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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4 部分：建材矿山 

（报批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矿业开发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的全过程，是国家的基

础产业。但矿山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社会环境和自然要素的场地，具有人类工

程活动强烈、对生态环境破坏性大、地域分布广、持续时间长、修复难度大

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年全国露天开采的建材矿山约有 8余万座，

矿业开采造成了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挖损和压占、土壤层破坏、生境碎

片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废弃的、政策性关停的无责任主体露天建材矿

山，造成了严重的视觉污染和成为沙尘的重要来源。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首次将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和生态五大建设并列，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战略地位。党的十九大又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并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设立了各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机构，从政策法规、体制机制、价值

理念等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为加快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范建材矿山生态修复模式、修复技术

方法，根据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由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牵头，广泛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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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相关企业、高等院校等单位参与编制了《矿山生态修

复技术规范 第 4部分：建材矿山》。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该标准规范列入了 2019年自然

资源部有关标准制修订计划（拟申请报批标准计划，计划号为：201917009，

7SC/93TC ）。 

2.协作单位 

本文件协作单位有：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山东钰镪地质资源勘查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

遥感局、陕西绿润环境工程研究院、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山东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承

德承钢正桥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宁波梅山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贵尚、王祥永、张斌、刘小琼、康江、张超宇、

李稳哲、强建华、谢婉丽、白雪华、余勤飞、余振国、冯春涛、赵宏生、李

文孟、张家起、李胜、赵赫、王森、王峰、张进德、郝净、尹承亮、彭超、

刘向敏、侯冰、赵国君、王子中、叶长权、杨守东、孟锦、石永建、陈春晖。 

3.主要工作过程 

一是准备阶段。 

2018年 10月。根据任务要求，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于 2018年 10月

成立了本规范起草组，经多方考察确定了山东钰镪地质资源勘查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陕西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陕

西绿润环境工程研究院、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承德承钢正桥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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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梅山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作为本文件起草单位，开展编制准备工作。 

二是起草阶段。 

2018年 11月。文件起草组制定了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了任务分工

及各阶段进度时间。各位起草人认真学习了《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GB/T1.1-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第 2 部分：采用国

际标准的规则》（GB/T20000.2-2009），定稿后又学习了新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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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2020），结合标

准制定了本文件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起草组经过技术调研、咨询，收集、消化有关资料，并结合中国自然资

源经济研究院、山东钰镪地质资源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工程勘察研

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陕西绿润环境工程研究院、

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行业协会、承德承钢正桥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宁波梅山岛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等修复实践和管理经验，于 2018年 11月完成了初稿。 

2018年 12月。召开研讨会，与会专家对本文件的大纲、内容等提出了具

体的修改意见。专家们认为：一是矿山生态修复缺乏相关标准。二是修复是

主要部门职责，保护适当兼顾，长期要围绕修复核心。三是工程化太强，强

化生态性。四是强化本底修复。五是矿山生态修复的是生境，宜因地制宜。

六是矿山生态修复过程中，要注意物种的本土化、乡土化。起草组对专家意

见进行了认真分析、理解、领会和总结，对初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2019年 1月-2020年 10月。起草组持续修改完善初稿，形成了征求意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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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征求意见阶段。 

①2020年 11月。起草组将征求意见稿函送主管部门、矿山企业、施工单

位等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 25 家，返回 25 家，返回意

见 77条。意见均予以采纳。（详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2020年 12月，起草组召开座谈会。起草人员及与会专家进一步领会有关

精神，统一理念。 

②2021 年 9 月 30 日-10 年 29 月，自然资源标准化信息服务平台

（http://www.nrsis.org.cn）挂网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收到江苏绿岩生态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峡大学润智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修改意见，起草组予

以采纳（详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四是送审稿阶段。 

2021 年 12 月 10 日，分标委组织委员召开标准审查会议，标准委员会委

员提出了一些意见。与会委员建议“ICS、CCS 分类号应明确给出。名称包含

“矿山”，属矿业领域标准，建议分类号为‘CS 73.020，CCS D 01’”等。

根据与会委员意见，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报批稿。 

五是报批稿阶段。 

2022年 1月，提交了报批稿。 

4.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具体内容主要由孙贵尚、王祥永、张斌、刘小琼、康江起草。其

他人员也参与了相关工作。 

孙贵尚负责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生态修复成效

评估、生态修复方案实施部分内容、生态修复信息管理等部分内容，并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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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永负责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生态修复方案实施部分内容。张斌负责生

态修复方案实施部分内容。刘小琼负责生态修复方案编制、生态修复方案实

施部分内容。康江负责生态修复监测与管护部分内容。其他人员也参与了部

分相关内容的工作。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编制的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工作遵循“安全稳定，兼顾景观、因地制宜，统筹协调、

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原则，具备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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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2020）

