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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规范” 

编制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多金属硫化物是深海大洋中重要的矿产资源之一，该类矿产资源不仅资源量

巨大，而且极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商业开发，凸显其商业价值。因此，进行

大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查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和潜在经济价值。目前，美、日、英、

法、俄和中等国，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均积极开展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调查，

发现了硫化物成矿相关的热液喷口、热液硫化物矿石、矿化蚀变岩石以及沉积物

地球化学异常区及矿物异常区，显示了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良好的找矿前景。 

2011 年，经国际海底管理局批准，我国在西南印度洋获得了 10000km2 多金

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使我国成为国际海底多金属硫化物商业勘查的最早的成员

国之一。今后十年，将是我国进行大洋多金属硫化物探矿与勘探的关键十年，我

们一方面需履行我国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的“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区”

勘探合同，同时还急需寻找新的勘探区块，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围地圈矿国际形势。 

我国的海底硫化物勘查已进入关键时期，2014 年 9 月，在中国大洋协会组

织讨论下，通过了《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一般勘探工作规划》，对多

金属硫化合同区的勘查工作阶段划分、各阶段工作目标、技术路线和相应的勘探

技术方法等提出了纲领建设。但大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探毕竟是一项新型任务，具

有与陆地及海洋其他矿物不同的特征，国内外均没有相应的勘探标准。各勘探阶

段的工作部署、勘查技术方法配置等尚缺乏充分的依据，从而大大增大了勘查工

作的盲目性，影响了勘查工作的科学性和效率。 

通过对海底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区勘查技术和方法的综合研究，汲取陆地矿产

资源勘探技术和方法的经验，针对海底资源勘探的特殊性，编写大洋多金属硫化

物资源勘查规范，可以统一国内勘查人员对于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工作的

认识，整合国内调查资源；同时填补国际上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规范的空

白，提升我国在国际大洋硫化物资源矿产勘查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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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简况(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2.1 任务来源、计划项目编号，标准负责起草和参加起草的单位 

本标准任务来源为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计划项目编号为

20184574-T-418。 

此次编制的《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规范》标准的负责起草单位为*****。 

2.2 主要工作过程 

******及其他参与编写单位获准承担《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规范》的

标准编制任务后，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起草小组讨论形成了标准的结构框架、

关键技术和标准适用范围，对标准编制的各环节和时间节点进行了统筹安排。起

草小组广泛收集相关资料、调研和技术研讨，起草标准文件，形成标准征求意见

稿并根据征求的意见对标准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现已形成送审稿。 

（1）2017 年 11 月，成立标准项目申报小组，进行标准编制项目申报。 

（2）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调研、资料收集，规划标准组织结构。 

（3）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8 月，编制标准初稿。 

（4）2018 年 8-12 月，立项评审阶段技术指标验证阶段。 

（5）2019 年 1 月-2019 年 5 月初，完成标准草案和标准编制说明。 

（6）2019 年 6 月，开展了标准草案和标准编制说明内审。 

（7）2019 年 6 月-2020 年 5 月，标准草案和标准编制说明修改和完善。 

 

2.3 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写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 符合性：本标准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2) 适用性：本标准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及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特征，在广

泛调研了国内外矿产勘查相关规范、标准、案例及目前我国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

源勘查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了适用于我国现实所需的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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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保证本规范方法适用于我国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工作。 

(3) 目的性：以规范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工作为目的，实现大洋多金

属硫化物资源勘查工作的标准化和国际化。 

(4) 协调性：本标准与相关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5) 先进性：本标准编制期间，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矿产勘查的规范、标准、

文献等，并紧跟国际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结合我国目前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

源勘查工作进展，完成了本标准的编制，在确保适应性的基础上，同时保证标准

方法的先进性。 

3.2 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标准总体框架的确定 

本标准编写组综合考虑了我国海洋行业具体需求、现有技术基础、方法的普

适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以及国内外现行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先进性，确定本规

范，并确定本规范的总体框架包括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的阶段目标任务、

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可行性评价、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等方

