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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是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指导意见》的主要目标，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全面节

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坚持节约优先，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

加快制定修订一批能耗、水耗、地耗等方面的标准，实施能效和排污

强度“领跑者”制度，加快标准升级步伐。 

原国土资源部作为矿产资源管理、规划、保护和合理应用的职能

部门，向来注重矿产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标准建设，2011年在第二届

“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增加了“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在中国地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

究所，制定了《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领域标准化“十三五”规划》。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近年来标准研究较多，并有一项标准出台，但

是，矿产资源节约利用、集约利用仍是空白。土地集约利用已有相关

标准出台，与土地资源利用目的为产出农产品或承载其它经济活动不

同，矿产资源利用主要目的是生产矿产品满足下游产业部门的原材料

需求，它的集约利用尚没有明确定义、和相关指标，实现矿产资源集

约利用的技术途径也存在模糊。制定《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基本术

语》可以从根本上厘清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概念，为进一步调查

评价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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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奠定理论基础，为提高促进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和标准

支撑。 

根据相关政策、形势需要及国土资源标准化工作安排，在国土资

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指导下，由中国

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牵头申报了2016年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联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

非金属工业协会、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等单位起草了行业标准《矿

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术语》。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本标准研究属于201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

技术研究与应用专项（NQI）”之“典型产业链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

术标准研究”项目的“重要矿产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综合利用标准研

究”课题（课题编号：2016YFF0201604），该课题由中国地质科学院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等6家单位共同承担，目标是研究形成23项

矿产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综合利用国家标准，《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基本术语》是其中之一。由《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自

然资源（土地资源、地质矿产、地质环境等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计

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8]14号文）下达，列为2018年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地质矿产、地质环境等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拟申

请报批标准计划第63项（计划号2018063）。在国家标准计划申请过

程中，根据2018年10月24日参加国家标准计划立项答辩专家意见和

2019年5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科技和财务司组织召开的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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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有关项目中国家标准考核指标分析研讨会的建议“国家标准转立

为行业标准，在考核时予以认可”和《关于同意〈矿产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术语〉等21项标准计划立项的函》（TC93函〔2019〕016号），本

标准最终按行业标准报批。 

1.2 起草单位 

标准起草承担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参加单位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中国冶金矿

山企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等。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负责标准研究的工作

组织、标准稿的全面起草汇总等。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相关矿业行业协会协助中国地质科学

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负责标准论证、意见征询、调研等工作。 

还有部分专家承担了标准内容的论证和编写工作。 

1.3 主要工作过程 

（1）项目立项 

研究项目2016年2月开始预申报，经过申报、答辩，2016年6月正

式立项，随后9月份完成实施方案审查，10月份经费到位并开展工作，

项目将于2019年6月结题。 

（2）课题组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统一组织安排下，

2016年10月成立了标准编写工作组。随后标准研究课题组开展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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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相关资料、集约利用标准规范网上查询及资料的

广泛收集，并对新疆国土资源厅、新疆克州国土资源局、喀什国土资

源局、吐鲁番国土资源局、哈密国土资源局、江西赣州市矿产资源管

理局、赣州市兴国县矿产资源管理局、于都县矿产资源管理局、贵州

铜仁发展改革委及以上相关地区矿山企业进行了调研，调查了解矿产

资源利用方式及管理、评价、考核等相关指标。 

2016年11月17日，在郑州召开了《重要矿产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

综合利用标准研究》郑州综合利用所标准工作部署及标准框架研讨会，

基本确定了《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术语》标准框架，建立术语表。 

2016年12月，编写组根据研讨确定的框架、前期资料分析，按照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

出的规则，并遵循国家相关政策，编写完成了标准草稿。 

2017年1-5月，进行了资料补充收集、矿山调研、小范围意见征

求和草稿修改。 

2017年5-7月，进行了资料补充收集、矿山调研、小范围意见征

求和草稿修改。 

2017年8月，根据补充调研和征询意见，标准编写组完成了标准

工作组讨论稿，开始向标准相关单位征求意见。 

（3）课题组开展意见征询、研讨，形成征求意见稿。 

2017年10月起课题组赴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中南大学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工程大学、广西大学、

河北地质大学、华北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单位意见征求，共收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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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74条（含重复），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39