给出的规则编写。 

2.确定主要内容的理念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4部分：建材矿山》编制总体理念，是按照

实际情况，先消除矿山地质安全隐患，然后进行地貌重塑，接着开展土壤重

构、最后实施生态修复，构建初级植物群落，再进行若干年的养护，依靠初

级植物群落的自适应性，逐渐完成矿山生态修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主要依

据建材矿山露天开采方式来编写，规定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总则、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生态修复方案编制、生态修复方案实施、

生态修复监测与管护、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生态修复信息管理等内容，以及 7

个资料性附录。 

3.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关于范围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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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主要适用于矿山开采活动结束后的矿山生态修复

等技术工作，开采过程中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可参照执行。同时，为保持

与总则的体例一致性，本文件规定了建材矿山生态修复的术语和定义、总则、

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方案编制、方案实施、监测与管护、成效评估和信息

管理等内容。 

2）关于本文件引用的规范性 

按照引用即列出的原则，列出了所引用的标准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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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参与编制本文件的单位

实践经验，引用了建材矿山生态修复过程中需要参考的地质灾害防治、土地

整治、植被、水域、水质、气候、工程、建筑、水土保持等方面的 35个标准

规范。 

3）关于术语与定义 

在编制过程中，考虑到除了《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部分：通则》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外，本文件还根据自身的特点，规定了三个术

语与定义。一是“建材矿山”。规定了本文件中涉及到的建材矿山是指开采

建筑石料用灰岩、白云岩、花岗岩、安山岩、闪长岩、玄武岩，以及建筑材

料用水泥灰岩、饰面石材、砂岩、石英岩、页岩、建筑用砂、粘土类等矿山。

二是规定了矿产资源开采后遗留下来的“采场边坡”术语与定义。三是规定

了生态修复中“植被养护”术语与定义。 

4）关于总体要求 

以基本的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地形地貌破坏、土地损毁、固体废弃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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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态现状等调查数据为基础，对边坡、采场底盘、工业场地、矿山道路、

排渣（土）场等场地重点开展生态修复，合理选择修复措施，实现最优化修

复。植被重建优先选用乡土植物物种，积极推进乔、灌、草、攀援植物立体

种植，防止生态群落退化，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禁止使用对当地生物多样

性造成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外来入侵物种可以查询《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

单》。 

矿山生态修复后，因矿产资源开采活动而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到或接近

于采矿前的自然生态系统，或重建成符合人们特定用途的生态空间。 

5）关于工作流程 

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首先开展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再次基础上编制方案、

落实方案有关内容、开始矿山生态修复成果的监测与管护、对矿山生态修复

成效评估。 

6）关于问题识别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要建立建材矿山生态修复参照生态系统，统筹考

虑矿山范围及其所处的地理单元与生态功能空间，以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影响

到的范围为对象，适当扩展到周边区域。 

主要从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地形地貌破坏程度、土地损毁、植被破坏等

方面进行问题分析、识别。按矿山生态问题的分布、规模、特征、严重程度

和危害等，将矿山场地主要生态问题严重程度划分为Ⅰ级、Ⅱ级和Ⅲ级三个

等级。 

7）关于生态修复方案实施 

首先，建材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要执行《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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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通则》相关规定。其次，根据建材矿山的自然特点，本文件又做了以下

