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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定了编写标准的原则、标准的结
构、起草标准中的各个要素的规则、要素中条款内容的表述、标准编写中涉及的各类问题的规则以及标
准的编排格式等，提出了标准编制的通用性要求，但是对于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的编制来说，还需要进一
步总结现行规范编制中存在的问题，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提出更有针对性更加细致的编写规则，以指
导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的编制工作，推进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鉴于此，制定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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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编写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编写的目标、原则和基本要求，标准的结构类型和层次划分，标准
的体例，正文、编制说明和意见汇总处理表的编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的编写，也可作为其他标准编写的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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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GB 3100～3102 量和单位
GB/T 20000.2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
GB/T 20000.3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3部分：引用文件
GB/T 20001.1 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术语
DZ/T 0033 固体矿产勘查报告/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定
DZ/T 0078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
DZ/T 0079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资料综合整理、综合研究规定
DZ/T 0131 固体矿产勘查报告格式规定
3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编写的目标、基本要求
3.1 标准编写的目标
3.1.1 范围界定清楚
在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的“范围”一章所规定的界限内内容力求完整，应全面覆盖标准的适用范围。
3.1.2 清楚和准确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所规定工作程序和要求清晰，逻辑严谨，条理清楚、条文用词准确符合标准体例
的要求；除了考虑本身的清楚、准确，还应考虑到与矿产资源储量相关标准相互协调。
3.1.3 充分考虑最新技术水平
“充分考虑”并不是要求矿产资源储量标准中所规定的各种指标或要求都是最新的、最高的，而是
要求技术应是成熟适用的，标准研制过程中既关注成熟的技术所处的水平，也应兼顾了最新的技术所处
的水平。
3.1.4 为未来技术发展提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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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矿产资源储量标准时，不但要考虑当今的“最新技术水平”，还要为将来的技术发展提供框架
和发展余地。
3.1.5 能被未参加标准编制的专业人员所理解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中的条款是给相应专业人员使用的，标准的技术内容不要求所有人理解，只要求
专业人员能够正确理解和执行。
3.2 基本要求
3.2.1 统一性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内部或与相关标准在以下方面应统一：
a) 矿产资源储量系列标准的每项标准的结构及其章、条的编号应尽可能相同。类似的条款应使用
类似的措辞来表述，相同的条款应使用相同的措辞来表述；
b) 每项矿产资源储量标准内，文体和术语应保持一致；
c) 矿产资源储量系列标准或单项标准，对于同一个概念应使用同一个术语。对于已定义的概念应
避免使用同义词。每个选用的术语应尽可能只有唯一的含义。
3.2.2 协调性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应与编写的基础性标准相协调，尤其涉及到以下方面：
a) 术语；
b) 量、单位及符号；
c)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d) 图形符号；
e) 技术文件编制。
f) 符合性和质量。
3.2.3 适用性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的适用性包括两方面内容：
a) 在起草标准时应考虑到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的实施，对每个条款都应考虑到可操作性。
b)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的内容还应考虑到易于被其他标准、法律、法规或规章所引用。
3.2.4 规范性
在起草矿产资源储量标准之前应确定标准的预计结构和内在关系，尤其应考虑内容的划分。从起草
工作开始到随后的所有阶段均应遵守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给出的规则和格式要求。
3.2.5 编写顺序
标准的编写应按照正文、术语和定义、规范性引用文件、总则和范围顺序编写。
4 标准的结构类型和层次划分
4.1 结构类型
由于矿产资源储量标准间的差异较大，依据标准化对象的差别分为系列标准、单项标准和部分标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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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系列标准
标准制定的对象为一个非常大的对象，又可细分为很多具体对象，这些对象也属于一个完整的对象，
且不能进一步按照属性细分，这种情况下可以编制成若干项单独的标准，从而形成一组系列标准。示例：
矿种勘查规范见表1。
表1 系列标准示例表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铀矿地质勘查规范

DZ/T 0199-2015

2

稀有金属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03-2002

3

稀土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04-2002

4

岩金矿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05-2002

5

砂矿（金属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08-2002

6

铜、铅、锌、银、镍、钼矿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14-2002

7

高岭土、膨润土、耐火粘土矿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06-2002

8

玻璃硅质原料、饰面材料、石膏、温石棉、硅灰石、滑石、石墨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07-2002

9

磷矿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09-2002

10

硫铁矿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10-2002

11

重晶石、毒重石、萤石、硼矿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11-2002

12

盐湖和盐类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12-2002

13

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13-2002

14

饰面石材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91-2015

4.1.2 单项标准
标准制定对象是一个完整的对象，且不能进一步按照属性细分，这种情况下制定单项标准，矿产资
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
4.1.3 部分标准
通常情况下，标准制定对象为单一对象应编制成一项标准，但对象属性可以分为很多方面，标准的
某些内容可能被法规引用等原因，可编制成在同一个标准顺序号下的若干个单独的部分，分两种情况：
a) 将标准化对象分为若干个特定方面，各个部分分别涉及其中的一个方面，并且能够单独使用；
b) 示例：
c) GB/T 14352.1-2010《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钨量测定》
d) GB/T 14352.2-2010《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钼量测定》
e) 将标准化对象分为通用和特殊两个方面，通用方面作为标准的第 1 部分，特殊方面（可修改或
补充通用方面，不能单独使用）作为标准的其他部分。
示例：
DZ/T 0130.1-2006《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 第1部分：总则》
DZ/T 0130.2-2006《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 第2部分：岩石矿物分析试样制备》
4.2 层次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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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产资源储量标准文体与结构的特点，标准的层次划分和设置采用部分、章、条、段和列项等
形式。表1给出了标准层次的中文名称以及编号示例。表中所示的层次只是一项标准可能具有的层次。
具体标准所具有的层次及其设置应根据标准篇幅的多少、内容的繁简以及其他具体情况而定。
表2 标准的层次及其名称
名

称

编

号

示

例

部分

DZ/T 0130.1

章

3

条

3.1

条

3.1.1

段

[无编号]

列项

列项符号；字母编号 a)、b）和下一层次的数字编号 1）
、2）

4.2.1 部分
4.2.1.1 部分编号
一项标准的不同部分具有同一个标准顺序号，部分的编号应位于标准顺序号之后，使用阿拉伯数字
从1开始编号。部分的编号与标准顺序号之间用下脚点相隔。例如：××××.1，××××.2等。部分
的编号和章条编号一样，是一项标准的内部编号。
4.2.1.2 部分名称
同一标准中的各个部分名称的引导要素（如有）和主体要素应相同，而补充要素应不同，以便区分
各个部分。在每个部分的名称中，补充要素前均应使用部分编号标明“第×部分：”（×为与部分编号
完全相同的阿拉伯数字）。
4.2.2 章
章是标准内容划分的基本单元，是标准或部分中划分出的第一层次。在每项标准或每个部分中，章
的编号应从“范围”一章开始。编号应使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编写，这种编号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
每一章都应有标题，位于编号之后，并与其后的条文分行。
4.2.3 条
4.2.3.1 条的设置
凡是章以下有编号的层次均称为“条”。条的设置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的条可分为第二层次的条，
第二层次的条还可分为第三层次的条，需要时，一直可分到第五层次。同一层次上有一个以上的条时才
可设立条。例如，在第10章中至少有10.1和10.2两条时，才可对第10章进行条的划分，如果没有10.2
条，则不应将第10章中的条文给予10.1条的编号。
4.2.3.2 条的编号
条的编号使用阿拉伯数字加下脚点的形式，即层次用阿拉伯数字，每两个层次之间加下脚点。条的
编号在其所属的章内或上一层次的条内进行。
4.2.3.3 条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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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第一层次的条最好给出一个标题，标题位于编号之后，并与其后的条文分行。第二层次的条可
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设置标题，如设置标题可与第一层次的条同样处理。在某一章或条中，同一层次的条，
有无标题应统一。例如：如果10.1条中的10.1.1有标题，则处于同一层次的条，如10.1.2、10.1.3、
10.1.4……亦应有标题。同样，如果10.1.3.1有标题，则10.1.3.2、10.1.3.3等也应有标题。
4.2.4

