿产勘查设计书编写提纲进行研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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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1）在制定勘查设计规范时，需要全面研读现行各矿种固体矿产地质勘查

规范，注重反映其共性，区别对待其个性； 

（2）矿产地质复杂，勘查方法、手段多种多样，能够找到和圈定矿床的即

为最好的勘查方案。因此勘查设计规范不宜过于教条，应该给找矿工作者发挥能

力、便于创新的空间。 

2020 年 11 月 23 日，课题组在新疆召开研讨会，邀请原国土资源规划研究

院陈克强、新疆地质矿产研究所高鹏、新疆地矿局第九地质大队白洪海、李新光、

新疆煤田地质局一五六队虞海澎、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新疆总队吴中

强、新疆中矿智汇矿业科技有限公司黄成林，对《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讨

论稿）开展座谈研讨。针对讨论稿中工作程度要求、参考技术标准、工业指标论

证、可行性研究、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条件、开采技术条件研究等内容进行讨论。

同时对设计书编制提纲进行了简化。 

2020 年 11 月 25 日，课题组在甘肃天水市召开调研座谈会，与勘查一线的

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对《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讨论稿进行研讨。与会人

员有：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总工程师梁明宏、总工办

主任洪百雄、副总工程师陈彦文、牛海平、项目负责张勇、姜守君、王海琦、焦

阳、技术负责杨玉平、龙登红、刘伟刚等。会议认为： 

（1）对以往资料研究的成果是工作部署的依据，必须全面、详实、可靠； 

（2）对勘查设计执行中工作量变更的条件和程序要求应注意可操作性； 

（3）绿色勘查要求下的勘查工程质量应以地质目的为前提。 

2020 年 12月 10 日，课题组在北京内部研讨，对《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

（讨论稿）进行进一步统稿。调整了标准适用范围、目的任务、基本原则；将原

来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设计的基本内容拆分，并增加了设计准备、质量控制等内

容；修改了设计书编写内容。 

2020 年 12 月 11 日，课题组在北京召开专家研讨会，邀请自然资源部咨询

研究中心胡魁、原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副主任王志红、中国黄金集团张北

廷、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周尚国、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吴国强、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

研究中心冯艳芳、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张照志、中国地质科学院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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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针对《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讨论稿）座谈研讨。讨论认为： 

（1）在矿产勘查和资源储量领域，行业规范经常被误解，尤其是法律从业

人员常将规范作为办案的依据，致使规范常被强制性误用，造成技术人员不能灵

活地执行规范。故，勘查设计规范应简明，具有指导性，不要规定的过多、过细； 

（2）关于勘查设计的审定与实施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勘查设计与投

资人没有关系，勘查范围、目的、对象、勘查方法及工作量等，不能由投资人确

定，应依据勘查许可证及矿种勘查规范确定；另一种认为，勘查设计必须经投资

人认可。 

2020 年 12 月 24 日，课题组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二七四地质队开展调

研。针对《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讨论稿）开展研讨，与会人员有：队长卢

光辉、党委书记韦国深、副总工程师周方、矿产院院长姚双秋、地质研究室主任

覃丰、总工办主任徐海棚、信息中心主任孟详仑，结合刚刚经过审批的《广西岑

溪市糯垌矿区稀土矿勘探设计》和工作实际，发表了个人意见。专家提出的主要

建议有： 

（1）勘查设计最终是为勘查工作服务的，勘查设计规范应与勘查规范相协

调； 

（2）绿色勘查缺少相应的经费预算依据。勘查设计的经费预算中应预留上

下浮动空间； 

（3）应加强勘查风险分析的可操作性； 

（4）边采边探的相关条款，应结合管理要求作进一步研究。 

2020 年 12月底，由于疫情原因，课题组以调研函的形式征集了福建省国土

资源评估中心、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专家对规范的意见和建议： 

（1）勘查设计规范应与《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相衔接； 

（2）目前的市场勘查项目没有强制要求监理，不建议规范对监理提出要求； 

（3）探采结合的原则与现行管理矛盾，在没有取得合法采矿权前，边探边

采不被允许； 

（4）手持取样钻岩心口径小，采样有问题，是否可行，值得进一步商榷； 

（5）建议详查设计根据矿床主要地质因素，类比同类型矿床，初步确定勘

查类型； 



 

