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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编 制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制定研究课题属财政专项业务费

项目“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2019-2021）”项目的课

题，课题编号为 CB2020-14，承担单位为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中心（以下简称储量评审中心）。标准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自然资源部油气

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砂石协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黄金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咨询中心、中国核工业地质局、陕

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具体任务是：在分析原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发〔2000〕133号文

印发的《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应用现状基础上，结合新发布

实施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油气矿产资

源储量分类》（GB/T 19492-2020）、《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13908-2020）等国家标准，提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矿

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行业标准）送审稿。 

起止时间：2020年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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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8007。 

（二）主要工作过程 

1．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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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3 月，起草组开始收集资料，研究讨论了标准的主要

内容和编制要求，分析评价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的现状，总结了

相关研究成果，编制课题工作方案，依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7766-2020）、《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9492-2020）、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等国家标准要求，

研究讨论后形成标准编写提纲。 

4-5月，起草组依据标准编写提纲，编制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

划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即《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第 1

稿）。 

6月初，部矿保司主持召开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管研讨会，讨论

并进一步明确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编制原则。起草组根

据会议有关要求，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第 1 稿）进行

了修改，形成《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第 2稿）。 

6月中旬，部矿保司主持召开会议，布置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管

的技术支撑工作任务，对编制《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提出工

作要求。起草组按照部矿保司工作要求，起草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

划分标准》编制说明。 

6月底，起草组根据部矿保司会议要求，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

划分标准》（第 2稿）进行了修改补充。 

7月中上旬，起草组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第 2稿）

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系统研讨修改。根据对湖北、湖南、江西、广西、

浙江、安徽、陕西 7个石煤资源富集省（区）的调研资料，以及收集

到的 73 份石煤矿产勘查及开采地质资料，结合石煤矿床地质特征及

勘查开发现状，提出了石煤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形成《矿产资源

储量规模划分标准》讨论稿，即《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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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稿）。 

7 月下旬，起草组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第 3 稿）

进行了完善,补充了油砂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目前国内仅有新

疆克拉玛依风城的油砂资源正在开发利用，是本次油砂矿产资源储量

规模划分的重要研究依据。工作中分析了该矿山已开发的超稠油或稠

油提取技术、服务年限、成本费用和利润等情况。并对石煤、油砂等

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对。 

7月底，起草组在北京召开专家研讨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主要有：一是应按照新分类关于资源量和储量的术语和定义，明确矿

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的依据；二是建议调整煤炭矿区、井田规模的上

限；三是注意协调好与矿种规范有关中有关规定的一致性；四是建议

取消讨论稿中小型规模的下限；五是规范矿种名称；六是矿山资源储

量规模以累计查明资源量划分，对于开采历史长的矿山不适应，建议

改为依据保有资源量划分，开采剩余资源储量重新建设生产系统的，

也应以保有资源量为依据划分；七是针对标准名称的两种意见，即《矿

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规范》和《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进行

了讨论，建议标准名称宜定为《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起草

组根据专家意见，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第 3 稿）进行

了系统修改，形成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第 4稿）。8月

3日上午，起草组杨强、宋晗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编制

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 

2．形成征求意见稿 

8月上旬，储量评审中心召开专题会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

标准》进行了审查。起草组根据专题会意见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

分标准》（第 4 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形成了《矿产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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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划分标准》征求意见稿（第 5稿）。 

8 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征求意见

稿专家审查会。会后，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

分标准》征求意见稿（第 5稿）进行了修改。 

8月下旬，储量评审中心召开专题会，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

分标准》制定研究课题工作方案进行了审查。 

9月初，储量评审中心召开专题会，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

标准》征求意见稿（第 5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矿产资源储

量规模划分标准》征求意见稿（第 6 稿）。会上，完善了矿产资源储

量规模划分单元的确定，提出按矿类分别说明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

依据和划分单元。 

9月中旬，起草组多次召开研讨会，根据储量评审中心专题会的

意见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征求意见稿（第 6稿）进行了

修改完善，形成《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征求意见稿（第 7稿）。

并向全国 255家单位发放《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征求意见稿。 

10 月份，在北京召开《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建材矿产

资源储量规模专题研讨会。起草组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征求意见稿（第 7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

