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0215－2002）（以

下简称现行规范）实施以来，与该规范配套使用的规

范、规定、通知、办法相继开始实施，技术人员对现行

规范、规定、通知、办法有不同的理解，在报告编制中

存在着许多困惑。 本人结合现行规范以及煤炭资源

储量报告评审、备案工作中发现的常见问题，与同行

探讨，提出注意事项，以期提高报告质量。

1 矿权范围与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1.1 矿权范围

储量报告必须依据有效的矿权证编制。 矿权范

围分为采矿许可范围、勘查许可范围、划定矿区范围

或矿业权设置方案。采矿许可范围、划定矿区范围或

矿业权设置方案是三维的， 其范围用拐点坐标和标

高表示，勘查许可范围是二维的，只有平面范围。 报

告中的矿权设置部分应详细说明矿权证上载明的项

目名称、拐点坐标和标高等内容。
1.2 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资源储量估算必须在有效的矿权范围内进行。

储量报告必须明确煤炭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这是煤

炭资源储量登记统计的需要。 在登记统计煤炭资源

储量时要登记煤层的赋存范围， 而煤层的赋存范围

是三维的， 因此， 无论是采矿许可证还是勘查许可

证，资源储量估算范围都是三维的，包括平面范围和

标高范围，平面范围用拐点表示，以矿权证上载明的

拐点和标高为准。探矿许可证上没有载明标高，以实

际估算煤层赋存标高为准。
1.3 估算深度

关于资源储量估算的垂深，现行规范规定预查、
普查阶段资源储量估算的垂深一般为1 000m， 最大

不超过1 200m。在生产实际中一般也是这样做的，但

也有特殊情况，就是在具备开采条件的地区，可以估

算至垂深1 500m。
确定垂深起算点的一般做法是： 平原地区以地

面标高起算；丘陵、低山区以最低侵蚀基准面起算；
中、 高山区以含煤地层或主要含煤段出露的平均标

高起算。
1.4 矿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情况

现行资源储量备案制度只对查明的资源储量进

行备案， 因此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也只能是达到推断

的以上控制程度的范围， 不包括矿权范围内没有估

算资源储量的范围以及仅估算了预测的资源量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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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同时，要详细说明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外、矿权范