段

段是对章或条的细分，是章或条中不编号的层次。在标准中应尽量避免出现“悬置段”（上一层次
标题和下一层次标题间存在的段），以免引用这些段时产生混淆。避免混淆的方法：一是将其纳入后续
的正文中，可以考虑作为通用的要求或总则；二是根据其内容和正文的相关性，将其移至别处或删除。
示例1：盐湖和盐类矿产地质勘查规范中的8.1和8.1.1之间存在悬置段。
8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及类型条件
8.1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依据
不同勘查阶段的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程度及其经济意义是盐湖和盐类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的
主要依据。
8.1.1 可行性评价程度（参见7）
8.1.2 经济意义
处理方式：后续的三个标题已将其中的内容涵盖，将其去掉即可。
示例2：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中的6与6.1之间存在悬置段。
6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与分类
预查、普查阶段，共生矿产的综合评价采用该矿种地质勘查规范规定的矿产工业指标一般要求；伴
生矿产的综合评价可参照主矿产地质勘查规范中所列的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详查、勘探阶段，应对主矿产、共生矿产的工业指标进行论证，并根据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结果确定
伴生矿产综合评价指标；对易选矿石，详查阶段伴生矿产的综合评价可采用主矿产地质勘查规范中所列
的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6.1 共伴生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原则与方法
6.1.1 同体共生矿产各有用组分品位均达到工业品位要求时，可根据矿床特征确定采用相应矿种
的工业品位或综合工业品位，按相应矿种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的原则与方法进行估算。
处理方式：将悬置段增加标题“6.1 基本要求”将悬置段作为6.1的具体内容即可。
4.2.5 列项
4.2.5.1 列项引出
列项可以说是“段”中的一个子层次，它可以在章或条中的任意段里出现。在标准条文中，对于某
些内容使用列项进行叙述，往往十分方便。列项可用两种形式引出：
－－使用一个句子；
－－使用一个句子的前半部分，该句子由列项中的各项来完成。
4.2.5.2 列项编号
列项中每一项前应加破折号或圆点。如果列项需要识别或者列项将被引用，则在每一项前加上后带
半圆括号的小写拉丁字母序号，如a）、b）、c）等。在字母形式的列项中如果需要对某个项目进一步
细分成需要识别的列项，应使用后带半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如1）、2）、3）等（见以下示例）。
示例1：
前言应视情况依次给出下列内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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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标准结构的说明。对于系列标准或分部分标准，在第一项标准或标准的第 1 部分中说明标准的
预计结构；在系列标准的每一项标准或分部分标准的每一部分中列出所有已经发布或计划发布
的其他标准或其他部分的名称。
b) 标准编制所依据的起草规则，提及 GB/T 1.1。
c) 标准代替的全部或部分其他文件的说明。给出被代替的标准（含修改单）或其他文件的编号和
名称，列出与前一版本相比的主要技术变化。
d) 与国际文件、国外文件关系的说明。以国外文件为基础形成的标准，可在前言中陈述与相应文
件的关系。与国际文件的一致性程度为等同、修改或非等效的标准，应按照 GB/T 20000.2 的
有关规定陈述与对应国际文件的关系。
5 标准的体例选择
5.1 概述
针对矿产资源储量标准来说，常见的体例包括总则、规范、规程、技术要求、规定、导则和工作指
南等等。
5.2 总则
总则是指规定矿产资源勘查工作需要遵循的总的原则和要求的文件。
5.3 规范
规范是指规定矿产资源储量工作的过程或成果需要满足要求的文件。
注1：适宜时，规范宜指明可以判定其要求是否得到满足的程序。
注2：一项规范通常需要由几项规程进一步细化相关的流程和阶段要求。

5.4 规程
规程是规定矿产资源储量某项具体工作通常采用的程序的文件。
5.5 技术要求
当前的技术和工作条件下制定矿产资源储量规范尚不完全满足条件，但是工作又需要一个统一的规
定的情况下制定的规范类的文件，确定标准名称时可以命名为技术要求。
5.6 规定
矿产资源储量某项工作涉及到的具体单项内容时，若将其作为一个规范的组成部分篇幅和内容过
多，影响规范的整体编写和应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其编制单独的规定。
5.7 导则
对矿产资源储量某项工作尚在发展中或不需要制定标准，仅需要提供一定的方向性的引导和规范的
情况下，规定工作的基本流程和方法而制定的规范类文件，确定标准名称时可以命名为导则。
5.8 工作指南
工作指南是指对具体规程、规范的细化，明确具体工作细节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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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框架构建
6.1 构建方法
绘制具体工作的全貌图或流程图（见图1和图2），明确工作业务分类或工作阶段，进一步细化主要
内容。在完成了构架图之后，将右侧的内容直接纳入到左侧对应的位置，即形成了标准编制的框架。
业务 A