标准》征求意见稿（第 8稿）。 

3．形成送审讨论稿 

11-12月份，起草组多次对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进行了处理，形

成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送审讨论稿（第 9 稿）。发送"

征求意见稿"的单位共 255 家、回函单位共有 55 家，其中 45 家单位

有修改意见，10家单位无意见。共提出意见 158条，采纳 60条，部

分采纳 30条，不采纳 6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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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底，起草组赴陕西省，在西安市召开了研讨会，对《矿产

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送审稿进行了研讨。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有：建筑用石料规模划分已在相关的标准规范中有规定，但规定的不

够合理，建议统筹考虑；地热资源储量规模划分偏小；建议能够作为

国家标准发布。 

2021 年 1 月上旬，起草组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送

审讨论稿（第 9稿）进行了校核，形成《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送审讨论稿（第 10稿）。 

4．形成送审稿 

1-2月份，储量评审中心召开研讨会，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

分标准》送审讨论稿进行了系统优化，形成《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

标准》送审稿（第 11稿）。并在部矿保司召开研讨会，建议标准送审

稿中增加规模划分原则，研讨地热及油气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修改的必

要性。 

3月份，起草组将标准报送部矿保司，部矿保司同意对课题进行

验收并送标准化委员会审查，并组织专家在北京对课题进行了验收，

专家组高度评价了研究成果。会后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对《矿产资源

储量规模划分标准》送审稿（第 11稿）、编制说明送审稿和《矿产资

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意见汇总处理表（送审稿）行进了系统的优化

完善。 

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93）审查、

部科技司批准后，于 5月份组织委员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函审。 

5．形成报批稿 

6月份，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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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报批稿（第 12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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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提出审查意见共有 12条，采纳 6条，部分采纳 2条，不采纳 4条。 

7月份，起草组按照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TC93）提出的意见对报批材料进行了完善。并在国土资源标准

化服务系统上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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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建华、薄志平、杨强、高利民、陈红、

何军生、韩征、杨晓东、王婉琼、宋晗、张北廷、郭俊生、申小龙、

贾志刚、汤家轩、张道勇、闫晓兰。 

万会，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主持项目研究、调研及研讨，起

草标准及编制说明，处理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鞠建华，主要研究人

员，从矿政管理需要的角度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总体把关；

薄志平，“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研究”总负责，主要

研究人员；杨强，“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研究”项目

负责人，主要研究人员；高利民，参与研讨，主要研究人员；陈红，

参与研讨，主要研究人员；何军生，参与研讨，负责建筑材料相关矿

种资源储量规模划分的技术把关，主要研究人员；韩征，参与研讨，

研究提出油气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建议；杨晓东，参与研讨，负责

建筑石材及饰面石材相关矿种资源储量规模划分的技术把关；王婉

琼，负责经费执行及送审报批；宋晗,参与研讨，主要研究人员；张

北廷，参与研讨，主要研究人员；郭俊生，负责煤炭资源储量规模的

调整，主要研究人员；申小龙、贾志刚，参与研讨，研究提出石煤矿

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建议，主要研究人员；汤家轩，参与研讨，研究

人员；张道勇，负责油气方面内容的校核，研究人员；闫晓兰，负责

油砂资源储量规模的划分，研究人员。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7 

 

（一）标准编制原则 

1．适应新时代矿产资源管理的需要。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

以技术标准为依据，划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做到标准简明扼要、要

求具体、系统实用，使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协调推进新发布相关技术标准的实施。落实《固体矿产资源

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9492 

-2020）、《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等国家

标准及配套技术标准有关要求，科学划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 

3. 满足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需要。标准制定为矿产资源勘查设

计、技术方法手段的选择、相关专项试验研究，以及矿山建设规模的

确定提供技术依据。 

4. 处理好传承和完善的关系。以往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依据

原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发〔2000〕133 号文印发的《矿产资源储量规

模划分标准》，本技术标准在传承以往有关规定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完善相关技术要求。 