围内的资源情况以及没有算量的原因， 在没有算量

的范围内是否有工程控制或验证、 是否存在可采煤

层，报告对此必须要有明确的结论。

2 资源储量控制程度

2.1 基本线距

在旧规范中，用网度叙述工程控制程度，在现行

规范中，用钻探工程基本线距叙述工程控制程度。多

数报告叙述工程控制程度时的表述是：用 XXX 米的

网度圈定 331 资源量，是不确切的。工程控制程度只

是地质可靠程度，是资源储量类别划分条件之一，不

包括经济意义和可行性评价阶段。 规范的表述应该

是：探明的钻探工程基本线距是 XXX 米，控制的钻

探工程基本线距是 XXX 米。开采矿山巷道中煤厚测

量点也应作为工程控制点， 储量估算时应该采用其

煤层厚度值，在此情况下，可以表述为见煤点工程基

本线距。
2.2 控制程度

现行规范对探明的、 控制的资源量的基本线距

有明确要求， 对推断的资源量原则上没有系统工程

控制的要求。 在普查阶段一般按“控制的”钻探工程

基本线距扩大一倍，圈定“推断的”资源量。 《中国矿

业 权 评 估 师 协 会 矿 业 权 评 估 准 则 —指 导 意 见

CMV13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规

定“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原则上没有工程间

距要求，达到《总则》规定的稀疏工程控制即可。在普

查阶段，分布面积较大的层状矿床，可采用 2～3 倍

控制的工程间距（视矿床稳定程度）估算 333，以便

区别 334？ ”煤炭即为分布面积较大的层状矿床，因

此生产实际中可以采用该原则。
2.3 资源储量分类

现行规范将资源储量分为 3 大类 16 种类型，但

在报告中实际利用的一般只有 6 种类型， 即 111b、
122b、331、332、333、334？。资源储量类型是依据经济

意义、 可行性评价阶段和地质可靠程度 3 种因素确

定的。
钻探工程基本线距只能确定地质可靠程度，也

就是只能确定探明的、控制的和推断的资源量，现行

规范划分的资源储量类型还包括经济意义和可行性

评价阶段方面的内容。 有些报告没有考虑经济意义

和可行性评价阶段， 仅仅依据钻探工程基本线距来

确定资源类型，是不全面的，应该依据经济意义、可

行性评价阶段和地质可靠程度对资源储量进行分

类。

3 煤质分析

3.1 采样点

煤样的数量是指采样点的数量， 指每一独立煤

层的累计数。 采样点指采取煤样的地点，包括钻孔、
坑道、矿井、探槽以及自然露头等。 一个采样点可能

有一个至数个样品， 一般一个样品的代表长度应低

于 3m。 可采见煤点均应采取煤样。
3.2 煤质分析试验项目和数量

现行规范附录 F 对样品的种类、分析试验项目

和数量在不同的勘查阶段有不同的要求， 煤质分析

试验项目和数量应遵循现行规范的要求， 矿权人有

明确要求的，可以增加分析试验项目和数量。注明根

据需要确定测试数量的， 一般根据煤类、 用途来确

定，或由矿权人确定。
3.3 数据整理研究

要叙述数据的两极值和平均值， 叙述两极值的

目的是为了解该测试项目数据的变化范围， 单从平

均值不能看出该项目的变化情况， 最好配合等值线

插图和剖面变化曲线图来说明变化规律。 在等值线

插图中， 重点突出工业指标等值线、 质量分级等值

线、厚度分级等值线等。 例如最低可采厚度等值线、
原煤最高硫分等值线等。

该章的内容一般应包括：煤的物理性质、煤岩类

型、煤的化学性质、煤的工艺性能、煤的可选性、煤

类、煤的工业用途。

4 探采对比

核实报告要有探采对比一节。 探采对比的内容

在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写规定》（国土资

发〔2007〕26 号）的附录《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编写提纲》中有明确要求。
探采对比就是用生产实践检验勘查成果， 根据

矿山生产资料与最近报告就构造、煤层特征、煤质特

征、开采技术条件、勘查工作等 4 个方面进行对比。
通过对比， 对于上述内容是否有变化要有明确的结

论，用以说明本次核实报告采用的资料是可靠的。同

时可以验证勘查工作采取的方法、 手段和工程布置

是否有效、合理，总结经验，提高对该类矿床的认识，
指导找矿和生产。

5 资源储量估算

5.1 参与估算的煤层

可采煤层参与资源储量的估算， 可采煤层分为

全区可采煤层、大部可采煤层、局部可采煤层。 不可

采煤层， 是指在评价范围内其可采部分面积小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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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或者虽然占有一定的面积，但分布零星，不

便或不能被开采利用的煤层， 过去通常不估算其资

源储量。从节约保护资源和现实情况出发，不可采煤

层是否计量，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5.2 储量估算工业指标

工业指标有煤层厚度、最高灰分（Ad）、最高硫分

(St,d)和最低发热量（Qnet,d）4 项。根据煤类、煤层倾角和

开采方式确定本报告采用的工业指标。
5.2.1 煤层厚度

煤层厚度是指见煤点的采用厚度， 亦称煤的可

采厚度，用来评价煤层的可采性、稳定程度和估算煤

的资源储量。
煤层厚度的确定原则， 在现行规范中有明确规

定。有些报告将现行规范中的确定原则如数照搬，也

不管与现实情况是否吻合。应该根据生产实际情况，
是如何确定的，就照实表述。

报告应该充分利用井巷工程、槽探工程、煤层露

头揭露的煤层厚度资料。
5.2.2 最高灰分（Ad）

最高灰分（Ad）是指该煤层可采见煤点（或全层）
的灰分平均值。

可采见煤点的灰分是该见煤点的可采部分中各

煤分层的灰分和所有单层厚度不大于 0.05m 夹矸灰

分的加权平均值。
对于原煤灰分大于 40%的可采见煤点，若是个

别点时，应分析其形成的可能原因，可以合理取舍、
不予采用。
5.2.3 最高硫分(St,d)