7 

（6）对随主矿体能同时开采的周围小矿体很少加密控制，一般在资源量估

算时降“类型”处理； 

（7）在详查和勘探设计阶段，建议对矿体倾向延深（远景）布置少量工程

控制； 

（8）在基本要求中，建议增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内容。

在勘查方法及手段选择、勘查工程部署中，建议增加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

作方法（如钻孔抽水试验、水文物探测井、岩石点荷载试验等）和工程部署基本

要求。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根据研讨意见和建议，课题组对《固体矿产

勘查设计规范》（讨论稿），逐条逐句逐字地推敲、厘定，2021年 2月 24 日，形

成了编制说明及年度工作报告。2021年 3月 9日年度工作报告通过审查。 

2021 年 3月 20日，课题组在北京对前期的成果进行讨论，对《固体矿产勘

查设计规范》（讨论稿）的提纲进行了重新厘定，将提纲调整为 1.前言；2.范围；

3.目的任务；4.基本原则；5.方案论证；6.设计书编写及审查；7.设计的执行及

变更；8.设计的绩效评估；9.附录 4个。 

2021 年 3月 26日至 4月 26日，课题组根据 3月 20日讨论结果，进一步完

善了《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讨论稿）。 

2021 年 4月 27日，课题组赴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八一队开展调研。与会

人员有：二八一队罗光兴、赖川、邹建高、陈勇、杨怀超、刘蓓蓓、唐晓洁、马

明杰。结合正在实施的《四川省冕宁县南河乡张家坪子金矿勘探设计》和工作实

际，针对《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讨论稿）开展研讨，提出的主要建议有： 

（1）关于资料收集利用评价。不同的矿种对基础资料的利用情况不一，金

属矿、非金属矿与三类矿产勘查差别很大，资料收集侧重点应有所区别； 

（2）关于工作量变更。由于地质工作是不断认识的过程，工作量在具体施

工过程中随时发生调整或变更，《固体矿产地质勘查工作规范》中：“经审查批准

的勘查设计是进行矿产勘查、野外验收的主要依据。在实施过程中，因地质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详查、勘探原设计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变动大于三分之一以上，或

因勘查类型、勘查主矿种、勘查区段、勘查投入等发生变化，需进行重大工程变

更的，应重新编制勘查设计，重新审查批准。详查、勘探原设计的主要实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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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动小于三分之一或预查、普查设计工作量变动可由勘查单位提出变更意见，

经矿业权人认可。”具体操作难度大，工作量变动三分之一不好界定，如果是国

家投资的项目需要走审批流程，时间较长，耽误野外施工；由于地质勘查单位改

革，有些单位没有物探、钻探设备，相应工作外包，审批时间增加后，施工单位

不接受。如果投资人是上市公司，设计变更很困难，如果投资人是一般公司，设

计变更可以请第三方技术人员把关或由本公司技术人员决定，但变更后，费用结

算难度大。总之，从地质工作实际情况来看，设计是需要及时变更的，但具体操

作难度很大； 

（3）关于绿色勘查。专家认为浅钻代替槽探不可取，浅钻看到的地质现象

毕竟有限，尤其是找矿阶段，槽探是必要的； 

（4）关于设计工作量的确定。对设计中各类实物工作量的预估，应考虑各

种不可预判在因素，留有一定余地。 

2021 年 5月 23日，课题组赴陕西汉中市地勘单位进行调研座谈。与会人员

有：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指导中心主任冯明伸，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西北局六