5. 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标准应针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

划分行政文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要求。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确定依据。起草组收集了前人有关研究资料，结合矿产资源储

量规模划分工作实践，提出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建议。根据有关专家意

见，以及标准制定的总体要求，起草组拟订了编写提纲，并召开专家

研讨会，研究讨论了标准制定涉及的主要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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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范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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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第三章目的任务；第四章划分依据；第五章划分要

求。 

标准中列有 1个规范性附录。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调整了 5 个矿种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的统计对象及计量

单位。包括：硅灰石、长石、铸型用砂岩、水泥配料用页岩、浮石。 

（1）硅灰石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由 133 号文规定的统计对象

为矿物，计量单位为万吨，大型≥100万吨、中型 20～100万吨、小

型＜20 万吨，调整为：统计对象为矿石，计量单位为万吨；资源储

量规模调整为：大型≥200万吨、中型 50～200万吨、小型＜50万吨。 

相关依据：①储量通报中硅灰石的查明资源储量统计对象为矿石

量；②《硅灰石、透灰石、透闪石、长石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无硅灰

石矿物量计算方法，且国家权益金评估亦按矿石量计算；③根据辽宁、

吉林、江西、安徽等省（区、市）共 109个矿区的查明资源量统计结

果，最大的矿区有查明资源储量 1349.6万吨，≥200万吨的有 14个

矿区。 

（2）长石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由 133 号文规定的统计对象为

矿物，计量单位为万吨，大型≥100万吨、中型 10～100万吨、小型

＜10 万吨，调整为：统计对象为矿石，计量单位为万吨；规模划分

标准提高到：大型≥1000万吨、中型 200～1000万吨、小型＜200万

吨。 

相关依据：①储量通报中长石的查明资源储量统计对象为矿石

量；②长石矿的工业指标主要是 K2O+Na2O，无法估算钾长石矿物量，

《硅灰石、透灰石、透闪石、长石矿产地质勘查规范》亦无长石矿物

量计算方法，且国家权益金评估亦按矿石量计算；③根据江西、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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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辽宁、河南等省（区、市）共 302个矿区的查明资源量统计结

果，≥1000万吨的有 50多个矿区。 

（3）铸型用砂岩的资源储量规模由 133 号文规定的计量单位为

万立方米，大型≥5000万立方米、中型 1000～5000万立方米、小型

＜1000 万立方米，调整为：计量单位为万吨，大型≥2000 万吨、中

型 500～2000万吨、小型＜500万吨。 

相关依据：（1）储量通报中铸型用砂岩的查明资源储量计量单位

为万吨；（2）依据 133号文的规模划分标准，国内尚没有大型资源储

量规模的矿床；（3）资源储量总量小，内蒙、辽宁、四川等 7个省（区、

市）共 13个矿区，查明资源储量总量共 8194万吨。结合矿床的实际

情况，相应降低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4）考虑砂岩的体重值，结

合水泥配料用砂岩、砖瓦用砂岩、及化肥用砂岩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

标准综合确定，对其资源储量规模予以统一。 

（4）水泥配料用页岩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由 133 号文规定的

计量单位为万吨，大型≥5000 万吨、中型 500～5000 万吨、小型＜

500万吨，调整为：计量单位为万立方米，大型≥2000万立方米、中

型 200～2000万立方米、小型＜200万立方米。  

相关依据：（1）储量通过中，计量单位为万立方米；（2）作为水

泥配料，生产需求量大约占主料的 20%左右，大型≥2000万立方米、

中型 200～2000万立方米、小型＜200万立方米能够满足生产服务年

限需要；（3）参照砖瓦用页岩规模划分标准调整。 

（5）浮石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由 133 号文规定的计量单位为

万吨，大型≥300万吨、中型 50～300万吨、小型＜50万吨，调整为：

计量单位为万立方米，大型≥800 万立方米、中型 200～800 万立方

米、小型＜200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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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依据：（1）储量通过中，计量单位为万立方米；（2）在河北、