最高硫分(St,d)是指该煤层可采见煤点（或全层）
的硫分平均值。

可采见煤点的硫分是该见煤点的可采部分中各

煤分层的硫分和所有单层厚度不大于 0.05m 夹矸硫

分的加权平均值。
对于原煤全硫大于 3%的可采见煤点， 若是个

别点时，应分析其形成的可能原因，可以合理取舍、
不予采用。
5.2.4 最低发热量（Qnet,d）

最低发热量（Qnet,d）是指该煤层可采见煤点（或

全层）的发热量平均值。
可采见煤点的发热量指该见煤点的可采部分中

各煤分层的发热量和所有单层厚度不大于 0.05m 夹

矸发热量的加权平均值。 以干燥基低位发热量作为

估算指标。
5.2.5 工业指标的采用

对灰分和发热量指标， 一般可优先考虑灰分指

标是否符合要求。当灰分指标符合要求时，可不考虑

发热量指标；当灰分指标超过规定指标时，以发热量

指标为准。在确定估算指标时，要避免确定的估算指

标不合理，从而造成煤炭资源的浪费或破坏。
现行规范对不符合工业指标的资源是否计量，

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生产中，过去和现在都有对煤

层厚度比规范规定的最低可采厚度小 0.10m 的、灰

分为 40%～50%的、 硫分大于 3%的予以计量 的 情

况。规范不禁止这种做法，因为符合国家鼓励合理开

发利用煤炭资源的政策，也对矿山企业有益。但由于

其不符合一般工业指标要求，将这部分资源量单列。
5.3 资源储量估算统计

报告应分全区、先期开采地段、分煤类估算统计

资源量，生产矿山的核实报告还应说明累计查明的、
累计消耗的、保有的资源量。

对于不稳定煤层以及构造复杂地区， 不能估算

探明的资源储量。
各阶段的比例要求，原则上由勘查投资者确定。

投资者无明确要求时，现行规范提出了建议。
先期开采地段探获的煤炭资源储量比例是否合

规，要考虑地质及开采条件、设计井型和资源量类型

比例。

6 资源储量变化

6.1 资源储量变化对比内容

资源储量的变化情况分两部分叙述。 一是与最

近报告备案的资源储量进行对比的变化情况， 二是

与申报的资源储量进行对比的变化情况， 包括总量

的变化和资源储量类别的变化。
6.2 与最近报告资源储量进行对比

要说明最近报告名称、备案时间、批准单位、文

号、备案的资源储量；说明本报告资源量估算范围与

最近报告的关系，包括包含、重叠、部分重叠；说明在

重叠范围内最近报告备案的资源储量， 本报告评审

通过的资源储量，两者的数量差。重叠范围是指在平

面范围和标高范围都相同的范围。
要详细说明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以及每种原因

引起的具体的变化量，一般的原因有：最近报告以来

的动用消耗量；经过进一步工作，可采煤层的数量、
厚度、分布范围、视密度有所变化；估算中有计算、统

计错误；两次估算采用的方法不同而产生差别等等。
同时，除要说明重叠范围外，还更说明本报告新增的

资源储量和最近报告剩余的资源储量。
注意， 与最近报告对比的资源储量只限于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已经批准或者虽未批准但已上表的资

源储量，不包括预测的、高硫煤等资源量。 如果该地

区未提交过经过备案的报告， 则本次报告获得的资

源量均为新增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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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可能涉及多个最近 报

告，应逐个与每一个最近报告进行对比。
6.3 与申报的资源储量进行对比

申报的资源储量指送审报告中估算的资源 储

量，评审通过的资源储量指经过评审会议、根据专家

意见修改后报告中估算的资源储量。
要说明申报的资源储量、 本报告评审通过的资

源储量，两者的数量差，并详细说明引起变化的具体

原因以及每种原因引起的具体的变化量。

7 煤层气综合评价

根据国土资源部 “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

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96 号）”
要求，煤炭探矿权人在依法取得煤炭勘查许可证后，
应对勘查区块范围内的煤炭和煤层气进行综合勘