工作任务和具体内容

工作成果及要求

业务 B

工作任务和具体内容

工作成果及要求

业务 C

工作任务和具体内容

工作成果及要求

图1 以业务形式构建标准框架示意图
阶段 a

工作任务和具体内容

工作成果及要求

阶段 b

工作任务和具体内容

工作成果及要求

阶段 c

工作任务和具体内容

工作成果及要求

图2 以流程细化构建标准框架示意图
6.2 适用对象
其中图1适用于总则、规范、技术要求和规定体例标准框架构建，图2适用于规程、导则和工作指南
标准框架的构建。
6.3 勘查规范框架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中目前只有地质勘查规范能够确定较为统一的整体框架（见附录A），其他标准
可对照6.1的框架构建方法确定框架。地质勘查规范框架应在总则确定的基本要求，系统总结分析矿种
勘查实例，完善附录A给出的框架。
7 地质勘查规范正文的编写
7.1 基本要求
7.1.1 按照确定的框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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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矿产资源储量标准正文时应根据确定的标准适用范围和标准框架，对照总则的要求，参考同类
体例的标准编写。
7.1.2 进一步细化内容及要求
根据确定的各章内容，细化具体内容构成后写标准的正文，其中涉及到的具体条款、要求、表述方
式和数值的选择、引用等内容可对照本章的要求编写。
7.1.3 技术指标选择的原则
确定了矿产资源储量标准化的对象后，需要解决对标准化对象的哪些方面和指标（参数）进行标准
化；如何对这些方面和指标（参数）进行标准化；确定哪些方面和具体指标（参数）可以标准化。
7.1.3.1 目的性原则
根据标准编写的目的，对矿产资源储量标准化对象的主要特征（划分类型或内容）进行总结，划分
层次，明确标准中需要确定的有关参数及确定的方式，以便决定标准所包含的要求。
7.1.3.2 性能原则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提出的要求应是对标准化对象主要特征的细化，主要采用性能特性表示。
7.1.3.3 可证实性原则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应对标准化对象的主要特征及性能特性进行筛选，只列入那些能被证实的要求：
a) 能够量化的特性尽可能量化，应明确适用的数值，如最大值、最小值，不应使用 “适度放宽”
等定性的形式；
b) 二是对于不需要证实的、不宜证实的、或不便证实的技术要求一律不应作为要求提出。
7.1.4 编写方式
编写正文时，对于引用的内容应全文摘抄，并在其后标注内容出处（包括标准名称、标准顺序号（可
包括年号）、具体章条编号等），待标准定稿时将属于规范性引用的内容纳入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对于
资料性引用的文件纳入到参考文献中，去掉正文中的标准名称。
7.2 具体要求
7.2.1 勘查的目的任务
分勘查目的和任务两条编写，其中，勘查任务按照预查、普查、详查和勘探四个阶段编写。
7.2.2 勘查研究程度
分地质研究程度、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矿石质量、矿石选（冶）和加工技术条件、矿产综合勘查综
合评价四条，分别对应预查、普查、详查和勘探四个阶段要求编写。其中：
a) 地质研究程度应结合以往的区域地质调查、物探、化探、遥感等工作成果，全面了解（掌握）
区域地层、构造、岩浆岩等地质背景，逐步掌握矿床的地质特征，直至掌握矿体产状、厚度等
的展布特征；
b)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应结合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地质特征和矿床规模等因素明确提出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和环境地质要求，不同矿种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的要求不尽相同，如煤、泥
炭的要求包括陷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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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矿石质量重点是对矿物组成及矿物含量（含矿率）、结构、构造、共生关系、嵌布粒度及其变
化和分布特征；矿石的化学成分及及其变化特征；矿石中伴生有用（益）、有害组分的种类、
含量、赋存状态及其分布；初步研究矿石中主要矿物含量计算方法；针对不同用途测试相应的
物理化学性能，初步划分矿石自然类型、工业类型并研究其分布规律等随着勘查工作的深入逐
步细化；
d) 矿石选（冶）和加工技术条件编写时应结合矿产特性，对标题做相应的修改：
1) 应结合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特点，勘查规范的侧重点分别是矿石选（冶）技术条件和矿石加
工技术条件，确定标题是否包括“冶”或加工；
2) 涉及到实验程度的要求时应结合以往矿床勘查实例确定。
e) 矿产综合勘查综合评价应结合矿产的共伴生特点，结合矿床勘查实例，确定预查、普查、详查
和勘探四个阶段的共性，可适当合并。
7.2.3 勘查控制程度
分勘查类型确定的依据、勘查工程间距确定和勘查控制程度确定三条，勘查控制程度对应预查、普
查、详查和勘探四个阶段要求编写。其中：
a) 勘查类型确定的依据应根据金属和非金属矿床特点，结合矿床的成因类型提出，包括主矿体的
规模、形态及内部结构、厚度稳定程度、有用组分的均匀程度和矿床的构造影响程度确定；
b) 勘查工程间距确定通常采用与同类矿床类比的办法确定，也可根据已完工的勘查成果，运用地
质统计学的方法确定；
c) 勘查控制程度应控制勘查范围内矿体的总体分布范围和相互关系。对拟露天开采的矿床应系统
控制矿体四周的边界和采矿场底部矿体的边界；对拟地下开采的矿床，应系统控制矿体的顶底
板及延伸情况。各级矿产资源储量对应的可参照和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的要求总结。
7.2.4 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
分测量工作，地质填图，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物探化探遥感，探矿工程，采样测试，地质
编录、综合整理和报告编制等七条编写。其中：
a) 测量工作，地质填图，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应结合矿种特点，勘查区范围合理确定工作
对象及精度要求；
b) 物探、化探、遥感，探矿工程应结合矿种特点、勘查区工作条件等因素确定工作方法及精度要
求；
c) 采样测试应结合矿种特点、样品组分确定采样要求及测试样品类型、采样数量及质量要求等；
d) 地质编录、综合整理和报告编制应基本遵循 DZ/T 0078、DZ/T 0079、DZ/T 0033 和 DZ/T 0131
的要求，结合矿种特点和新的管理要求进行。
7.2.5 资源储量估算
分工业指标，估算方法和原则，估算参数三条编写，其中：
a) 工业指标应根据矿种特点、用途，结合勘查实例确定边界品位和最低工业品位；
b) 矿体圈定应明确矿体圈定的原则和矿体界线、矿体外推的方法和块段划分等内容；
c) 估算方法选择应根据方法的适用性，结合矿种特点确定；
d) 估算参数应根据矿种特点，矿石平均品位、矿体厚度、矿石体积质量等合理确定；
e) 按照估算的数量编制资源储量分类结果表。
7.3 具体条款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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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条款分类
条款分为要求型、推荐型和陈述型条款三类：
a) 要求型条款：表达如果声明符合标准需要满足的准则，并且不允许存在偏差的条款；
b) 推荐型条款：表达建议或指导的条款。介于陈述型条款与要求型条款之间；
c) 陈述型条款：表达信息的条款。在标准中仅仅用来提供信息，不作为任何要求和建议；
7.3.2 条款的表述
上述三种类型的条款是通过使用不同的助动词来表达的。在使用标准时，可以通过不同的助动词或
句式区分出标准中的条款是哪种类型的（见表3、表4和表5）。
表3 要求型条款的表述表
助动词
应

不应

注意事项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
应该

不使用“必须”作为“应”的替代词。（以免将标准的要

只准许

求与法律法规等相混淆）

不得

不使用“不可”代替“不应”表示禁止。

不准许

表示直接的指示时（例如涉及试验方法所采取的步骤），使用祈使句。例如：“开启记录仪。”

表4 推荐型条款的表述表
助动词
宜

不宜

注意事项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
推荐

不使用“必须”作为“应”的替代词。（以免将标准的要

建议

求与法律法规等相混淆）

不推荐

不使用“不可”代替“不应”表示禁止。

不建议

表中的助动词应被用于表示在几种可能性中推荐特别适合的一种，不提及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或表示某个行动
步骤是首选的但未必是所要求的，或（以否定形式）表示不赞成但也不禁止某种可能性或行动步骤。

表5 陈述型条款的表述表
助动词
可

不必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
可以

无须
不需要

能够

不能

不能够

可能

有可能

不可能

没可能

上述为表达能力和可能性的陈述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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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可能”或“能”代替“可”。