条、部分采纳6条、未采纳14条。 

2018年6月6日，课题组在郑州召开研讨会，讨论对标准的修改，

并在调研中与矿山企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沟通中交换意见，2018年

8月，形成标准修改意见稿。 

（4）广泛开展意见征询、研讨，形成送审稿。 

2018年6月，标准列入《2018年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地质矿产、

地质环境等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拟申请报批标准计划第63项。 

2018年9月10日，由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分技术委员会向资源管理部门、相关协会、大专院校、矿

业设计院、研究院所、矿山企业等标准使用对象发函征求意见，共发

函单位数：46个；“征求意见稿”回复的单位数：33个；回函并有意

见或建议的单位数：25个；未收到回复或无回复意见的单位数：8个。

共收到意见92条（重复不计）。 

2018年11-12月，标准编写组根据返回的修改意见，召开各种形

式的讨论会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形成送审讨论稿。 

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52个、部分采纳9

个、未采纳31个。详见附件《行业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5）接受审查，修改完成报批稿。 

2019年1月27-28日，标准在“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

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技术委员会”召开的标准审查会上通过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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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月，编写组根据审查意见，经过讨论并与委员充分沟通交流，

完成了委员意见处理汇总表，修改完成了行业标准《矿产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基本术语》(报批稿)草案。 

标准所属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研究课题于2019年9月通过验收。 

标准报批稿草案于2019年12月提交“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审阅，并将报批稿

修改情况向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利用业务主管司局进行了汇报。 

根据相关技术专家及管理专家建议，编写组在多次征求部矿产资

源保护监督司、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长沙矿山研究院（国家金

属矿采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意见基础上，经充分讨论，吸收了体现

衡量资源利用要求、资源利用难易程度、利用指标的部分术语，尤其

增加体现资源综合利用特征的技术方法术语。 

同时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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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准的编写格式和部分用词等进行了调整，

并按通用术语、利用评价术语、利用方式术语、利用指标术语和利用

技术工艺术语五部分重新归类。 

2021年6月23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秘书处在北京组织矿产资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对报批稿修改

情况进行了审查，审查意见见附件，报批稿专家审查意见处理情况见

《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基本术语》（报批稿）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第三部分。 

1.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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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负责人为冯安生研究员，标准编写负责人为赵军伟研究

员。标准研究编写组由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与中

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长沙矿山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专相关家共同组成。具体见下表。 

2 编制原则、主要内容的论据、新旧标准的对比 

序号 姓名 年龄 现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职称 承担工作 

1 赵军伟 51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研究员/选矿 标准负责 

2 赵恒勤 57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研究员/冶金 综合利用术语负责 

3 张利珍 42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正高工/冶金 综合利用术语副负责 

4 冯安生 57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研究员/选矿 课题负责，术语指导 

5 赵祺彬 40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矿业经济 经济术语负责 

6 曹进成 41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高工/选矿 负责部分术语编写 

7 梁凯 54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矿业经济 经济术语报导 

8 吕振福 38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副研究员/选矿 负责指标部分术语编写 

9 郭敏 42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高工/化工 负责意见征询处理 

10 张亮 34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工程师/矿业经济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11 邓玲 37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矿业经济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12 于常亮 40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矿业经济 采矿方面术语编写 

13 褚洪涛 55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正高工/采矿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14 吕子虎 41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高工/选矿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15 周文雅 41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工程师/选矿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16 武秋杰 29 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工程师/采矿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17 贺战朋 37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矿业经济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18 吕宏芝 46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正高工/选矿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19 李杏茹 41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矿业经济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20 吴建华 61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正高工/采矿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21 王文利 50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 正高工/选矿 选矿方面术语编写 

22 陈辉 32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 工程师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23 段绍甫 49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正高工/冶金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24 刘具 36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高工/选矿 参与意见征询处理 

25 殷志勇 40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术语意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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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编制原则 

《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术语》行业标准的制订贯彻我国资源节

约优先战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总体要求。本标准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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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0001.1-2001 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术语》规定的要求进

行编写完成。编写及意见征询符合行业标准编制工作流程及相关要求。

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矿产资源利用相关政策、有关的行业标准，并经广

泛的研讨和意见征询检验、试点应用，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实用性。 

2.2 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属于国土资源标准体系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全国自然

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矿产资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工