吉林、黑龙江 3 省共有 9 个浮石矿区，查明资源储量总量 4627 万立

方米，其中≥800 万立方米的有 2 个矿区，＜200 万立方米的有 3 个

矿区；（3）参考浮石的体积质量值转换数据。 

2．提高了 4 个矿种（亚种）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包括：

煤、水泥用灰岩、水泥用大理岩和地下水。 

（1）煤的资源储量规模由 133 号文规定的矿区原煤大型≥5 亿

吨、中型 2～5 亿吨、小型＜2 亿吨，调整为：大型≥25 亿吨、中型

5～25亿吨、小型＜5亿吨； 

井田原煤大型≥1亿吨、中型 0.5～1亿吨、小型＜0.5亿吨，调

整为：大型≥2亿吨、中型 0.5～2亿吨、小型＜0.5亿吨。 

相关依据：根据《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 50215-2015），

大型矿井最低规模 120 万吨/年，中型矿井最低规模 45 万吨/年，30

万吨/年及以下为小型矿井，最小 9万吨/年。依据矿井规模对应的最

低服务年限分别为 50年、40年、25～10年，考虑储量备用系数（1.3～

1.5）、资源利用及开采损失（综合按照 0.5考虑）等因素后，测算出

大、中、小型矿井最低矿产资源储量分别为 1.68×108t、0.504×108t、

0.025×108t，因此提出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建议为：大型≥2×

108t，中型 0.5×108t～2×108t，小型＜0.5×108t。由于小型矿井已

基本退出产业政策目录，＜0.5×108t基本可行。 

根据《煤炭工业矿区总体规划规范》（GB50465-2008），大型矿区

最低规模＞1000万吨/年，中型矿区最低规模 200万吨/年（含），200

万吨/年以下为小型矿区。考虑储量备用系数（1.4～1.6）、资源利用

及开采损失（综合按照 0.5考虑）等因素后，大、中型矿区其最低资

源储量分别为 24×108t、3.6×108t。结合国家发改委 2012 年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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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煤炭矿区总体规划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资源储量为中型、

规划总规模 300万吨／年及以上的矿区，其总体规划由矿区所在省级

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级煤炭行业管理等部门提出审查意见后，报国家发

展改革委审批”的规定，若中型规模定为 300 万吨/年，则最低矿产

资源储量为 5.4×108t。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煤炭矿区矿产资源储

量划分规模建议为大型≥25×108t，中型 5×108t～25×108t 基本适

宜。  

（2）水泥用灰岩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由 133 号文规定的中型

1500～8000万吨、小型＜1500万吨，提高到：中型 3000～8000万吨、

小型＜3000万吨。 

相关依据：大型>8000万吨能够满足矿山服务年限需要，根据现

有矿山资源储量规模，相应提高小型资源储量规模标准。 

（3）水泥用大理岩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由 133 号文规定的大

型≥2000万吨、中型 200～2000万吨、小型＜200万吨，提高到：大

型≥5000万吨、中型 1000～5000万吨、小型＜1000万吨。 

相关依据：现在大型水泥用大理岩矿山一般在日产熟料达 5000

吨以上，每年需要矿石约 200 万吨，大型矿山至少应满足 20 年以上

的服务年限，综合确定资源储量规模。 

（4）地下水的资源储量规模由 133号文规定的大型≥10万立方

米/日、中型 1～10 万立方米/日、小型＜1 万立方米/日，提高到：

大型≥15万立方米/日、中型 5～15万立方米/日、小型＜5万立方米

/日。 

相关依据：按《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GB 50027-2001有关规

定确定。 

3．降低了 9 个矿种（亚种）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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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子石、白垩、含钾岩石、化肥用砂岩、脉石英（玻璃用脉石英、