允许

上述为表达允许的陈述型条款。
能

注意事项

不使用“不可”代替“不应”表示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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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条款内容的表述形式
7.3.3.1 条文
条文是条款的文字表达形式，应使用规范汉字。凡已有规范简化汉字的，不得使用繁体字。
标准条文中使用的标点符号，应符合GB/T 15834《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
7.3.3.2 注和脚注
注和脚注是条款的辅助表达形式，有助于对条款的理解和使用提供帮助。注和脚注通常使用文字形
式表述。条文中的注和脚注的内容是资料性的。
7.3.3.3 示例
示例是条款的另一种辅助表达形式，通过现实或模拟的具体例子，有助于快速地掌握条款的内容。
多数情况下示例文字用文字形式表述，也可用图或表来表述示例。示例的内容是资料性的。
7.3.3.4 图
图是条款的特殊表达形式，优势是所要表达的内容比文字表达的更清晰易懂，尤其是在对事物进行
空间描述时，优势显而易见。
7.3.3.5 表
表也是条款的一种特殊表述形式，优势是所要表达的内容比文字表达得更简洁明了，尤其是在需要
对大量数据或事件进行对比、对照时，优势显而易见。
7.3.4 要求
7.3.4.1 要求的构成
在要求条款中，应把特性、试验方法和特性值三者结合在一起表述。要求的构成如下：
a) 标准中的所有特性，可以直接用文字写出来，也可用引用方式引用其他标准中的相关内容；
b) 可量化的特性应给出极限值或可选值；
c) 每一项要求一定要提及相应的试验方法。方法可直接用文字写出来，也可以引用现成的方法标
准。
7.3.4.2 要求的表述方式
通常采用的表述方法是列表。表头包括特性、特性值和相应的试验方法（可用章条号或标准号代表）。
用文字表示时，要求型条款的表述应与陈述型和推荐型条款的表述有明显的区别。 标准的体例不同，
要求的表述方式不同：
a) 标准名称中含有“规范”、“技术要求”、“规定”、“总则”，则标准中应包含要素“要求”
以及相应的验证方法；
b) 标准名称中含有“规程”、“导则”，则标准宜以推荐和建议的形式起草；
c) 标准名称中含有“工作指南”，则标准可采用建议的形式。
7.3.5 数值的选择
根据特性的用途可规定极限值[最大值和（或）最小值]。通常一个特性规定一个极限值，但有多个
广泛使用的类型或等级时，则需要规定多个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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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量、单位及符号
要求如下：
a) 应使用 GB 3101、
GB 3102 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其他法定计量单位见，具体应用规则见 GB 3100；
b) 表示量值时，应写出其单位，度、分和秒（平面角）的单位符号应紧跟数值后；
c) 数学符号应符合 GB 3102.11 的规定。
7.3.7 数学公式
7.3.7.1 公式的类型
公式分为量关系式和数值关系式。公式的选择和编写要求如下：
a) 在量关系式和数值关系式之间应首选前者；
b) 应以正确的数学形式表示，由字母符号表示的变量，应随公式对其含义进行解释，但已在“符
号、代号和缩略语”一章中列出的字母符号除外；
c) 一项标准中同一符号不应既表示一个物理量，又表示其对应的数值；
d) 公式不应使用量的名称或描述量的术语表示；
e) 量的名称或多字母缩略术语，不论正体或斜体，亦不论是否含有下标，均不应用来代替量的符
号。
7.3.7.2 公式的表示
在条文中应避免使用多于一行的表示形式，尽可能避免使用多于一个层次的商标或下标符号，还应
避免使用多余两行的表示形式。
7.3.7.3 编号
a) 应对标准中的公式进行编号，公式的编号与章、条、图和表的编号无关；
b) 应从引言开始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使用从 1 开始的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
c) 附录中公式的编号应从 1 开始带上附录的编号，中间用圆点。
7.3.8 引用
7.3.8.1 引用的方式
7.3.8.1.1 编写标准时，除了自己编写要求外，为了避免标准间的不协调、篇幅过大以及抄录错误等，
通常不应抄录需重复的内容，而应采取引用的方式。引用分为标准本身引用和引用其他文件两种类型，
引用文件应符合 GB/T 20000.3 的要求。
7.3.8.1.2 特殊情况下，如认为有必要重复抄录其他文件中的少量内容，则应在所抄录的内容之后的
方括号中准确地标明出处。
7.3.8.2 标准本身引用
7.3.8.2.1 提及标准整体分为两种情况：
a) 标准条文中将标准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提及时，应使用下述适用的表述形式：
1） “本标准……”（提及单独的标准）；
2） ——“本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提及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b) 标准分为多个单独的部分时，
如其中某个部分的条文提及本身的部分时，应使用下述表述形式：
1） “GB/T 20501 的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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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部分……”。
c) 如分部分标准中的某部分提及其他所在标准的所有部分时，应与提及其他标准的方式相同，表
述形式为：“GB/T 3102……”。
d) 上述表述形式不适用于“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和定义”章中的引导语，也不适用于有关
专利内容的说明。
7.3.8.2.2 提及标准本身的具体内容分为两种情况：
a) 规范性提及标准中的具体内容，应使用诸如下列表述方式：
1） “按第 3 章的要求”；
2） “符合 3.1.1 给出的细节”；
3） “按 3.1b）的规定”；
4） “按 B.2 给出的要求”；
5） “符合附录 C 的规定”。
b) 资料性提及标准中的具体内容，以及提及标准中的资料性内容时，应使用下列资料性的提及方
式：
1） “参见 4.2.1”；
2） “相关信息参见附录 B”；
3） “见 6.6.3 的示例 2”；
4） “参见表 B.2”。
7.3.8.3 引用其他文件
7.3.8.3.1 被引用的文件应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或国际标准；其他正
式出版的文件，需经过相关标准（即需引用这些文件的标准）的归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该标准的审查
会议确定符合下列条件，则允许以规范性方式加以引用：
a)具有广泛可接受性和权威性，且能够公开获得；
b)作者或出版者（知道时）同意该文件被引用，并且当函索时，能从作者或出版者那里得到文件；
c)作者或出版者（知道时）已经同意，将他们修订该文件的打算以及修订所涉及的要点及时通知相
关标准的归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
7.3.8.3.2 引用其他文件分为规范性引用和资料性引用文件，表述应明确区分。所有被规范性引用的
文件，均应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中列出，被资料性引用的文件，如需要，宜在“参考文献”中列
出。
7.3.8.3.3 具体引用时可注日期，也可不注日期引用。要求如下：
d) 注日期引用：用了被引用文件中的具体章或条、附录、图或表的编号，应注日期。对于注日期
引用，如果随后被引用文件有修改或修订版，适用时，引用这些文件的标准可发布其本身的修
改单，以便引用被引用文件的修改单或修订版的内容。注日期引用时，采用标准顺序号后面加
上年号表示，使用下列表述方式：
1)
“……GB/T XXXX－2001 第 5 章的要求”（注日期引用其他标准的特定部分）；
2)
“……遵守 GB/T XXXX－2008 表 1 的要求”（注日期引用其他标准中特定表）。
3) 引用其他文件中的段或列项中无编号的项，可使用“……按 GB/T XXXXX 一 2005，5.1 中第
二段的规定”的方式。
f) 不注日期引用：引用时应引用完整的文件（包括标准的某个部分），或者不提及被引用文件中
的具体章或条、附录、图或表的编号。规范性引用指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资料性的引用只要引用完整的文件（包括标准的某个部分），或者不提及被引用文件的具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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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条、附录、图或表的编号。不注日期引用时，具体表述时不应提及年号或版本号，使用下列
表述方式：
1)
“……按 GB/T XXXX 规定的……”；
2)
“……参见 GB/T XXXX……”。
8 正文之外内容的编写
8.1 封面（必备要素）
标准封面主要内容为：国际标准分类号（ICS号）；中国标准文献分类号；备案号（不适用于国家
标准）；标准的类别；标准的标志（logo）；标准的编号；被代替标准的编号；标准的中文名称；中文
名称对应的英文名称；标准的发布和实施日期；标准的发布部门或单位。
8.1.1 ICS 分类
矿产资源储量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封面的左上角标注ICS号，如：GB/T 13908-2002 固
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国际标准分类号ICS 73.010。其他标准的分类编号可在附录B中或中国标准出
版社出版的《国际标准分类法》一书中查找。
8.1.2 中标分类
所有矿产资源储量标准封面左上角或在国际标准分类号（ICS号）下面都应标注中国标准文献分类
号，如：GB/T 13908-2002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中标分类号D 10。其他标准的分类编号可在附
录C中或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中查找。
8.1.3 标准的标志（logo）
位于标准封面右上角，是标准编写软件（tcs模板）设计的专业美术体字。矿产资源储量标准标志
主要有GB DZ DB等。
8.1.4 标准类别
我国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类。标准封面上部居中位置为标准类别
说明，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等。
8.1.5 标准编号
标准封面中在标准类别的右下方为标准的编号。标准的编号由标准代号、顺序号和年号三部分组成。
标准的编号由标准的批准、发布部门确定。
国家标准编号：GB/T 13908-2002（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其中GB/T是标准代号，代表推
荐性国家标准，13908是国家标准顺序号，2002是年号；
行业推荐性标准编号：DZ/T 0033-2002（固体矿产勘查/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其中DZ/T
代表推荐性地质矿产行业标准，0033是地质矿产行业标准顺序号，2002是年号。
8.1.6 被代替标准的编号
如果编写的标准代替了已有的某个或某几个标准，则应在标准编号之下另起一行标明被代替的标准
编号。
如：DZ/T 007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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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DZ/T 0078-1993
8.1.7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在封面居中位置，它包括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标准名称可分为上下多行编排。我国标准
中文名称各要素之间空一格汉字的间隔。英文名称的英文译名各要素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其余的字
母小写，但专用名词不管其位置第一个字母均大写。各要素之间连接号为一字线。英文名称应尽量从国
际标准的名称中选取，采用国际标准时，宜采用原标准的英文名称。
8.1.8 发布时间、实施时间
标准封面的最下端要标注标准的发布和实施日期，由标准的审批部门在发布标准时确定。但标准草
案的报送部门或单位可以提出建议。
发布与实施日期应有间隔时间，如“2010-07-21发布”、“2011-02-01实施”。
8.1.9 发布机构
在标准发布和实施日期下面居中位置应标注发布部门或单位。国家标准一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矿产行业标准一般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土资源部发布。
8.2 目次（可选要素）
一般情况下，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目次只需展开到第二层次，对于标准内容少的可以不给出目次，或
者将目次展开到第三层次。目次不应列出“术语和定义”一章的术语。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目次中所列各
项内容和顺序如下：
a) 前言（必备要素）；
b) 引言（可选要素）；
c) 规范性引用文件（可选要素）；
d) 术语和定义（可选要素）；
e) 勘查的目的任务（必备要素）；
f) 勘查研究程度（必备要素）；
g) 勘查控制程度（必备要素）；
h) 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必备要素）；
i) 可行性评价（必备要素）；
j)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及类型条件（必备要素）；
k)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必备要素）；
l) 附录 A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m) 附录 B 矿床分类及主要工业类型；
n) 附录 C 勘查类型确定及勘查工程间距参考
o) 参考文献；
列出上述内容后，还要给出内容所在的页码。
8.3 前言（必备要素）
前言应视情况依次给出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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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结构的说明；对于系列标准或分部分标准，在第一项标准或标准的第 1 部分中说明标准的
预计结构；在系列标准的每一项标准或分部分标准的每一部分中列车列出所有已经发布或计划
发布的其他标准或其他部分的名称；
b) 标准编制所依据的起草规则（提及 GB/T 1.1），同时术语、信息分类编码和化学分析方法等
标准需要提及对应的相关基础标准；
c) 标准代替的全部或部分其他文件的说明，给出被代替的标准（含修改单）或其他文件的编号和
名称，列出与前一版本相比的主要技术变化；
d) 与国际、国外文件关系的说明，以国外文件为基础形成的标准，可在前言中陈述与相应文件的
关系（与国际文件的一致性程度为等同、修改或非等效的标准，应按照 GB/T 20000.2 的有关
规定陈述与对应国际文件的关系）；
e) 有关专利的说明。凡可能涉及专利的标准，如果尚未识别出涉及专利，在标准前言中应明确写
明：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f) 标准的提出信息（可以省）或归口信息；
g) 标准的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h) 标准所代替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针对不同的文件，应将以上列项中的“本标准……”改为“GB/T ×××××的本部分……”、“本
部分……”或“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a)

