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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基本术语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领域基本术语。 

本文件适用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调查、研究、咨询、评价、生产和管理工作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通用术语 

3.1  

矿产资源节约利用  economical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降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损失、减少矿产资源消耗的矿产资源利用方式。 

通过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及资源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实现资源节

约利用。 

3.2  

矿产资源集约利用  concentrative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以资源、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最优化、产能规模化、产业集中化、环境扰动最小化为特征实

现社会经济发展单位GDP资源消耗最小的矿产资源利用方式。 

3.3  

矿产资源保护  mine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为防止生态环境恶化、矿产资源产地破坏、资源损失浪费及国家利益损害，充分发挥矿产资源在国

民经济中的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采取的技术性、地域性、时序性或空间安排、产品数量质量要求等

限制性管理措施；或矿山企业为保护生态环境、获得更大开发效益而对矿床中某块段、层位矿石，以及

矿产品、副产品采取的保护性处置措施。 

3.4  

绿色矿山  green mines 

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实施科学有序的开采，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制范围内，

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具备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

企业管理规范化和社会和谐化特点的矿山。 

[来源：DZ/T 0312-2018，3.1,有修改] 

4 利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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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矿产资源可行性评价  feasibility evaluation 

结合地质、采矿、选冶加工、基础设施、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区和政策等因素，对矿产地

（矿权地或矿床）进行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评价工作。 

在普查、详查和勘探3个阶段，都应进行相应的可行性评价工作。通常可划分为概略研究、预可行

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三个阶段。 

[来源：GB/T 17766-2020，2.15，2.16,2.17,有修改] 

4.2  

矿业权评估  mining right evaluation 

对矿业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价值的判断。评估者根据所掌握的矿产资源信息和市场信息，对矿业权

具有的市场价值量进行估算。 

4.3  

有用组分  valuable component 

矿产中经过选矿能够回收利用的，或虽不能够单独出产品（精矿）但可以富集于精矿中计价的组分。 

[来源：DZ/T 0372-2021，3.6,有修改] 

4.4  

有益组分  beneficial component 

矿产中能够提高产品性能，或者有利于提高选矿回收率的伴生组分。 

4.5  

有害组分  harmful component 

矿产中对矿石加工选冶过程有不利作用且影响矿产品质量，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的

组分。 

4.6  

工艺矿物学研究  process mineralogy study 

查明矿石或矿石选（冶）加工产物的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结构构造，以获取必要的对选（冶）加

工工艺有指导意义的各类矿物学基础信息的过程。 

5 利用指标 

5.1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  rate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minerals 

采选（冶）作业中，各最终产品中有用组分（包括主要有用组分、共生有用组分、伴生有用组分）

的质量之和占当期动用矿产资源储量中所有有用组分质量之和的百分比。 

注：计算过程中各组分质量按当量品位折算。 

[来源：DZ/T 0272-2015，3.1.8，有修改]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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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  total recovery of paragenetic and coexisting minerals 

采选（冶）作业中，各最终产品中共伴生有用组分的质量和与当期消耗矿产资源储量中所有共伴生

有用组分质量和的百分比。 

注：计算过程中各组分质量按当量品位折算。 

 [来源：DZ/T 0272-2015，3.1.7，有修改] 

5.3  

品位  grade 

矿石或矿石加工产物中有用组分（元素、化合物或矿物）的含量。 

5.4  

边界品位  marginal grade 

圈定矿体时对单个样品主矿种品位的最低要求，是矿石与非矿石的分界品位。 

5.5  

最低工业品位 minimum mining grade 

圈定工业上可利用的矿体时,参照盈亏平衡原则确定的,对单个勘查工程连续样品段（部分矿种也

可按块段）中主要有用组分平均含量的最低要求。 

5.6  

当量品位  equivalent grade 

共生、伴生矿产的品位按照价格比法折算成的相对于主要矿产的品位。 

[来源：DZ/T 0272-2015，3.5，有修改] 

5.7  

综合品位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grade 

主要矿产品位与所有参与品位折算的共生、伴生矿产当量品位之和。 

5.8  

矿床工业指标 industrial index of deposit 

在一定时期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对矿床矿石质量和开采技术条件方面所提出的指标，是圈定矿体、

估算资源量的依据。 

[来源：DZ/T 03393-2020，3.1] 

5.9  

开采回采率  mining recovery 

采出的矿产资源储量占当期动用的矿产资源储量的百分比。 

采矿损失率=1-开采回采率 

[来源：DZ/T 0272-2015，3.7，有修改] 

5.10  

选矿回收率  mineral processing recovery 

选矿产品中某有用组分的质量占入选原矿中该有用组分质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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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DZ/T 0272-2015，3.8] 