冶金用脉石英）、粉石英（玻璃用粉石英和、建筑用粉石英）、玻璃用

大理岩。 

（1）石榴子石按矿物资源储量规模的划分标准由 133 号文规定

的大型≥500万吨、中型 50～500万吨、小型＜50万吨，降低为：大

型≥50万吨、中型 10～50万吨、小型＜10万吨。 

相关依据：①按照 133号文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国内尚无大

型矿区。②根据内蒙古、湖北、河北、山西等 8 个省（区）共 11 个

矿区的查明资源量统计结果，≥50 万吨的矿区有 1 个，＜20 万吨的

矿区有 7个。 

（2）白垩的资源储量规模由 133 号文规定的矿石量大型≥8000

万吨、中型 1500～8000万吨、小型＜1500万吨，降低为：大型≥100

万吨、中型 20～100万吨、小型＜20万吨。 

相关依据：资源储量总量小，目前国内仅四川有 1个矿区，查明

资源储量 3.5万吨。结合湖南、山东、河南、四川等省以往已开采完

的矿区情况，每个矿资源储量规模一般仅有几万吨，依据 133号文的

规模划分标准，国内尚未找到大、中型资源储量规模的矿床。 

（3）含钾岩石的资源储量规模由 133 号文规定的矿石量大型≥

10000万吨、中型 2000～10000万吨、小型＜2000万吨，降低为：大

型≥5000万吨、中型 1000～5000万吨、小型＜1000万吨。 

相关依据：①依据 133号文的规模划分标准，国内尚没有大型资

源储量规模的矿床。②资源储量总量小，根据河南、吉林、辽宁、北

京等省（市）共 20个矿区，查明资源储量总量共 8.29亿吨，≥5000

万吨的矿区有 8个，＜1000万吨的矿区有 3个。 

（4）化肥用砂岩的资源储量规模由 133号文规定的大型≥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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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中型 2000～10000 万吨、小型＜2000 万吨，降低为：大型≥

2000万吨、中型 500～2000万吨、小型＜500万吨。 

相关依据：①依据 133号文的规模划分标准，国内尚没有大型资

源储量规模的矿床；②资源储量总量小。仅江西、广西、四川 3个省

（区）各 1个矿区，查明资源储量总量 3839万吨，≥2000万吨的矿

床 1个；③结合水泥配料用砂岩、砖瓦用砂岩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

准综合确定，适当降低其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5）脉石英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由 133 号文规定的玻璃用脉

石英大型≥1000万吨、中型 200～1000万吨、小型＜200万吨，冶金

用脉石英大型≥2000万吨、中型 200～2000万吨、小型＜200万吨，

统一降低为：大型≥500万吨、中型 100～500万吨、小型＜100万吨。 

相关依据：①冶金用脉石英与玻璃用脉石英矿床成矿条件相同，

规模无明显区别。②根据江西、福建、安徽、四川、新疆、吉林等省

(区)共 205个矿区的查明资源量统计结果确定。 

（6）玻璃用粉石英和建筑用粉石英的资源储量规模由 133 号文

规定的矿石量大型≥10000万吨、中型 2000～10000万吨、小型＜2000

万吨，降低为：大型≥2000万吨、中型 500～2000万吨、小型＜500

万吨。 

相关依据：①依据 133号文的规模划分标准，国内尚没有大型资

源储量规模的矿床；②总资源储量总量小，全国 6 个省（市）共有

28 个粉石英矿区，查明资源储量总量 10533 万吨；③结合玻璃用粉

石英和建筑用粉石英矿床的实际情况，参考冶金用粉石英降低资源储

量规模划分标准。 

（7）玻璃用大理岩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由 133 号文规定的大

型≥5000万吨、中型 1000～5000万吨、小型＜1000万吨，降低为：



 

14 

 