8.4 引言（可选要素）
8.4.1 如果需要，则给出标准技术内容的特殊信息或说明，以及编制该标准的原因。
8.4.2 引言不应包含要求,不应编号。当引言的内容需要分条时，应仅对条编号，编为 0.1、0.2。
8.4.3 如果已经识别出标准涉及专利，则在引言中应给出如下内容：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条]……与……[内容]……相
关的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保证，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
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
地址：……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
的责任。”
8.5 范围（必备要素）
8.5.1 基本要求
8.5.1.1 应在正文和总则内容编写完成后编写范围。
8.5.1.2 范围不应包含要求,范围的编写应力求简洁，应高度提炼所要表达的所有内容，使之能起到“内
容提要”的作用。范围的内容分为两部分：
a) 编写第一部分本标准规定了的内容时，可采用将标准正文的章标题并列后加上等要求即可；
g) 编写第二部分本标准适用的方向时，应明确界定标准化对象和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指明标准或
其特定部分的适用界限。必要时，可指出标准不适用的界限。如果标准分成若干个部分，则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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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的范围只应界定该部分的标准化对象和所涉及的相关方面。应特别注意，要写标准本身
干什么用，而不是写本标准所描述的标准化对象能干什么用。
8.5.2 范围的陈述
8.5.2.1 第一部分可采用如下表述形式：
“本标准规定了……” 或“本标准确立了……”等。
8.5.2.2 第二部分的陈述一般另起一段，应由下述引导语引出：
“本标准适用于……”或“本标准适用于……，也适用于……”或“本标准适用于……，……也可
参照（参考）使用” 。如有必要，还可给出标准不适用的范围。“本标准适用于……，不适用于……。”
8.6 规范性引用文件（可选要素）
8.6.1 一般要求
8.6.1.1 引用的所有规范性文件一定要在标准中提及，没有提及的文件不应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8.6.1.2 不应将资料性引用的文件列入到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去。
8.6.1.3 用摘抄的形式将引用的内容已抄录到标准中（标注出处的除外），则不应将被抄录的标准列
入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8.6.1.4 不应将尚未发布过的文件或不能公开得到的文件，列入到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去。
8.6.1.5 引用的文件应是最新版本的，不引用已被代替或废止的文件。
8.6.1.6 文件清单中，引用标准具体条款或摘抄后标注出处的属于注日期引用，其他可不注日期。
8.6.2 规范性引用文件的范围
8.6.2.1 可以被引用的文件（或标准）包括：
a)
b)
c)
d)
e)
f)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国际标准；
ISO/IEC 公开发布并可获得的文件、报告、指令、指南等；
国内具有广泛可接受性和权威性，并且可公开获得的文件。对有标识编号的文件应提及文件号
或发布年号；
上述文件的作者或出版者同意引用。