原煤入选率是指经过洗选的煤炭量占当期原煤总产量的百分比。 

5.11  

冶炼回收率  metallurgy recovery 

整个冶炼过程中，最后所得产品中的金属质量占原料中此种金属质量的百分比。 

5.12  

废石利用率  utilization rate of waste rock 

废石利用量占当期废石产生量的百分比。 

5.13  

尾矿利用率  utilization rate of tailings 

尾矿利用量占当期尾矿产生量的百分比。 

5.14  

废水利用率   cyclic utilization rate of waste water 

废水利用量占当期废水产生量的百分比。 

5.15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recycle rate of process water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占用水量的百分比。 

[来源：GB/T 21534-2008,5.5] 

5.16  

矿产资源储量规模 mineral resources scale 

某一地质单元的矿产资源储量大小。 

5.17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  mine capacity 

矿山每年采出的矿石总量或每天处理矿石的能力。 

5.18  

矿山矿业产值  production value of mine 

矿山企业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的总价值量。 

5.19  

矿产资源产出率  mineral resource productivity 

主要矿产资源实物量的单位投入所产出的经济量。 

5.20  

产业集中度  industry concentra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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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某矿种生产量、销售量或资产总额等前几家企业在该行业的支配程度，又称市场集中度。

一般用这几家企业能代表产业链特征的某一指标（大多数情况下用销售额指标）占该行业总量的百分比

来表示。 

5.21  

矿山全员劳动生产率  overall labor productivity of mining employees 

一定时期内矿山企业平均每个职工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工业增加值。 

6 利用管理 

6.1  

矿产资源规划  mineral resources planning 

国家或地区为保障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以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利

用矿产资源、保护矿山环境为目标，根据全国或地区矿产资源特点，对矿产资源的调查评价与勘查、开

发利用与保护、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等在时间、空间和结构上所作的总体安排和布局。 

6.2  

矿业权设置  mining right setting 

矿产资源管理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矿产资源规划，根据矿产赋存状态和地质工作程度提出矿业权

有偿出让的空间布局和时序安排方案。包括探矿权设置和采矿权设置。 

6.3  

矿产资源整合  integr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根据矿产资源特点、矿产赋存状态、开发利用状况和国家宏观调控要求，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

和市场规则，通过收购、联合重组、参股及其他方式，实现矿业权的兼并、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经营要

素重组，以促进矿山合理布局、集约经营、规模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的系统工作。 

6.4  

矿产资源替代  substitu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低价值、易获得矿产资源代替高价值、难获得矿产资源，或易获得材料代替矿物材料从而减少矿产

资源消耗的资源利用方式。 

7 利用技术工艺 

7.1  

综合开采  comprehensive mining 

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对具有经济利用价值的共生、伴生矿产资源同时进行开采。 

7.2  

露天开采  open-pit mining 

在敞露的地表采场进行有用矿物采剥作业的开采方式。 

[来源：GB 50771－201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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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地下开采  underground mining 

从地表向地下掘进一系列井巷工程通达矿体，建立完整的提升、运输、通风、排水、供电、供气、

供水等生产系统及其辅助生产系统并进行有用矿物的采矿工作的总称。 

[来源：GB 50771－2012， 2.1.5，有修改] 

7.4  

“三下”采矿  mining under surface water-body，building or railway 

指在地表水体、建构物、构筑物或铁路下开采矿床的工作。 

[来源：GB 50771－2012，2.1.10] 

7.5  

充填采矿法  backfilling method 

当回采工作面推进到一定距离后，用充填材料充填采空区，以控制采场地压、提高资源回采率的一

类采矿方法。 

[来源：GB50771－2012，2.1.8] 

7.6  

残矿回收  residual ore recovering 

对挂帮矿、边角矿、保安矿柱、矿房矿柱以及因市场、技术工艺、开采条件等因素限制而未能回收

的那部分矿石进行的回收作业。 

7.7  

二次开采  secondary exploitation 

为充分回收矿产资源，在已开采过的矿床或矿床的一部分再进行的采矿作业。 

7.8  

配矿  ore blending 

在满足后续工业过程要求的条件下，为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与效益最大化，对不同品级（品位）、

不同成分或不同性能的矿石（或矿产品）进行的搭配、混匀作业。 

7.9  

贫富兼采  simultaneous exploitation of low and high grade ore 

在满足矿山工艺条件需求和收支平衡有余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入选品位，以实现高品位矿石

搭配不同品位矿石进行的回采作业。 

7.10  

选矿  mineral processing 

用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或生物等方法，从原矿中富集有用组分、剔除有害组分获得可进一步利用

矿产品的工艺过程。 

7.11  

预选  pre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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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预先抛出矿石中废石以提高入选品位，或从废石中回收有用矿物，从而达到降低能耗、节约资

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一种选矿工艺（或作业）。 

7.12  

选冶联合工艺  beneficiation-metallurgy combination process 

交替使用选矿和冶金的方法来处理矿石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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