作范围。 

矿产资源节约利用、集约利用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首先建立了

矿产资源节约利用、集约利用的概念体系，并按通用术语、利用评价

术语、利用方式术语、利用指标术语和利用技术工艺术语五部分进行

归类。 

术语采集过程中，专家提出已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术语》等标

准等待报批，《矿产资源储量基本术语》等术语在研，本标准不能详

尽包括领域内的所有术语，可仅聚焦区别于矿产资源利用普通术语的

节约利用专有术语和集约利用专有术语，名称建议改为《矿产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基本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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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节约利用。）

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利用后的废弃矿产品回收再生利用都属于矿产

进行保护以利于今后更好开发利用，资源或资源产品利用过程中提高

过程中提高资源利用率、开展综合利用、减少损失，对暂难利用矿产

活方式。例如，对矿产资源合理规划、有序开发、可持续利用，开发

色高效利用的生产方式；形成绿色低碳、矿产资源简约适度消费的生

能耗、物耗，尽量避免使用有害材料，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资源绿

的要求，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降低水耗、

空间格局；按照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

一寸国土，科学合理利用国土空间，形成减少对自然生态空间占用的

了矿产资源节约利用的方式。（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珍惜每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重要论述，提出

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另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

其定义来源于资源节约的本义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环节的特点，

（1）矿产资源节约利用

业管理职责，根据本技术委员会工作范围，部分术语进行了适当取舍。

源利用涵盖资源加工及资源产品后续利用等环节，已超出自然资源行

指标术语和利用技术工艺术语五部分进行术语选择；同时由于矿产资

的内涵、外延，按照通用术语、利用评价术语、利用方式术语、利用

方式方法、评价指标等角度，力求较全面反映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选择术语的过程中，我们把握节约集约利用矿产资源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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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节约利用的方式包括规划、保护、评价、高效利用、再

生利用、矿产品替代等；节约利用特殊对象方式包括：重要矿产、战

略性矿产、保护性开采矿种、矿业废弃物等。 

规划、保护手段包括国家规划矿区、限制开采矿区、禁止开采区。 

矿业废弃物尽可能实现回收有用成分综合利用、减量化利用。 

节约方式 资源类型 节约方式 评价指标 

保护性开

发 

重要矿产 规划 
限制开采矿产、禁

止开采矿产、限制

开采矿区、禁止开

采区、国家规划矿

区 

战 略 性 矿

产 
规划 

保 护 性 开

采 特 定 矿

种 

规划 

减少浪费 

主矿产 
可利用性评价、高效利用、分质

分级阶梯利用 

开采回采率、选矿

回收率 

共 伴 生 矿

产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利用 

共伴生矿产综合利

用率 

中 低 品 位

矿 
可利用性评价、综合利用  

矿 业 废 弃

物 
可利用性评价、综合利用 

废弃物利用率、废

水利用率 

节省使用 

矿产品 高效利用  

废 旧 矿 产

品 
再生利用 回收利用率 

稀 缺 矿 产

品 
矿产品替代  

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词条根据《DZ/T 

0272-2015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术语整理。 

冶金回收率、废石利用率、尾矿利用率、废水循环利用率词条由

课题组讨论进行定义。 

品位、边界品位、最低工业品位、综合工业品位、当量品位、综

合品位等术语体现衡量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要求及相关指标，矿石可

采性、矿石可选性、矿石可冶性、工艺矿物学研究等术语体现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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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难易程度，综合开采、露天开采、地下开采、“三下”采矿、充填