队陈长全孝勤、总工办主任吴小虎，汉中西北有色七一一总队总工程师郑崔勇、

质量信息中心主任高晓宏，中陕核工业集团二一四大队副总工程师高政伟，陕西

地矿汉中地质大队白文龙院长、张海峰高工。专家提出的主要建议有： 

（1）正文中增加绿色勘查的内容。除了绿色勘查原则之外，在勘查方法选

择、工作部署、设计工作量、经费预算中都要体现绿色勘查的要求。陕西秦岭勘

查工作要求严格，在勘查前需要到县级管理机关备案，涉及到多个部门； 

（2）以往工作中，应强调区域地质工作，加强成矿因素的研究； 

（3）详查初期建议的工程间距采用中等勘查类型基本工程间距的 4～8倍，

是否过大，应研究。 

2021 年 5月 24日，课题组赴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限公司《陕西省略阳

县柳树坪一带金矿》勘查项目进行现场调研，讨论了勘查设计阶段在矿床的成因、

矿体圈连、工业指标论证、预可研等方面应考虑的问题。参加讨论的技术人员建

议在设计阶段增加综合研究的工作量。 

2021 年 6月 10日，课题组在南昌市召开专家研讨会。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原

二级巡视员龚健，有色地勘局原副局长兼总工韦星林，江西省矿产资源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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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王先广，省厅矿产资源保障中心副总工詹天卫，省厅矿保处闵光权，赣西

北大队副总工李旭辉，省厅勘查处调研员吴波，省自然资源权益储备中心陈茂松

参加研讨。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 

（1）设计书编制提纲中补充设计依据（报告、法规、规范等）； 

（2）建议曾列普查设计提纲； 

（3）规范的作用是指引设计怎么做，宜粗不宜细，当前文本不需要细到具

体的指标； 

（4）基建勘探、生产勘探与勘查阶段的勘查工作差别很大，建议对基建勘

探设计、生产勘探设计提出要求； 

（5）设计时，在技术路线方面需要与业主进行充分沟通，投资决策是第一

位的； 

（6）南方地区探槽施工对环境的破坏不大，一般第二年即可自然复绿，不

建议以钻探代替槽探； 

（7）设计的后评估没有必要。 

2021 年 6月 11日，课题组实地考察了江西省大湖塘钨矿区，现场对靖安县

石子墩钨矿详查-勘探设计进行了讨论，主要包括设计依据、工作部署原则、勘

查类型确定、重点工作区选择、工程布置、选矿试验样品采取、绿色勘查、资源

量预估、施工顺序安排、勘查深度、工业指标确定、可行性研究等方面。 

2021 年 6月 12日，课题组在九江市召开研讨会，参加研讨的专家有：江西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赣西北大队陈雄志队长、詹国年总工程师、李旭辉副总工

程师、曹钟清高级顾问，赣西北大队地勘院孔凡斌院长、占岗乐副院长、左全狮

副院长、钟浩高级工程师、但小华高级工程师、高任工程师，江西省京安矿产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谭春生总经理、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黄可茂总经理。对勘查设

计规范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 

（1）勘查设计阶段在确定勘查类型时，应考虑矿床类型； 

（2）设计书编制提纲以详查为基础，普查和勘探设计以详查设计提纲为基

础参照编制； 

（3）绿色勘查相关内容不宜过细，提出原则性要求，起到约束作用即可； 

（4）设计的前置工作非常重要，特别是详查和勘探阶段，必须重视现场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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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和采样工作； 

（5）普查阶段，野外踏勘很重要，详查勘探阶段重在预研究； 

（6）各项勘查方法应全部点到； 

（7）勘探阶段加密地段应予以论证，并与投资人沟通，必要时应有设计部

门介入； 

（8）建议强化勘查设计的地位和作用。 

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17 日，课题组针对江西调研研讨情况，对设计规范进

行了进一步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4.形成送审稿 

2021 年 6 月 18 日，《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征求意见稿通过了全国自然

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TC93/SC8）

组织的专家审查。 

2021 年 7 月 26 号，向全国 206 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评审机构、地勘单