8.6.2.2 不宜被引用的文件包括：
a)
b)
c)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性的文件；
宜在合同中引用的管理、制造和过程类的文件；
含有专利或限制竞争的文件和设计方案或只属于某个企业所有，其他企业不宜获得的文件。

8.6.3 引用原则及引导语
8.6.3.1 标准之间的引用原则一般是适用范围小的标准可以引用适用范围大的标准，一般适用范围大
的标准不能引用适用范围小的标准，如行业标准可以引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不可以引用行
业标准。
8.6.3.2 规范性引用文件由下列引导语引出：“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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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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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排列顺序
8.6.4.1 列出国内标准。按标准级别国家标准在前，行业标准和国内有关文件依次排列，具体要求如
下：
国家标准按照发布的顺序号排列；
b) 行业标准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顺序依次排列，再按标准顺序号排列。
8.6.4.1 在国内标准之后，按 ISO 标准、IEC 标准、ISO 或 IEC 有关文件、其他国际标准以及其他国际
有关文件顺序排列。
a) 在同一类标准中，也可参照上述的排列方式依次列出；
b) 其他国际标准的排列顺序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顺序依次排列，再按标准顺序号排列。
a)

8.7 术语和定义（可选要素）
8.7.1 一般要求
8.7.1.1 对于通用词典中的通用技术术语，只有用于特定含义时，才对它下定义。
8.7.1.2 应避免给商品名、俗称、品牌名下定义。
8.7.1.3 在对某术语进行定义前，应查明其他标准中是否已给出定义，避免重复或对同一概念给出不
同的解释。
8.7.1.4 当有必要重复某定义时，应在定义之下列出该定义所出自的标准。
8.7.1.5 在给术语下定义时，要用简明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不要在定义中重复术语。
8.7.1.6 术语编写的具体要求见 GB/T 20001.1。
8.7.2 编写方式
术语和定义可采用如下三种方式编写：第一种方式是直接引用其他标准或业内人士达成共识的术语
和定义；第二种方式是对以往相关标准中已有的术语根据具体工作的需要改写定义；第三种方式是根据
标准的范围自己编写定义。
8.7.3 术语的选择
在标准的适用范围内，当不对术语进行定义，其含义会引起误解或产生歧义时，才有必要对术语进
行定义。术语选择要求如下：
a) 在标准范围限定的领域内的术语；
b) 在标准中多次使用；
c) 标准中已经使用的概念或者有助于理解这些定义的附加概念；
d) 尚无定义或需要改写已有定义的术语。
8.7.4 工作流程
8.7.4.1 根据标准的适用范围，所对应的专业领域，初步确定收集资料的范围。
8.7.4.2 采集和记录相关标准、百科全书、专业教材、期刊等材料中的术语数据，建立术语和定义表。
8.7.4.3 对术语和定义表进行筛选评价，初步确定术语和定义，进行校验（术语的定义应能在语境中
替代相应的术语），经标准研讨会和审查会最终确定术语和定义。
8.7.5 引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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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的表述形式是：引导语+术语条目（清单）。因此，在给出具体的术语和定义之前应有
一段引导语：
a) 仅仅标准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时，使用：“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 其他文件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也适用时，使用“…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c) 仅仅其他文件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时，使用“…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8.7.6 编排
在引导语后另起一行列出条目，在其下另起一行编写术语（如有同义词或近义词也要另起一行），
术语后面要填写英文名称，在另起一行编写定义。
示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规范 specification
规定产品、过程或服务需要满足的要求的文件。
8.8 附录（可选要素）
8.8.1 标准的附录分为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两种，前者是对标准正文要求的补充或细化，在标准
中的作用与标准正文相同；后者是有助于对标准理解的附加信息，不能有规范性要求，不应有要声明符
合标准而应遵守的条款。
8.8.2 如需要设置附录，应在标准的正文中提及附录，不在标准前言中提及。
8.8.3 附录的编写要求如下：
规范性附录应通过下述方式加以明确：
1） 条文中提及时的措辞方式，例如：“符合附录 A 的规定”、“按附录 C 的规定等”；
2） 附录性质应在目次中附录名称后面标明，在附录正文部分的附录编号下方标明。
b) 资料性附录通常对标准中重要规定的依据和对专门技术问题的介绍；标准中某些条文的参考性
资料；正确使用标准的说明、示例等。应通过下述方式加以明确：
1） 条文中提及时的措辞方式，例如：“参见附录 B”；
2） 附录性质应在目次中附录名称后面标明，附录正文部分的编号下方标明。
a)

8.9 参考文献的要求（可选要素）
8.9.1 要求
当需将被引用的文件列出时，应在标准的最后一个附录之后设置参考文献，并且将资料性引用的所
有文件列出，在文献清单中的每个参考文献前的方括号中给出序号。参考文献中如果列出国际、国外标
准或其他国际、国外文献，则应直接给出原文，无须将原文翻译后给出中文译名。
8.9.2 范围
参考文献可列出下列文件：
a) 标准起草过程中依据的文件；
b) 标准条文中提及的文件；
c) 标准中注、图注、表注中提及的文件；
d) 标准中资料性附录提及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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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g)

标准中示例所使用或提及的文件；
标准中术语和定义所出自的文件；
不应列入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文件。

8.9.3 排列顺序
8.9.3.1
下：
a)
b)

列出国内标准。按标准级别国家标准在前，行业标准和国内有关文件依次排列，具体要求如

国家标准按照发布的顺序号排列；
行业标准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顺序依次排列，再按标准顺序号排列。

8.9.3.2 在国内标准之后，按 ISO 标准、IEC 标准、ISO 或 IEC 有关文件、其他国际标准以及其他国
际有关文件顺序排列。
a)
b)

在同一类标准中，也可参照上述的排列方式依次列出；
其他国际标准的排列顺序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顺序依次排列，再按标准顺序号排列。