采矿法、残矿回收、二次开采、配矿、贫富兼采、选矿、预选、选冶

联合工艺等体现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特征的技术方法术语。 

（2）矿产资源集约利用 

百度百科定义为“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换取高生产力和高经济效

益的利用方式，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增加矿产品有效供给，满足

社会对矿产品的需要”。 

而《地球科学大辞典-应用学科卷》（P561）关于土地集约利用

的定义为 “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增加对土地的资金、物质、劳力

的投入，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或产值的土地经营方式”。 

结合百度定义、借鉴土地集约利用的定义，课题组参照并根据矿

产资源集约利用特点讨论定义。 

例如，黑龙江萝北县云山石墨矿区拥有亚洲最大的石墨矿产资源，

已探明的地质总储量达6.36亿吨，矿物量6000多万吨。萝北石墨产业

实行统一开采，云山工业园内现有石墨加工企业十余家，是国内石墨

产品最主要的产区之一。石墨加工企业由采矿公司按需求统一配给矿

石。园区鼓励石墨深加工项目，企业不得采用耗电量大、废液处理不

好、环保不过关的技术。实现了石墨资源的集约利用。 

再如，信阳上天梯非金属矿是集珍珠岩、膨润土、沸石和凝灰岩

等多种非金属矿产综合共生的特大型非金属矿，矿石质量好，潜在价

值巨大。特别是珍珠岩品位之高，储量之大，居亚洲首位，具有巨大

的资源优势。信阳市成立上天梯非金属矿管理区，是首批“河南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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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产业集群”、“河南省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区已入驻重点项目

企业50多家，总投资30亿元，实现年产值45亿元。年综合采矿能力150

万吨，年加工能力80万吨。产业集聚区内主要规划有珍珠岩工业园区、

膨润土工业园区、防火材料工业园区、陶瓷工业园区、原材料工业园

区、商贸服务区和居民新区等7个功能区。珍珠岩工业园区主要加工

闭孔珍珠岩、助滤剂、聚合物保温砂浆等产品；膨润土工业园区主要

加工活性、钙基、钠基、锂基膨润土、助留剂等产品；防火材料工业

园区主要加工隔热、隔音、保温防火板等产品；陶瓷工业园区主要以

瓷石、沸石为原料，加工建筑陶瓷、卫生洁具、装饰陶瓷等产品；原

材料工业园区是以原矿加工为初级产品的材料基地。管理区根据国家

政策要求和自身实际，提出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亲商共赢和高标准是最大节约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循环型、节约型、

科技型、生态型经济。在资源管理上，坚持统一管理、规范开采、深

度加工、综合利用、集约经营的开发思路，锁定资源就地深加工，拉

长产业链，提高资源附加值，同时园区内成立矿业协会，实行行业自

律。此即集约利用的实例。上天梯在对珍珠岩开发利用的同时，对共

伴生的膨润土、沸石、瓷石矿和珍珠岩加工尾矿也合理利用，这是综

合利用的范例。管理区内珍珠岩产品从初级的闭孔珍珠岩、助滤剂、

聚合物保温砂浆等发展到隔热、隔音、保温防火板等，实现了资源高

效利用。 

根据定义，矿产资源集约利用应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规模化利

用、高效利用、低社会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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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利用方面，矿产地的开发规模应与矿床规模相适应，行业

内有一定集中度，以发挥规模效应。 

降低社会环境影响方面，绿色矿山是主要方式（包含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节能减排、企业文化、社区和谐等），其它指标还包括矿业

用地建筑系数、土地复垦率。 

矿业权评估、矿业权设置、矿产资源整合三词条来源于《矿产资

源规划常用名词术语解释》。 

矿产储量规模、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来源于《矿产资源储量规

模划分标准》（国土资发〔 2000〕 133号） ）及《自然资源部关于

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 

产业集中度、矿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由课题组参考相关资料及国家

发改委统计术语讨论定义。 

（3）通用术语 

矿产资源保护、绿色矿山等既是管理术语，也是利用方式方法的

术语。 

“矿产资源保护”词条根据《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按照宏

观层面、微观层面由课题组讨论进行定义。 

“绿色矿山”词条定义来源于《DZ/T 0312-2018非金属行业绿色

矿山建设规范》。 

2.3 新旧标准的对比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没有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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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数据分析 

本标准为术语标准，无方法、数据、指标等需要试验验证的内容。 

本标准送审稿形成后征求了管理部门、大专院校、研究院所、矿

山企业意见并在试用中验证，认为术语选择符合我国目前矿产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要求和矿业实际，术语定义基本合理。 

4 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对比分析 

经查询，目前国内外无相关标准。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根据最新矿业相关法律法规、矿产资源规划及矿产资源管

理部门相关规定制定，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冲突。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有关分歧已在研讨会中进行协商解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重

大分歧。 

7 强制、推荐和指导性建议 

本标准属于全国矿产资源领域相关标准，适合自然资源管理、研

究、调查、评价和标准制定等部门使用，拟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执行。 

8 贯彻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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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发布后，建议通过自然资源、能源及相关科研、设计项目

各级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学习并实施。 

9 废止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初次制定，内容不涉及其它标准，无相关废止建议。 

10 其他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