位、矿山企业和高校发送征求意见。这些单位为自然资源部 3个司、局（矿保司、

地勘司、矿业权司），5 个地调局及部、局有关直属单位，31 个省（区、市）自

然资源厅（局），31个省、市、自治区评审中心，66个地质矿产勘查单位，21个

煤炭地质勘查单位，3 个核工业地质勘查单位，15个冶金地质勘查单位，7个有

色地质勘查单位，7 个化工地质勘查单位，9 个建筑材料地质勘查单位，8 所高

校。截至 2021 年 8 月 27 号，共收到 53 家单位返回的 330 条意见，其中 5 家单

位回复无意见。 

2021 年 11 月 27 日，课题组在北京组织专家召开规范送审稿研讨会，就以

下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一是勘查过程中哪个阶段确定勘查类型合适，讨论认为

在普查、详查初期不能确定，一定要在对矿体有大致掌握的时候才能确定，故在

详查中后期确定勘查类型比较适宜；但随着勘查工作的深入，对矿体认识的程度

提高，必要时需要调整勘查类型。二是关于详查工作期间的勘查工程间距确定问

题，需要遵循从详查初期到中后期由稀到密的原则，避免浪费工作量。三是关于

异体共生矿产的勘查问题，在现行《固体矿产勘查规范总则》的框架下，对于与

煤共生但不能分区勘查的硫铁矿、铝土矿，与金矿体异体共生的白云岩矿，宜允

许降低勘查程度，随主矿产的勘查工程顺便勘查即可。四是固体矿产勘查设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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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简问题，经讨论认为宜简单。区域地质部分没有必要象勘查报告那样写的太

细致，依据的标准规范部分也没有必要罗列得太详尽。五是技术问题与商业约定

和管理规定的区别问题，本规范应紧扣技术问题，地质勘查工作实际上是科学工

作。六是设计书提纲是高度概括还是尽可能详尽的问题。讨论认为只列出勘探提

纲比较妥当。普查和详查阶段是逐步认识的阶段，变化比较大，灵活性较强，不

宜定死设计书的编制提纲。而勘探阶段的工作是较全面的，勘探设计书的提纲可

以为其他阶段的设计书提供参考。专项设计是设计工作的一部分，专项勘查的目

的多样，故专项设计的灵活性与较强的，不宜将提纲框架固化，需要时也可以参

照勘探设计书的提纲。 

2021 年 9 月-至 11 月，课题组对返回的意见，认真研究，逐条回复，同时

修改规范。对于不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意见，进行充分讨论，逐一给出明确的理由。

共 328条建议或意见，其中采纳 170条，部分采纳 115条，不采纳 43条。 

2021 年 11月 29 日，课题通过专家审查验收，形成规范送审稿。 

5.形成报批稿 

2022 年 5 月 6 日，规范送审稿通过全国自然资源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矿产资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审查。共发出 41份函审单，函审结果：24个

单位赞成，无意见；15个单位赞成，有建议或意见；2个单位未复函。矿产资源

利用分技术委员会审查的最终结果：同意通过审查。 

按照矿产资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函审建议或意见，课题组对规范进行了认

真修改。共 53条建议或意见，采纳 38条，部分采纳 8条，不采纳 7条。在此基

础上，于 2022年 7月提出报批稿。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由马艳平、汪汉雨、宋晗、万初发、闫晓兰、李恒海等起草。 

马艳平、汪汉雨为《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制订研究课题负责人，主持课

题研究工作，组织调研及研讨，是规范的主要执笔人。 

宋晗、万初发、闫晓兰、李恒海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了课题的调研、讨论，

规范的修改和完善，为规范的主要研究人员和执笔人。 

课题组其他成员金瑜、马建斌、牟伦洵、徐刚、李满明、蔺强强、葛栋锋等

参与了基础资料的收集，部分参与了调研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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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1．贯彻新要求，体现新理念。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体现矿产资源资产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勘查要求，为固体矿产