8.10 索引的要求（可选要素）
8.10.1 要求
8.10.1.1 如果需要设置索引，则应用“索引”做标题，将其作为标准的最后一个要素。术语标准和
图形符号标准中都应编写索引。
8.10.1.2 在编写标准的索引时，需要注意索引的顺序不应和条文中章条次序或编号次序相一致
8.10.2 编写规则
8.10.2.1 索引一般以标准中的“关键词”作为索引对象，以关键词的汉语拼音顺序作为索引顺序，
并引出对应的章条、附录编号和（或）表的编号。
8.10.2.2 如需要索引的关键词较多，为了便于检索，可在汉语拼音首字母相同的关键词之前，标出
汉语拼音的首字母。
8.10.2.3 可根据索引中关键词的长短将索引编排成单栏或双栏。电子文本的索引自动生成。
8.10.2.4 术语标准的索引通常用“术语”作为索引对象，并引导出术语对应的条目编号，索引中的
术语和条目中的术语应具有相同的字体形式；
8.10.2.5 符号标准的索引通常用“符号的含义或名称”作为索引对象，并引出符号对应的编号或序
号。
8.10.2.6 术语标准和符号标准的索引除了包含中文索引以外，通常还包含相应中文的外文对应词索
引。
9 编制说明
9.1 基本要求
9.1.1 标准编制说明应在标准编制工作开始时编写，随着研制工作的开展及时补充相关内容，不应最
后阶段临时补写。
9.1.2 编制说明应重点编制的内容包括：标准的主要工作过程，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主要试验验证或调研情况（必要时可单独附试验验证报告或调研报告），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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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推荐性标准编制说明
主要包括十方面内容：
a)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 任务来源主要是应说明标准列入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或国土资源标准制修订计划的情况；
2) 主要工作过程应按照工作的先后顺序，说明在编制过程中开展的调研、会议等各项工作内
容和取得的认识或收获。
b)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1) 标准编制原则除了根据标准本身特点确定的编制原则外，应根据标准的类别是管理类的标
准体现出管理的实践，技术标准体现出技术进步；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主要包括采用试验验证后得出的结论、广泛调研的总结等等；
3) 对于是修订的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一定要是主要的技术内容变化。
c)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对于许多标准的内容
确定的依据大多是试验验证或广泛调研，除了在 b）中要描述主要工作和取得的结论外，还需
要单独编制试验验证报告或调研报告，同时应该明确标准实施后的预期效果。
d)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
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对照《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和表 2-6 中的基础性
标准的要求，确定是否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明确和国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或与
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e)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明确标准的内容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中有关规定的关系，原则上应保持一致，如有矛盾、交叉应说明原因。
f)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在起草阶段不需要编写此部分，应随着标准征求意见、审查
等工作的开展逐步补充完善。
g)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应将标准约束的对象与强制性标准所对应的五个正
当理由去比较，如符合就是强制性标准，如不符合就是推荐性标准。
h)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主要指的是标准发
布后如何进一步促进其有效实施的措施或办法等。
i)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如标准是修订或整合修订的，标准发布实施后，就需要代替一个或
几个标准。
j)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9.3 强制性标准编制说明
主要包括九方面内容：
a)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 任务来源主要是应说明标准列入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或国土资源标准制修订计划的情况；
2) 主要工作过程应按照工作的先后顺序，说明在编制过程中开展的调研、会议等各项工作内
容和取得的认识或收获。
b)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1) 标准编制原则除了根据标准本身特点确定的编制原则外，应根据标准的类别是管理类的标
准体现出管理的实践，技术标准体现出技术进步；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主要包括采用试验验证后得出的结论、广泛调研的总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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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g)
h)
i)

3) 对于是修订的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一定要是主要的技术内容变化。
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明确标准的内容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中有关规定的关系，原则上应保持一致，如有矛盾、交叉应说明原因。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在起草阶段不需要编写此部分，应随着标准征求意见、审查
等工作的开展逐步补充完善。
强制的理由，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应说明标准约束的对象符合强制性标准所对应的五个正当
理由。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主要指的是标准发
布后如何进一步促进其有效实施的措施或办法等。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如标准是修订或整合修订的，标准发布实施后，就需要代替一个或
几个标准。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0 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10.1 要求
10.1.1 应编制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格式见附录 D。
10.1.2 标准征求意见处理涉及到多次意见的处理，单独编制表格，并按照先后顺序编排。
10.1.3 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中应按照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的顺序排列，对于文本的意见应按照标准
文本中标准章条编号的出现顺序排列。
10.2 意见处理
处理意见内容分以下五种情况：
a) 采纳，不需要说明理由；
b) 部分采纳，在备注中对不采纳的部分说明；
c) 不采纳，在备注中说明不采纳的理由或根据；
d) 待试验后确定，在备注中说明安排的试验项目和试验要求以及工作计划；
e) 由标准审查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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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矿产勘查规范整体框架构成
A.1 金属矿产勘查规范框架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勘查的目的任务
3.1 预查
3.2 普查
3.3 详查
3.4 勘探
4 勘查研究程度（均分预查、普查、详查和勘探四个阶段编写）
4.1 地质研究
4.2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研究
4.3 矿石质量研究
4.4 矿石选（冶）技术条件
4.5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5 勘查控制程度
5.1 勘查类型的确定
5.2 勘查工程间距的确定
5.3 工程布置
5.4 矿床控制程度
6 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
6.1 测量工作
6.2 地质填图
6.3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
6.4 物探、化探工作
6.5 探矿工程
6.6 样品的采集、加工和测试
6.7 地质编录、资料综合整理研究和报告编写
7 可行性评价
7.1 概略研究
7.2 预可行性研究
7.3 可行性研究
8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及类型
8.1 分类依据
8.2 类型
9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
9.1 工业指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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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矿体圈定
9.3 方法选择
9.4 参数的确定
9.5 分类结果表
附 录 A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表
附 录 B 矿床主要工业类型
附 录 C 主要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
附 录 D 矿床资源储量规模划分
附 录 E 矿床勘查类型条件及工程间距确定
附 录 F 矿床工业指标
附 录 G 矿体圈定
附 录 H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选择
附 录 H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的确定
注：
（1）框架中的章、一级条、二级条和附录的设置可根据具体对应的矿种地质勘查工作的特点做适
当调整。如稀有金属、稀土和砂矿中可增加重砂内容。
（2）在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部分，根据以往地质资料对可能伴生有放射性矿产的需要在勘查工作
内容补充放射性检查。
（3）对于稀土、稀有金属等特殊的矿产资源可将矿物、元素的性质和用途，精矿的质量指标作为
资料性附录。
A.2 非金属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提纲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勘查的目的任务
3.1 预查
3.2 普查
3.3 详查
3.4 勘探
4 勘查研究程度（均分预查、普查、详查和勘探四个阶段编写）
4.1 地质研究
4.2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研究
4.3 矿石质量研究
4.4 矿石选矿和加工技术条件
4.5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5 勘查控制程度
5.1 勘查类型的确定
5.2 勘查工程间距的确定
5.3 工程布置
5.4 矿床控制程度
6 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
6.1 测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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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地质填图
6.3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
6.4 物探、化探工作
6.5 探矿工程
6.6 样品的采集、加工和测试
6.7 岩矿石物理技术性能测试
6.8 地质编录、资料综合整理研究和报告编写
7 可行性评价
7.1 概略研究
7.2 预可行性研究
7.3 可行性研究
8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及类型
8.1 分类依据
8.2 类型
9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
9.1 工业指标的确定
9.2 矿体圈定
9.3 方法选择
9.4 参数的确定
9.5 分类结果表
附 录 A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表
附 录 B 矿床主要工业类型
附 录 C 主要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
附 录 D 矿床勘查类型条件及工程间距确定
附 录 E 矿床工业指标
附 录 F 矿体圈定
附 录 G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选择
附 录 H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的确定
注：
（1）框架中的章、一级条、二级条和附录的设置可根据矿种地质勘查工作特点做适当调整。
（2）在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部分，根据以往地质资料对可能伴生有放射性矿产的需要在勘查工作
内容补充放射性检查。
（3）鉴于部分非金属矿产矿床规模小等原因，矿床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是否作为附录可根据矿种特
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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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相关的国际标准分类法
表B.1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相关的国际标准分类法（ICS）表
一级分类代码、

