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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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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山西省自然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地质博物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倪倩、史建儒、于磊、李超、张财、王俊峰、段睿、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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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了避免或减少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保障建设项目正常运行，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提高矿

产资源保障能力，满足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管理工作，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报告编制，根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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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工作的目的任务；压覆矿产资源调查、压覆矿产资源估算工作

方法与技术要求；报告编制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评审工作；可作为矿产资源统计的依据，也可作为主管部门

管理压覆矿产资源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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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T 1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17766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9492 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 50771 有色金属采矿设计规范

GB 50830 冶金矿山采矿设计规范

GB 50215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DZ/T 0079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资料综合整理综合研究技术要求

DZ/T 0131 固体矿产勘查报告格式规定

DZ/T 0215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

DZ/T 0338（所有部分） 固体矿产资源量估算规程

TD/T 1008 土地勘测定界规程

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安监总煤装〔2017〕6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设项目

指拟建的建设工程或者已建设完成的建设工程。

3.2

压覆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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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建设项目正常运行，导致不能开发利用的已查明的矿产资源。

3.3

建设项目用地范围

指建设项目用地界址点坐标所圈闭的范围。

3.4

调查范围

指建设项目实施前或建成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及矿产资源赋存、建设项目情况等确定的

矿产资源调查范围。

3.5

压覆范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为保障建设项目正常运行确定的矿产资源无法正常勘查开采的范围。

3.6

矿产地

指经地质勘查工作查明具有进一步开展地质工作或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赋存区域。

3.7

矿业权

指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有效的矿产资源使用权，包含探矿权和采矿权。

4 目的任务

调查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情况；调查建设项目压覆矿产地、矿业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划等情

况；确定建设项目压覆范围，查明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种类、数量、质量，为矿产资源管理、统计提

供依据；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报告编制，避免或减少压覆矿产资源，保障建设项目正常运行，维

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5 压覆矿产资源调查

5.1 充分了解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开展情况，并收集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勘界报告、立项文件、选址（线）

方案、项目可研或设计及批复等相关资料。

5.2 调查建设项目概况及建（构）筑物特征等。

5.3 调查建设项目所在地位置交通、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矿产资源概况等。

5.4 根据建设项目类型及矿产资源赋存情况确定建设项目的调查范围。

5.5 按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建设项目的类型和重要性，通过平台查询、资料收集等工作，了解建设

项目调查范围内矿产地、矿业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划区等设置情况；建设项目对矿产地、矿业权勘

查开发利用的影响情况；建设项目对已有建设项目正常运行的影响情况；建设项目与重要保护区的重叠

关系及影响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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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经调查建设项目不压覆矿产地、矿业权查明矿产资源的，提交相应的调查报告，作出明确的调查

结论。

6 压覆矿产资源评估

6.1 经调查建设项目压覆矿产地、矿业权已查明矿产资源的，应收集利用涉及的最新的地质成果资料

进行压覆矿产资源评估。

6.2 应依据压覆矿产资源不同矿种的开采设计规范或建设项目有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规范等确定压

覆矿产资源范围。压覆矿产资源范围的确定参照附录 A。

6.3 依据最新的地质成果资料确定压覆范围内矿产资源的种类、数量、质量，估算压覆矿产资源储量。

6.4 压覆矿产资源储量原则上应沿用最新地质成果资料的工业指标、估算参数、估算方法，并在原报

告圈定的矿体分布范围基础上进行估算。所估算的资源储量类型划分执行 GB/T 17766。涉及多个成果

报告的可适当进行科学合理调整。

6.5 叙述建设项目运行合理性及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影响程度，对比分析建设项目与被压覆矿产资

源的经济社会效益。

6.6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原则上要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情况及相关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环境地质等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6.7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估算结果应真实可信，与矿产地、矿业权相关数据形成对比，供矿产资源

主管部门管理及统计使用。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估算结果经审批后应作为尚难利用矿产资源统计。

7 其他技术要求

7.1 建设项目压覆矿业权的矿产资源时，建设单位与矿业权人签署的协议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作为

同意压覆或不作压覆处理的参考依据。

7.2 若建设项目压覆范围内有正在开采的矿山企业或周边存在正在开采的矿山企业时，建设单位与矿

山企业应及时对矿山采动影响进行论证分析，以确保建设工程正常运行或资源合理利用。

7.3 若不同的建设项目确定的压覆范围存在交叉重叠时，应圈定出重叠压覆范围并对压覆矿产资源储

量估算结果进行说明。

7.4 若建设项目发生变化，使得所压覆矿产地、矿业权发生变化的，可参照本文件编制报告。

7.5 在查明矿产资源、设置矿业权之前已形成的建设项目可遵循本文件进行资源储量估算。

7.6 区域性矿产资源调查报告的编制可以参照本文件。

8 报告编制要求

8.1 报告编制应结合建设项目具体情况，若建设项目不压覆已查明矿产资源的，应编制《压覆矿产资

源调查报告》；若压覆已查明矿产资源的，应编制《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报告编制提纲以附录 B

为基础，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取舍。报告编制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

8.2 报告名称统一为山西省××××(建设项目名称)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报告。