勘查服务。 

2.覆盖固体矿产各种情形的勘查工作。既涵盖地勘阶段、开发阶段的固体

矿产勘查，也包含专项勘查。 

3.体现“勘查设计规范”的指导性、框架性。各种矿床既有共性，又有特

性，勘查工作不能千篇一律，所以勘查设计规范只能是指导性的、框架性的，而

不是详细的操作指南。 

4. 遵循地质认识规律。矿产勘查是不断探索和认识的过程，按时间分段、

按空间分区，即划分为不同的勘查阶段，梯级实施，是固体矿产勘查的客观要求。 

5. 与矿产勘查规范衔接。固体矿产勘查设计，服从于矿产勘查规范，具体

要求应与矿产勘查规范协调一致。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送审稿）由前言、正文（10章）和 1个附录构

成。 

1.范围 

勘查设计是勘查工作的“作战方案”和勘查施工的指导书，是地质勘查项

目委托人和勘查单位双方履行勘查合同的要件，也是管理部门对勘查项目进行检

查验收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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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作为勘查投资和组织管理的依据。规定

了固体矿产勘查设计的目的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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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过程中，有的意见认为本文件仅适用于勘查阶段的设计即可，但通过

反复讨论和研究，最终认为：开发阶段的基建勘探和生产勘探，以及其他专项目

的的各类勘查，均属于固体矿产勘查工作的范畴，也可以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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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勘查设计的类型，以脚注的方式予以说明。本文件规定的固体矿产勘

查设计，包括了从勘查阶段到开发阶段的所有勘查工作，不仅包括普查、详查、

勘探设计，还包括特殊情况下的补充勘探设计、开发阶段的基建勘探设计和生产

勘探设计、各种专项勘查设计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列出了在正文中引用的 4 个文件，均未注日期，以示引用其最新版

本。勘查工作中需要参照的各类规范，均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列出。 

3. 术语及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标准制定过程中，为了标准的通俗易

懂，尽量使用行业内通常用语，避免使用有歧义或生僻术语。 

4.目的任务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是勘查工作的必要环节，设计的目的任务是服务矿产勘

查，保障矿产勘查工作合法、合规、经济、合理、有效进行。设计的目的任务应

围绕矿产勘查的目的任务展开，在全面收集以往地质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影

响勘查工作的各种因素，选择勘查方法、布置勘查工程、确定施工顺序、明确技

术要求，并指导勘查实施过程。 

5.基本原则 

根据勘查设计的基本工作顺序和步骤，结合勘查工作的经验总结，明确了

设计的应遵循以下 5项基本原则： 

（1）目的明确，投入适当。 

在设计开展前，首先应明确范围、目的和任务，使设计有针对性，使勘查工

作高效开展。“投入适当” 即，用合理的投入达成目标，既是工程量的投入，也

是技术的投入，本质是在目标明确的情况下，对勘查工作量的设置和勘查技术手

段的应用宜适度，不能太过，也不能不足。 

（2）承前启后，循序渐进。 

科学合理布置勘查工程，应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在先期施工的基础

上安排后期工程，设计的工程还应能为以后的工作所利用。对勘查对象的认识和

勘查工作的开展一般应循序渐进。 

（3）因地制宜，多方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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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勘查区内、外部条件，因地制宜部署勘查工作；以实现目的任务为前