查，完成勘查工作后，应提交综合勘查报告。因此，煤

炭资源储量报告应增加煤层气综合勘查评价一章。
编制该章依据的技术规范是 《煤、 泥炭地质勘查规

范》（DZ/T0215－2002）、《煤层气资源/储量规范》（DZ/
T 0216－2002）、煤 层 气 含 量 测 定 方 法（GB/T19559－
2008）和国土资发〔2007〕96 号文。

煤层气与瓦斯是有差别的。 煤层气是赋存在煤

层中以甲烷为主要成分、 以吸附在煤基质颗粒表面

为主并部分游离于煤孔隙中或溶解于煤层水中的烃

类气体，是气体能源矿产。瓦斯是作为对煤层开采技

术条件的内容来叙述的， 其成分包括甲烷、 二氧化

碳、氮气和其他烃类组分。
该章叙述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工作量，在几条勘

查线上的几个钻孔中采集了多少样品， 采样点的密

度是否符合现行规范要求；样品测试结果；估算预测

资源量。 做出是否具备地面规模化抽采和开发利用

前景的结论。煤层气和瓦斯的测试项目、数量在《煤、
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0215－2002）附录 B.4.3 和

附录 C 中是有明确要求的。

8 技术经济评价

勘查报告一般只做概略研究， 根据地质勘查资

料，在收集分析该矿产市场供需状况的基础上，类比

已知矿山，结合当地、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进行的。
对于正在开采的矿山，要提供最近三年矿山经营

的主要财务数据， 用来说明矿山企业的经营状况，作

为资源储量分类的依据。 盈利矿山，才能有经济基础

储量。财务数据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叙述，不

能用内部结算数据来说明矿山企业的财务状况。

9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9.1 核实报告的勘查程度

达到普查、详查、勘探程度的矿床和已经生产的

矿山均可以编制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有些资料时代

久远，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执行的规范、标准与现行

规范、标准不同，不能把现有资料简单的汇总在一起

就算一份核实报告， 现有的勘查资料要能满足编制

该核实报告目的的要求，否则应该补做勘查工作。
9.2 核实报告章节安排

2007 年，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固体矿产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编写规定》（国土资发〔2007〕26 号）的

通知中明确要求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的编写应遵

循 《固 体 矿 产 勘 查/矿 山 闭 坑 地 质 报 告 编 写 规 范》
（DZ/T0033－2002）的原则要求，后边有一个附录：固

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写提纲。 该提纲适用于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的编制， 但煤炭资源有

别于其他固体矿产，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比

较固定的报告格式，因此，在编制煤炭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时，既要遵循该提纲，又不能完全照搬该提纲。
例如，提纲中的矿床特征、矿体特征、矿石质量、矿石

类型和品级、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等内容在煤炭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中无法叙述，相对应的应该是煤层、煤

质，煤质部分包括煤的简易可选性实验。在煤炭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中，煤层、煤质部分是最重要的内容，
因此，应分两章重点叙述。

10 编制煤炭资源储量报告参照依据

① 《固 体 矿 产 资 源 /储 量 分 类》（GB/T 17766－
1999）
②《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5－2002）
③《煤层气资源/储量规范》（DZ/T 0216－2002）
④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写规定》（国

土资发〔2007〕26 号）
⑤关于全面实施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国

家 标 准 和 勘 查 规 范 有 关 事 项 的 通 知 （国 土 资 发

〔2007〕68 号）
⑥关于印发《〈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实施指导

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40 号）
⑦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准则-

指导意见 CMV13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

的确定》
⑧《煤层气含量测定方法》（GB/T 19559－2008）
⑨ 《地勘时期煤层瓦斯含量测定方法》（GB/T

23249－2009）
⑩ 《关于加强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

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9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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