二级分类

名称及说明

代码

二级分类名称

73.010

采矿和矿产品综合

73.020

采矿和挖掘

说

明

包括勘探、开采、开发、矿床回采、钻井、矿井建造、采
矿作业、矿产品加工等

73 采 矿 和 矿 产
品

73.040

煤

煤制品，见 75.160.10

73.060

金属矿

铀矿，见 27.120.30

73.060.01

金属矿综合

73.060.10

铁矿

73.060.20

锰矿

73.060.30

铬矿

73.060.40

铝矿

73.060.99

其他金属矿

73.080

非金属矿

包括云母、荧石、宝石和宝石类矿石等

73.100

采矿设备

易爆环境用电气设备，见 29.260.20

73.100.01

采矿设备综合

73.100.10

巷道掘进和敷设管道设备

73.100.20

通风、空调和照明设备

73.100.30

钻井和挖掘设备

73.100.40

牵引和起重设备

73.100.99

其他采矿设备

73.120

矿产加工设备

73-010

采矿和矿产品综合

包括海底采矿设备；石油工业的钻井设备，见 75.180.10

包括磨碎、筛分、分离、浮选和精选等设备

注 1：固体矿产勘查规范总则、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石油天然气储量分类、术语、固体矿产原始编录、报告编制等基础
性标准入 73.010。
注 2：其他类别请对照表中的对应类别即可。

26

DZ/T XXXXX—XXXX
C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相关的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
表C.1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相关的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CCS）表
二级类代码及名称 三级类代码及名称

说明

D00 标准化、质量管理

标准化工作法规、导则，质量监督法规、导则，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等。

D01 技术管理

技术文件管理，能源管理，设备、工具管理等。

D04 基础标准与通用方法 术语、符号、取样、制样方法，矿产品种与分级等。
D07 计算机应用
D00/09 矿业综合

D08 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
D09 卫生、安全、劳动保 矿山安全标志，防火、灭火，矿山净化，瓦斯预测、抽放及爆炸处理等。
护

矿山防爆灯入 K35。

D10 地质矿产勘察与开发 术语，符号，分类，区域地质调查，地形测量，编图，质量规范等。泥浆

D10/19 地质矿产勘
察与开发

综合

入此。

D11 固体燃料矿产勘察

煤矿、油页岩普查勘探规范等。

D12 金属矿产勘察

金属矿、放射性矿普查勘探规范等。

D13 非金属矿产勘察

非金属矿普查勘探规范等。

D14 水文地质勘察

水文地质、地热资源普查勘探规范，区域工程地质调查，编图等。

D15 采矿

各矿种采矿规范等。

D16 选矿

实验室矿物分选、矿山生产选矿规范等。煤炭筛选、洗煤规范入此。

D20 固体燃料矿综合

术语，符号，分类，取样、制样方法等。

D21 煤炭分析方法

分析、测定、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D24 炼焦、化工、建材用 冶金煤、铸造焦、合成焦、水泥窑、电石用煤等。
D20/29 固体燃料矿 煤
D26 煤岩
D28 油页岩
D30 黑色金属矿综合

术语，取样、制样方法等。

D31 铁矿

原矿石、精矿等。硫铁矿入 D51。

D32 锰矿

原矿石、精矿等。

D33 铬矿

原矿石、精矿等。

D40 有色金属矿综合

术语，分类，取样、制样方法，通用分析方法等。

D30/39 黑色金属矿

D40/49 有色金属矿 D41 轻金属矿
D42 重金属矿

钠、镁、铝、钾、钙、锶、钡等原矿石及精矿。
钴、镍、铜、锌、镉、锡、锑、汞、铅、铋等原矿石及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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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矿产资源储量标准相关的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CCS）表 (续)
二级类代码及名称 三级类代码及名称

说明

D43 稀有金属矿

稀有轻金属、高熔点金属、分散金属、稀土金属、放射性金属等原矿石及精矿。

D45 放射性金属矿

钋、镭、锕、钍、镤、铀等原矿石及精矿。

D46 贵金属矿

钌、铑、钯、银、锇、铱、铂、金等原矿石及精矿。

D47 非金属矿综合

术语，分类，取样、制样方法，通用分析方法等。

D51 化工原料矿

硫铁矿、自然硫、磷矿、钾盐、钾长石、明矾石、硼矿、芒硝、硝石、天然碱、
镁盐、碘、溴、砷、重晶石、毒重石、海绿石、蛇纹石等。盐矿（岩盐、池盐、
井盐）入 X37，化工、冶金用石灰岩入 D53。

D52 冶金辅助原料矿

白云石、菱镁矿、高铝矿（蓝晶石、红晶石、硅线石、蓝线石、水铝石）、萤
石、铁钒土、铸型用砂等。

D53 建材原料矿

云母、石棉、高岭土、石墨、石膏、滑石、石灰岩、泥灰岩、凝灰岩、硅石（石
英沙石、石英岩、脉石英）、长石、大理岩、花岗岩、片麻岩、辉绿岩等。天

D50/59 非金属矿

然沥青入 E43。
D54 粘土、轻质材料非金 砖瓦粘土、铸型用粘土、耐火粘土、玄武岩、珍珠岩、松脂岩、黑曜岩、蛭石、
属矿

硅藻土、膨润土等。

D58 特种非金属矿

压电水晶、熔炼水晶、光学水晶、冰洲石、光学萤石、压电电器石、金刚石、
蓝石棉等矿产品。

D59 其他非金属矿

冰晶石、刚玉、黄玉、石榴石、天然油石、宝石、彩石、矿物颜料（赫石、蓝
铁矿）等矿产品。地下水气资源入此。地蜡入 E42。

D80/89 地质勘探设 D80 地质勘探设备综合
备

术语、符号、测试方法等。

D81 地质勘探设备

地质勘探用钻机、泥浆泵、提升工具、打捞工具、钻具、扭卸工具等。

D82 地球物理勘探设备

电法、磁法、重力法、地震法、测井法、放射性法勘探用设备以及泥浆，钻孔
测量用的仪表等。

D84 地质化学勘探设备
D90/99 矿山机械设 D90 矿山机械设备综合
备

测录仪、矿物介电分离仪、岩矿现场综合分析仪等。
术语，分类，通用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D94 破碎、粉磨设备

矿用破碎机、磨矿机等。

D95 筛分设备

矿用振动筛等。

D96 洗选设备

重力选、浮选、磁选、脱水、分级、干燥设备等。

E00/09 石油综合 E00 标准化、质量管理

标准化工作法规、导则，质量监督法规、导则，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等。

E10/19 石油勘探、 E10 石油勘探、开发与集 术语、通用方法等。
开发与集输

输工程综合
E11 石油地质勘探

油、气田普查勘探规范，地质构造分类方法，地质实验、勘探测井方法，油、
气田评价等。

E12 石油开发

油气田贮量计算，油气、水井下动态分析，井网设计，采收率提高岩心分析、
试验方法等。

注 1：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石油天然气储量分类、术语、固体矿产原始编录、报告编制
等基础性标准入 D00/D09 中对应类别，其他标准根据从表中找到的对应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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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表D.1 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项目名称：
负责起草单位：
序号

承 办 人：
电
话：

标准章条编号

页

第
年

意见内容

注1：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

提出单位

月
处理意见

页
日填写
备注

个；

注2：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注3：收到《征求意见稿》回函并有意见的单位数:
注4：没有回函的单位数：

共

个；
个；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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