提，进行方案、方法的优选，以适宜的投入，用较少的时间取得最佳的地质成果。 

（4）综合勘查，主次兼顾。 

不仅需要考虑地质、施工条件，还应考虑技术经济评价、资源综合利用等，

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抓住勘查区的主要问题，有重点的布置勘查工作。 

（5）因变施策，适时调整。 

边施工、边综合研究、边变更（优化）设计，是我国几十年来矿产勘查工作

积累的宝贵经验。勘查设计应根据勘查工作的进程及取得的成果及时优化调整。 

6. 设计准备 

规定了设计前应开展的 4方面工作，并提出了相应要求。 

设计开展前，首先明确勘查范围、勘查目的及任务，体现目的明确原则。在

此基础上，再收集资料、野外踏勘、综合研究，为设计做充分准备。收集资料时，

应注意邻区可供利用的资料。现场踏勘过程中，应全面了解影响勘查工作的内、

外部条件，必要时还可以开展采样测试工作。对收集到的以往地质工作成果，应

充分研究，评价勘查区地质工作程度，梳理问题和不足，确认资料的可利用性。 

关于勘查范围如何确定，在标准形成过程中，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由矿业

权管理确定，有的认为应该由合同约定，几经讨论，课题组认为勘查范围如何确

定不属于本技术文件的范畴。理由如下：1）勘查工作必须依法在有效的矿业权

范围内开展，这一点本文件没有必要强调；2）按照不同的勘查目的，可以在矿

业权全域内开展勘查工作（如普查、详查、勘探）；也可以在矿业权范围内的某

些区域内开展（如特定地质目的的补充勘查工作、三维地震等专项勘查工作、生

产勘查工作等），具体范围可依据目的任务确定。 

7.勘查工作部署 

从勘查方法选择、勘查工程布置、施工顺序安排、实物工作量预估、综合研

究及设计变更 5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1）勘查方法选择 

规定了勘查方法选择时应注意的问题和具体方法。 

1）选择勘查方法时，应根据地质条件，结合目的任务和施工条件、工期要

求，确保有效性、经济合理性。必要时，应对勘查方法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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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体埋藏深度不同、矿床特征不同、勘查阶段不同时，选择的勘查方法

应不同。勘查中，应多方法、多手段联合运用，避免“单打一”。本文件给出了

一般情况下，针对浅部、深部、复杂矿床勘查时，以及普查阶段、详查和勘查阶

段时适宜的勘查方法或组合。 

3）应满足环保要求，体现绿色勘查理念。在满足地质目的前提下，提出可

用浅钻等手段代替山地工程和一基多孔，一孔多支，一孔多用的要求。 

4）对特殊开采方式的矿床，如原地浸出开采、地下水溶法开采、地下热熔

法开采、水中船采等，提出应针对影响开采的主要因素，选择合理的勘查方法。 

5）强调了采用新手段、新方法、新工艺、新设备时，应客观评价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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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勘查工程布置 

1）明确了勘查工程布置的依据，提出了勘查工程布置的方式，要求应重视

合理的勘查深度论证。在本文件研讨的早期，曾有过三类矿产等简单矿床是否需

要确定勘查工程布置的方式和勘查深度论证的讨论，最终认为：只要投入勘查工

程，必然涉及工程布置方式的选择，或是勘查线，或是勘查网，必然涉及勘查深

度的确定问题。那些不需要投入勘查工程的矿床，当然也就不需要勘查设计了。

故只要做勘查设计，本节内容就无不当，三类矿产不必单独提出。 

2）提出勘查工程布置应遵循循序渐进、承前启后的原则。要以以往地质工

作为基础，既要充分利用以往勘查工作的成果，又要考虑勘查及开发工作的延续

性，能为下一阶段工作所利用。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应安排补救措

施。 

3）提出勘查工程布置时，应考虑全区勘查和对矿体的控制程度要求，以避

免漏矿和勘查程度不足。给出了勘查线、勘查工程布置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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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提出采样点布设时应注意的问题：应充分考虑矿石类型、空间位置的代

表性。 

5）依据普查、详查、勘探、补充勘探和基建勘探、生产勘探、专项勘查的

目的任务和勘查工作特点、控制程度要求，对工程布置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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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应以实现点上突破为目标，有重点地布置勘查工程，对工程间距不做要求。详

查应以全面控制为目标，布置系统的取样工程。勘探应以服务矿床开发设计为目

标，确定勘查类型和工程网度，布置加密取样工程。补充勘探、基建勘探、生产

勘探和各类专项勘查，应针对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勘查方法，确定勘查工程的布

置方式、工程位置、工程间距及工作量。特别对老矿山深部和外围的勘查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 