大型≥2000万吨、中型 500～2000万吨、小型＜500万吨。  

相关依据：玻璃用大理岩的实际需求量比水泥用大理岩要少，大

型≥2000万吨、中型 500～2000万吨、小型＜500万吨能够满足生产

服务年限需要。 

4．增加了 12个矿种（类）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包括：石

煤、油砂、红柱石、矽线石、透辉石、透闪石、云母（碎云母）、霞

石正长岩、石榴子石、泥岩（砖瓦用泥岩）、筑用石料（石灰岩、白

云岩、花岗岩、凝灰岩、石英砂岩、片麻岩；玄武岩、大理岩、石英

岩、安山岩、辉绿岩、闪长岩、橄榄岩、辉长岩、辉石岩、角闪岩、

板岩、页岩、卵石）、饰面石材（大理岩、花岗岩、辉长岩、辉绿岩、

玄武岩、角闪岩、闪长岩、正长岩、辉石岩、安山岩、蛇纹岩、凝灰

岩、石灰岩、石英砂岩、板岩）。 

（1）石煤资源储量规模：大型≥3000万吨，中型 500～3000万

吨，小型＜500万吨。 

相关依据：根据赴湖北、湖南、江西、广西、浙江、安徽、陕西

7 个石煤资源富集的重点省（区）的调研，以及收集到的 73 份石煤

矿产勘查及开采地质资料，认为：石煤矿体形态变化较大，影响采矿

规模，目前石煤生产矿山规模多在 3～9 万吨，受资源赋存条件和产

业政策影响，未来石煤开采应限制在适当的生产规模。综合考虑后，

确定石煤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2）油砂资源储量规模，按油砂油技术可采储量划分，具体为：

大型≥2500万立方米，中型 250～2500万立方米，小型＜250万立方

米。 

相关依据：依据《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油砂》DZ/T 0337-2020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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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柱石、矽线石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同蓝晶石的资

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按矿物量统计，大型≥200万吨，中型 50～200

万吨；小型＜50万吨。 

相关依据：①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中红柱石、矽线石矿种，为法

定矿种；②储量年报中均有查明资源储量；③红柱石、矽线石与蓝晶

石同属红柱石类（族）矿物，是 Al2SiO5 的同质多象变体，它们物质

成分相同，但由于成矿时经受的温度和压力不同，形成不同的矿物晶

体；④全国共有 11个矽线石矿区，最大的有查明资源储量 241万吨，

最小的1.7万吨；共有19个红柱石矿区，最大的有查明资源储量854.3

万吨，最小的 0.02 万吨。建议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符合各矿床

资源储量实际。 

（4）透辉石、透闪石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统计对象为矿石，

计量单位为万吨，大型≥500万吨、中型 100～500万吨、小型＜100

万吨。 

相关依据：①福建、山东、陕西、江西、北京等 14 个省（市）

共 44个透辉石矿区，最大的矿区有查明资源储量 6000多万吨，≥500

万吨的有 6个矿区；②江西、辽宁、福建等 5个省共 7个透闪石矿区，

资源储量规模普遍较小；③透辉石与透闪石都是含钙镁链状硅酸盐矿

物，两者多呈共伴生关系，且用途相近。 

（5）云母（碎云母）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碎云母统计对象

为矿物，计量单位为万吨，大型≥50 万吨、中型 5～50 万吨、小型

＜5万吨。 

相关依据：①储量通报中有云母（碎云母）查明资源储量。②根

据河北、安徽、新疆、青海等省区共 24 个矿区的查明资源量统计结

果确定，最大的矿区有查明资源储量 185.32 万吨，≥50 万吨的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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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矿区。 

（6）霞石正长岩的规模划分标准，统计对象为矿石，计量单位

为万吨，大型≥1000万吨、中型 200～1000万吨、小型＜200万吨。 

相关依据：①储量通报中有霞石正长岩的查明资源储量；②根据

吉林、河南、四川、云南、新疆 5省（区）的 6个矿区的查明资源量

统计结果，≥1000万吨的有 3个，＜200万吨的有 2个，并结合长石

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确定。 

（7）增加了石榴子石统计对象为矿石、计量单位为万吨的资源

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大型≥1000 万吨、中型 200～1000 万吨、小型