相关要求： 

首先是自然恢复措施。采取封闭修复场地、拆除废弃设施等措施，消除

影响生态修复的生态胁迫因子。不允许在修复场地内翻土、取土取石、搬运、

垦殖等人类活动，排查外界干扰，减少对场地的扰动。依靠修复场地和周边

生态系统的自我愈合能力，促进植被再生和生物种群恢复，逐渐修复矿山生

态系统。 

其次是辅助再生措施。基于修复场地现状地形地貌、表土层条件，采取

坡面危岩清理、采坑回填、渣石清理等措施，消除地质安全隐患。采取坡面

修整、土壤改良或覆土、截排水等措施进行场地平整，为植被恢复提供条件。

采取补植、补播、抚育、清除杂灌草等措施，加快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修

复。 

最后是生态重建措施。修复场地存在重大地质安全隐患，地形地貌破坏

严重，土地损毁、植被破坏严重，物种生境条件不稳定，生态退化严重，参

考参照的生态系统，采取生态重建措施，重建生态系统。修复措施主要由消

除地质安全隐患、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植被养护、配套工程等

组成。各修复技术措施应统筹考虑、相互衔接、配合使用，其技术措施见附

录 A。 

生态重建需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地貌重塑。主要有削坡卸荷、台阶再

造、坡脚蓄坡与填筑台阶、坡面整形、积水区整形、边坡修复、文化造景、

高陡岩坡修复、采场底盘修复、取土（砂）场修复、工业场地修复、矿山道

路修复、排渣（土）场修复等。二是进行土壤重构。主要开展场地清理、场



 - 9 - 

地平整、截排水、集蓄水、覆土等工程。三是实施植被重建。筛选适应当地

气候、立地条件、土壤条件、抗逆性强、耐贫瘠、易成活、易养护、根系发

达、种源丰富、水土保持功能强、管理粗放的乡土植物，综合考虑乔、灌、

草、攀援植物、固氮与非固氮、深根性与浅根性、经济林与生态林相结合。

木本苗的选择符合 CJ/T 24 规定。植被重建常用植物物种、植被重建适宜植

物与土壤 PH值范围、植被重建常用固氮植物、常用边坡植被重建方法见相应

附录。四是植被养护。植被养护包括成活期和生长期两个阶段。成活期养护

内容包括苗木绑扎、培土、扶正，草帘、无纺布、遮阳网、农膜遮盖等；生

长期养护内容包括松土、除草、灌溉、施肥、修剪、补植、补播、病虫害防

治、有害植物清除等。五是配套工程。主要有灌溉工程、道路工程、警示工

程等。 

建材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涉及到的具体数值指标，有的为引用文件中有规

定，如水质标准，耕地、林地、草地修复标准，覆土工程有关标准等等。有

的为经验数据，如“地貌重塑”与“植被重建”有关数据，根据实践经验来

看，修复效果很好。 

在文件实施过程中，可以对照资料性附录，选择适宜的修复方法，因地

制宜地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和植被重建，选择适合的植被，构建合理的植

被覆盖率，选择适合的养护年限，进行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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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要试验的分析 

截至 2015年 12月，全国应缴保证金矿山数量为 9万余个，据 2017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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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矿产资源开发环境遥感监测结果，全国矿产资源开发占用土地面积约 362

万公顷。中央财政资金继续投入，继续发挥支持引导作用。有更多的地方政

府投入资金，而且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矿业企业承担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的自

觉性积极性不断提高，投入资金的数量显著提高。社会投资者参加矿山生态

修复开发式治理的热情高涨，投资矿山生态修复的规模和总量空前提高。2018

年 11月，本文件研制工作启动以来，为增强规范的普适性，编制组有关研究

人员，分别赴江苏、浙江、山东、陕西、西藏等地的闭坑及生产建材矿山生

态修复现场，开展了大量调研，收集了矿山企业在生态修复方面的基础资料,

为编制该标准提供了技术支撑。 

2. 综述报告 

一是政策驱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的发展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力度，大力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

定性。2018 年 3 月颁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确定了自然资

源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新成立的自

然资源部中设立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成为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的统

一管理机构。其职能之一为，做好矿山生态修复，组织编制有关标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试点实施方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

态修复工作的通知》等，都对矿山生态修复做了重点部署。本文件的制定，

将从技术角度推动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二是加快我国矿山生态修复标准化的要求。2018 年 3 月 1 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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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2035”项目启动会在中国工程院举办，标志着我国标准化领域一项重大

战略布局、战略举措和战略实践正式启动。2019 年 1 月 10 日，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召开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以“中国标准 2035”为契

机，持续推进国家标准的精简优化，建立健全覆盖行业全生命周期的标准管

理机制，增强地方标准管理制度建设，充分激发市场各方制定标准的活力，

在包括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在内的各行业构建和完善更加先进适用。该文件是

对中国标准化战略的进一步落实。 

三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原国土资源部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加

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成立后，印发了

《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截止 2016年，中央

财政及地方各类资金支持下，全国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资金超过 900 亿

元，完成治理面积约 92万公顷。2016年以来，中央财政又开展了山水林田湖

草工程试点工作，进一步推动了生态修复工作。生态修复市场化在密集出台

的政策及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本文件的制定，必将

推动建材矿山生态修复市场化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3. 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文件的制定，是以我国东、中、西部一些生产企业的矿山生态修复实

践经验为基础，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工程实施过程中，本文件强调本土化，

生态系统的自适应，必将产生较大的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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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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了以下行业标准： 

1)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2)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3)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4)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5)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6)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7)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8)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9) GB 50086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 

10)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11)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12)GB/T 13306     标牌 

13)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14)GB/T 32864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15)GB/T 38509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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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GB/T 38360     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17)GB/T 50085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18)GB/T 50485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19)GB/T 50625     机井技术规范 

20)CJ/T 24        园林绿化木本苗 

21)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22)DZ/T 0220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23)DZ/T 0266     矿产资源开发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24)DZ/T 0284     地质灾害排查规范 

25)DZ/T 0287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26)JTG/T 3610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27)JTG/T D33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28)JGJ 79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29)NY/T 1342     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 

30)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31) JT/T 1328      边坡柔性防护网系统 

国外无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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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不违背现有法律、法规、标准，是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的

延深。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行业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举行标准培训，以达到更好使用标准、推广标准的目

的。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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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20）编写要求进行编写，内容与国家现行标准不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