 6）对共、伴生矿产的勘查，按照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的原则，提出不同情况

下的工程布置要求。 

（3）施工顺序安排 

应按照地质认识规律以及经济合理的原则，要求遵循由已知到未知、由浅

入深、由稀到密的原则，合理安排施工顺序。有的勘查跨越阶段，盲目施工，希

望一步到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有的勘查不分重点的全区铺开，超前过度投入，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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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阶段，一般就矿找矿，需严格遵循由已知到未知的原则，先施工见矿

把握大的工程，再由点到面，再施工稀疏的工程，以发现矿体。 

详查初期，在矿床特征尚待查明的条件下，一般类比相似矿床或按中等勘

查类型确定基本工程间距，施工时，需按照由稀到密的原则，依据预期的勘查类

型简单或复杂，选择 4 倍或 2倍基本工程间距先施工稀疏工程，然后再根据勘查

成果施工加密工程，既保证勘查程度，又不浪费工程。 

详查后期和勘探阶段，矿床特征已基本查明，已具备条件研究确定合理的

工程间距，在此基础上施工加密工程。开发阶段的勘查工作和各类专项勘查工作，

对施工顺序均无其他特别要求。 

（4）实物工作量预估 

对如何统计各类勘查工程的工作量进行了原则要求。并强调应预留一定的

机动工作量，以应对变化，便于根据前期工程施工结果安排后期工程。 

关于机动工作量如何具体确定，本文件未予规定。矿产勘查工作具有探索

属性，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矿种的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不同，不同勘查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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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程度不同，机动工作量预留比例差别较大，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合理确定。 

（5）综合研究及设计变更 

1）提出了综合研究的主要内容，明确综合研究工作应与勘查工程施工统筹

安排，设置合理的工作量和时间要求。 

2）勘查工作是逐步探索的过程，预期的结果发生变化是常态，边综合研究、

边变更（优化）设计是我国几十年来矿产勘查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故勘查设计

应根据勘查工作的进程及取得的成果及时优化调整。 

7.勘查工作质量要求 

提出设计时，各项勘查工作应遵循相关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检查和管控。 

8.绿色勘查与安全生产 

要求绿色勘查理念应贯穿固体矿产勘查设计的全过程，规定了勘查方法选

择、勘查工程布置等方面如何体现绿色勘查理念；对可能影响生态环境、人身健

康的有害组分，设计一定的工作量予以查定；对安全生产提出要求应设置应急预

案。 

9.设计书编制 

规定了设计书应包含的内容，要求在设计中对可能出现的勘查风险作出预

判，合理编制预算。当跨越阶段勘查时，可先编制总体设计，再分年度，或分阶

段，或分专项编制设计。 

10.附录 

为方便设计书编制工作，本文件附录 A给出了详细的勘探设计书编写提纲。

当前的管理方式下，勘查工作直接对应矿业权，以往强调的分期分段勘查、在详

查的基础上划分“井田”的理念已经弱化，详查结束后无需再划分“井田”，管

理上也不要求普查-详查-勘探分阶段提交成果。因此，本标准未分阶段分别给出

提纲，仅给出了内容最系统、最丰富的勘探设计书编制提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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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或适当调整使用。 



 

1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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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规范》是关于勘查设计及设计书编写的指导性要求。以

调研、研讨、统计分析成果为支撑，经过反复补充、修改、完善后形成，是一项

创新性成果。利用的资料丰富，基础工作扎实，编制依据充分。标准制定体现了

继承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对于矿产勘查水平和勘查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

用，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勘查管理和服务水平。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经过前期充分的调研、查询和广泛收集资料，目前尚未发现有类似国际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具有一致性。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一）关于详查阶段初期的工程间距确定 