＜200万吨。 

相关依据：①储量通报中，石榴子石查明资源储量既有矿物又有

矿石；②按矿石量统计的，根据内蒙古、湖北、江苏、河北、山西等

11个省（区）的 29个矿区的查明资源量统计结果，≥1000万吨的有

10个，＜200万吨的有 2个。 

（8）泥岩（砖瓦用泥岩）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同页岩（砖

瓦用泥岩）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按矿石量统计，砖瓦用泥岩大

型≥2000万立方米，中型 200～2000万立方米，小型＜200万立方米。 

相关依据：①储量库中均有查明资源储量；②页岩与泥岩都属于

泥质岩，其砖瓦用途和水泥配料用途相同。 

（9）建筑用石料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1）石灰岩、白云岩、花岗岩、凝灰岩、石英砂岩、片麻岩统计

对象为矿石，计量单位为万立方米，大型≥4000 万立方米、中型

1000～4000万立方米、小型＜1000万立方米； 

2）玄武岩、大理岩、石英岩、安山岩、辉绿岩、闪长岩、橄榄

岩、辉长岩、辉石岩、角闪岩、板岩、页岩、卵石统计对象为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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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为万立方米，大型≥2000万立方米、中型 1000～2000万立

方米、小型＜1000万立方米。 

相关依据：①与储量通报上表矿种、用途一致；②与相关标准、

规定相统一。在《国民经济分类》《资源储量统计表》《矿产地质勘查

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41-2020）标准规范等中，都分列了“建

筑用石料”；③我国机制砂石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机制砂石年消耗

矿石原料 200亿吨以上，体量巨大。经过对露天矿山几轮规范整顿后，

大量的落后矿山被关闭，现存砂石原料矿权约 13000个左右，随着部

分地区砂石矿山的关闭，砂石产能被退出，造成部分地区砂石供需失

衡，价格波动较大，严重影响了基本建设和社会大众对砂石产品的供

给，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多部委联合相继出台文件，促进

和规范砂石行业健康发展。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按照自然资源部要求，

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开展机制砂石原料矿山规划布局，从

根本上缓解当前砂石产品供需失衡的突出矛盾。 

（10）饰面石材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大理岩、花岗岩、辉长岩、辉绿岩、玄武岩、角闪岩、闪长岩、

正长岩、辉石岩、安山岩、蛇纹岩、凝灰岩、石灰岩、石英砂岩、板

岩统计对象为矿石，计量单位为万立方米，大型≥1000 万立方米、

中型 200～1000万立方米、小型＜200万立方米； 

相关依据：①与储量通报上表矿种、用途一致；②与相关标准、

规定相统一。《国民经济分类》、《矿产资源储量通报》、《饰面石材矿

产地质勘查规范》（DZ/T 0291-2015）等里面都分列了“饰面用石

材”。③我国饰面石材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区约 1100 个，大多单个

矿区储量在 50 万立方米以下，少数单个矿区资源储量在 200 万立方

米左右，极少数单个矿区资源储量达到 1000 万立方米，因此≥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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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为大型、200～1000万立方米为中型、<200万立方米为小型

是合适的；而且饰面用石材矿山大多开采荒料在 5～20 万立方米左

右，所以矿区地质勘查工作拟提交的查明资源储量不会很大。 

5．共列出 152个主矿种和 2个矿类的资源储量规模。 

相关依据：结合我国具有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的矿种实际情况，确

定相关矿种（类）的资源储量规模，共计 152个主矿种和 2个矿类。

另有查矿产资源资源储量的天然沥青等 10个矿种，仅有 1～2个矿区

的资源储量（含已开采动用的矿区），目前尚不具备提出划分资源储

量规模标准的条件。 

6. 石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依据原油技术可采储量划分，确定石

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依据的单元为油田（藏）。 

相关依据：石油依据《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9492-2020）中对资源储量类型划分的要求，《石油天然气储量估算