8.3 经充分选址论证后的重点建设项目，选址已经确定并已取得有关部门批复，压覆报告编制可从简，

可不进行项目建设选址合理性及压覆矿产资源不可避免性等论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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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报告由报告正文、附图、附表、附件组成。报告格式应符合 DZ/T 0131，附图的图式、附表格式

应符合 DZ/T 0079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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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压覆范围的确定

A.1 建设项目与矿产地、矿业权重叠的需确定压覆范围。

A.2 对于露天开采的固体矿产，依据《爆破安全规程》或《有色金属采矿设计规范》《冶金矿山采矿

设计规范》《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等相关矿山开采设计规范确定压覆范围。

A.3 对于地下开采的固体矿产，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

压煤开采规范》《有色金属采矿设计规范》《冶金矿山采矿设计规范》《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等相

关矿山开采设计规范确定压覆范围。

A.4 建设项目与已查明的地热、矿泉水资源重叠且影响矿产资源正常勘查开采需确定压覆范围的，

根据建设项目施工对地热、矿泉水资源的影响程度综合分析确定。

A.5 建设项目与已查明气体资源重叠且影响矿产资源正常勘查开采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建设

项目压覆范围。

A.6 当建设项目压覆区涉及不同标高的多层矿体时，压覆范围为不同标高矿体（层）最大平面投影

范围。

A.7 建设单位或矿业权人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确定的压覆范围有异议的，建设单位可与

矿业权人进行协商，经论证可在科学合理的情况下确定压覆范围；否则按相对科学合理的原则确定压

覆范围。

A.8 建设项目若没有相关工程建设规范或法律法规强制性要求的地面保护范围，可参照相近相似的

建设项目确定压覆范围。

A.9 对于建设项目压覆气体、液体矿产资源的，建设单位可与矿业权人签订相关压覆协议，在科学

合理的情况下，不作压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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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编写提纲

B.1 概况

B.1.1 建设项目概况

简要说明项目由来、主管机关、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立项文件、建设项目批准（备案）机关及文

号，建设地点，用地范围、面积、坐标，拟投资规模。

B.1.2 建（构）筑物特征

简述建（构）筑物特征，对建（构）筑物保护等级进行论证；建（构）筑物是否为永久性建（构）

筑物及其对压覆矿产资源开采的影响等情况。

B.1.3 目的任务

B.1.4 建设项目所在地概况

简要说明位置、交通，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概况。

B.2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情况

B.2.1 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及周边以往地质工作情况

简述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及周边以往地质勘查工作单位名称、工作时限、提交的地质成果、评审备案

（审批、认定）情况、资源储量类型与数量；本次资料的利用情况。

B.2.2 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及周边矿产地及矿业权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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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及周边矿产地及矿业权人名称、勘查开采矿种、范围及拐点坐标、生产规模、

矿业权证号、有效期等情况；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及周边矿业权设置情况；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及周边与矿

产地及矿业权的相对关系。

B.2.3 区域地质概况及压覆区地质概况

B.2.4 本次调查情况

B.2.4.1 调查工作起止时间、工作范围及投入的主要工作量。

B.2.4.2 调查依据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地质勘查报告及资源储量报告。

B.2.4.3 调查工作方法及质量评述

B.2.4.4 调查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

B.3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必然性论证

B.3.1 建设项目必要性论证

B.3.2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不可避免性论证

B.3.3 项目社会经济效益评价

B.4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储量估算

B.4.1 压覆范围的确定

压覆范围的确定依据、方法，计算公式，压覆范围（区）拐点坐标、标高及面积。

B.4.2 资源储量估算工业指标、估算方法及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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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矿体圈定及块段划分原则依据

压覆矿体（层）的圈定及块段划分在最新的地质成果资料基础上进行分割，并说明分割原则。

B.4.4 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的确定依据

B.4.5 资源储量估算结果

按矿体（层）、矿产地、矿业权估算被压覆的资源储量（含表格），并明确压覆矿产资源储量估算

基准日。所估算的资源储量类型划分执行GB/T 17766。

B.4.6 资源储量变化情况评述

B.5 经济社会效益对比分析

B.6 结论及建议

B.6.1 建设项目合理性的建议

B.6.2 压覆矿产资源处理的建议

B.6.3 报告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B.7 附表

B.7.1 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坐标表

B.7.2 建设项目压覆范围坐标表

B.7.3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估算相关块段矿石质量（品位）统计表

B.7.4 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相关块段面积、体积、体重及估算参数对照表

B.7.5 压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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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附图

B.8.1 建设项目压覆范围（区）区域地质图或矿产地、矿业权分布图

B.8.2 建设项目压覆范围（区）地形地质图（1：10000—1：1000）

B.8.3 建设项目压覆范围（区）地质剖面图

B.8.4 压覆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最新的地质成果资料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叠合图

B.8.5 压覆资源储量估算图

B.8.6 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压覆范围、矿产地、矿业权范围叠合图

B.9 附件

B.9.1 建设项目立项文件、选址（线）工作、项目可研论证、批复相应的用地范围勘界报告、里程桩

号点坐标

B.9.2 报告编制委托合同书

B.9.3 建设项目确定压覆范围论证相关材料

B.9.4 建设项目单位、报告编制单位及从业人员承诺书

B.9.5 建设项目单位与相关矿业权人签订的合同或互保协议

B.9.6 评审及相关机构要求的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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