通过调研和征求意见，对于设计中详查阶段初期的工程间距确定，存在分

歧。多数人认为，详查阶段初期采用稀疏工程，达不到详查阶段控制程度要求。

这里面隐含了对施工顺序及勘查类型、工程间距理解的不同，课题组认为： 

1.勘查类型的确定和勘查工程间距的选择应符合统计学的基本要求。 

矿产勘查工作本质是一个抽样统计的过程，即通过局部抽样推断总体。勘

查类型的确定是为了确定合理的抽样点密度，只有能够通过抽样统计的因素（如

品位、厚度等），才能作为勘查类型的划分依据。 

普查设计，勘查目标尚未明了，以找矿为目的。不能确定勘查类型，无需系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2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42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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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工程间距。 

详查设计，矿床特征有待查明，以控制矿床的总体特征为主要目的。初期

可按相似矿床的基本工程间距，或采用中等勘查类型基本工程间距的 2 至 4 倍，

拟定勘查工程间距；中后期根据勘查成果，适时研究合理的工程间距。 

勘探设计，才具备确定勘查类型、依据勘查类型选择工程间距的条件。 

2.施工顺序安排 

经调研和对以往勘查实践的总结，存在大量案例，违反先稀后密的原则，

打“排钻”，造成大量无效工程。所以，本标准强调详查应分期实施勘查工作，

初期稀疏工程，取得一定成果后，后期视情况逐渐加密。初期一定要按先稀到密

的原则，布置和施工勘查工程。 

（二）关于勘探设计书编写提纲 

在课题研讨及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认为应分普查、详查、勘探分别制定

设计书编制提纲，有的认为应统一成一个勘查设计书编制提纲，有的认为仅制定

勘探设计书编制提纲作为范例即可。经课题组反复研讨，认为各勘查阶段的设计

书内容有一定差别，若编制统一的勘查设计书提纲，较难操作；若分勘查阶段编

制勘查设计书提纲，重复内容又较多，导致标准内容冗长，且仍然涵盖不了其他

类型的勘查设计（补充勘查、专项勘查、生产勘探等）。故，本标准仅给出了内

容最丰富、最全面的勘探设计书编制提纲。普查、详查及其他勘查设计书编制提

纲可参照其内容适当简化或调整。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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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设计的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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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范固体矿产勘查设计，提高固体矿

产勘查工作质量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贯彻标准，建议标准发布后，按照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相关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切实加强标准宣传、培训工作，推动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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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一）与其他相关技术标准的关系 

《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GB/T 33444-2016）中，关于“矿产勘查设计”

及其“附录 A——矿产勘查设计书”，与本规范的适用范围重叠。但《固体矿产勘

查工作规范》（GB/T 33444-2016）关于“矿产勘查设计”要求相对概略，本标准

对固体矿产勘查设计的各个环节均提出了具体要求，操作性更强。《固体矿产勘

查工作规范》（GB/T 33444-2016）中“矿产勘查设计书”编制提纲名为勘查设计

书，从形式上看包含了各种类别的设计书，但不具体。本标准给出的是勘探阶段

的设计书编制提纲，是各类别设计书中内容最全面、系统、丰富的，其他设计书

可参考简化或适当调整使用，更具有针对性。本标准与前者基本原则一致，没有

矛盾和冲突。 

（二）与勘查实施方案的关系 

勘查设计是勘查工作的必要环节，先行勘查设计，再开展勘查，是数十年

来行业内的普遍做法。 

“设计”与“实施方案”的内涵有所区别。“设计”是对项目进行详细的设

计，是工程前期工作的一部分；“勘查设计”还包括勘查深度、勘查类型论证等

内容。实施方案是具体指导如何施工的，比设计更加详尽和可操作，一般不包括

论证的内容。一般设计在前，施工方案在后。实践中，有些情况下，设计和实施

方案是可以等同的。 

（三）对一般问题的讨论及处理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涉及不同矿种、不同专业部门、不同勘查目的，规范征

求意见过程中，大家意见难以统一，同一问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课题组经过反

复斟酌研究，力求在矿产勘查工作的基本规律基础上，统一原则、统一要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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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简洁、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