规范》（DZ/T 0217-2020）和《海上石油天然气储量估算规范》（DZ/T 

0252-2020）对技术可采原油的有关要求，确定按照原油技术可采储

量划分，石油划分单元为油田（藏）。 

7．天然气、页岩气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依据技术可采储量划分，

确定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依据的单元为气田（藏）。 

相关依据：天然气、页岩气矿产依据《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9492-2020）中对资源储量类型划分的要求，依据《石油天

然气储量估算规范》（DZ/T 0217-2020）和《页岩气资源量和储量估

算规范》（DZ/T 0254-2020）对技术可采储量划分的要求。 

8．煤层气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依据地质储量划分，确定矿产资源

储量规模划分依据的单元为气田（藏）。 

相关依据：依据《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949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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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资源储量类型划分的要求，依据《煤层气储量估算规范》（DZ/T 

0216-2020）对地质储量的有关要求，确定按照地质储量划分，划分

单元为气田（藏）。 

9．固体矿产依据推断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和探明资源量的总量

划分，通常以矿床（煤为煤田、矿区、井田）作为划分单元，矿区、

矿业权范围的资源储量规模划分等可参照执行。 

相关依据：依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中对资源储量类型划分的要求，确定按推断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和探

明资源量的总量划分。 

考虑到有关地质研究、矿产资源规划、矿区总体规划等方面工作

与矿业权归属关系不密切，必要时可以矿（煤）田、矿区、矿床、井

田为划分单元。 

10．地下水、矿泉水依据可开采量总量划分，划分单元为水源地。 

相关依据：依据《地下水资源储量分类分级》（GB/T 15218-2020）、

中对资源储量类型划分的要求，确定按可开采量总量划分，确定矿产

资源储量规模划分依据的单元为水源地。 

11．地热依据地热流体可开采热能大小划分，划分单元为地热田。 

相关依据：依据《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 11615-2020）

中对资源储量类型划分的要求，确定按可开采热能大小划分，确定矿

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依据的单元为地热田。 

12．矿产资源勘查阶段资源量汇总按 GB/T 13908 执行，共生、

伴生矿产资源量汇总按 GB/T 25283执行。 

相关依据：保持与相关技术标准的协调性、一致性。 

13. 矿山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可根据需要以累计查明资源量或保

有资源量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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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依据：根据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地质研究的需要，矿产资源

储量规模划分以累计查明资源量衡量。当生产矿山重新建设生产系

统，或进行矿业权交易时，应以保有资源量衡量。 

14．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 

相关依据：依据原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发〔2000〕133 号文印发

的《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保持标准执行的传承性和相关政

策的稳定性。 

15．不设置小型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下限。 

相关依据：小型规模下限的设定，涉及因素较复杂，不宜统一设

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根据产业政策、市场需求等合理确定为宜。

为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矿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矿山规模不宜过

小，服务年限也不宜过短，以促进矿产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16．“煤层气”的命名。 

相关依据：依据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法定名称为“煤成气”，

没有“煤层气”矿种。考虑习惯用法，且已出台 50 多个煤层气相关

技术标准及多个行政文件中均称为“煤层气”。故本次统一称作“煤

层气”。 

17．关于地热规模划分标准的说明。 

133号文规定，地热按可采热能（电热能）划分大型≥50兆瓦，

中型 10～50兆瓦，小型＜10兆瓦，本次未予调整。原因是：目前国

内最大的地热井羊八井地热规模为 26 兆瓦，其远景规模是 30 兆瓦,

羊易的地热规模为 15 兆瓦。国内尚未发现可采热能（电热能）达到

现行大型规模的地热井，必没调整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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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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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相关术

语，目的任务，划分依据，划分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使矿产资源

储量规模划分具有一个基本要求明确、可操作性强、标准统一的技术

要求，为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提供了技

术支撑。标准实施后，可规范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工作，预期产生

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显著。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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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标准属于《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油气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9492 -2020）、《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

则》（GB/T 13908-2020）等国家标准的配套技术标准，可作为矿产资

源储量规模划分的系统技术要求，是第一部系统规范矿产资源储量规

模划分工作的技术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标准是规范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的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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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划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支撑矿产资源管理、指导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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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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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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