面等。 

(2) 勘查阶段的划分 

矿产勘查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效益的活动。大洋多金属硫化物矿床作

为一种新的勘查对象，其勘查工作具有 1）对矿床的认识程度低；2）技术装备

不成熟；3）工作条件差；4）受国际海底勘探规章、外交等制约；5）环境压力

大；等特点。 

因此大洋多金属硫化物矿床勘查制约因素更多，难度更大、投入更多，因此

风险也更大，是名符其实的“风险勘查”。为了增强勘查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有效控制风险，国内外都将分阶段管理作为勘查工作管理的主要模式，也就是按

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渐缩小矿产勘查范围，不断提高研究程度，以减少投资风

险，提高勘查工作效果。每缩小一次勘查区，就进入一个新的勘查阶段。新阶段

的工作在老阶段工作区范围内一个更小的、更有利的工作区内进行。对每一个勘

查阶段，都要设置明确的勘查工作范围、勘查任务和工作程度要求。 

通过国内外相关资料、标准实例及我国大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查工作实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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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中脊硫化物勘查工作划分为资源调查（Resource reconnaissance）、一般勘探

（General exploration）、详细勘探（Detail exploration）三个阶段，一般分阶段

循序进行,并根据需要提交相应阶段的勘查报告（或阶段工作总结）；结合勘查

区海上及海底工作条件、地质条件和相关管理规定，也可合并阶段开展勘查工作。

依据具体情况，可开展专门或专项勘查工作。总结各阶段工作目的任务如下： 

1）资源调查阶段 

资源调查阶段可按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远景调查和探矿三个不同步骤进行，

亦可根据实际情况合并。 

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在收集区域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资料和典型矿床

（矿化点）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成矿规律研究，预测并圈定找矿远景区，估算潜

在的资源量。  

远景调查：在资源潜力评价的基础上，开展以物化探为主的调查工作，辅之

少量地质采样和区域性面积性矿产调查工作，积累异常与矿化信息，在远景区中

圈定探矿区。 

探矿：在远景调查圈定的探矿区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海上调查工作及地质

研究，分析成矿条件，确定可能的矿床赋存部位，圈定矿化异常，确定一般勘探

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致圈定矿体，估算推断的资源量（Inferred Resource），

并进行开采技术条件、环境基线和概略研究等工作。 

2）一般勘探 

在综合分析、系统研究区内已有各类地质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源调查阶段所

提出的一般勘探区，采用各种勘查方法、手段及系统取样工程。通过综合研究，

确定成矿有利地段，基本查明矿区内构造、岩浆岩、沉积物的地质特征，圈出矿

体（化）地段。基本控制矿体的数量、规模、形态、产状，基本确定矿体的连续

性，基本查明矿石物质组成及质量特征，基本查明矿石的选冶技术性能或开展必

要的可选性实验，大致查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对一般勘探区内的矿体加以控制、

估算标示的资源量（Indicated Resource），并通过预可行性研究，做出是否具有

工业价值的评价，圈出详细勘探区范围。 

3）详细勘探 

在一般勘探工作的基础上，对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详细勘探区，通过加密各

种采样工程及采用其他技术方法，详细查明构造、岩浆岩、沉积物特征、控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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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总体分布范围及主要矿体规模、形态、产状，基本确定矿体的连续性，详细

查明矿石的物质组成、矿石质量、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和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对可供综合利用的共伴生矿产进行相应的综合评价，估算测定的资源量

（Measured Resources），并进行可行性评价，确定矿床是否具有工业价值及能否

开发利用，推荐矿山开采范围，为矿山建设提供依据。 

(3) 勘查工程间距确定 

矿产勘查的目标是工业矿体，矿体包括矿石品位、矿体厚度、形态、规模、

产状、矿体内部结构构造等参数，这些参数对矿床的勘查及开发工作有重要的影

响。如果矿体是一个均质体，即矿体的各个参数没有变化或变化很小，那么矿床

勘查及矿山地质研究工作就很简单，只要在很少的地方对矿体参数进行观察、测

量、取样，就可以很准确的确定各个参数的平均值，并可代表矿体的真实情况。

但是自然界中几乎任何矿体的形态、产状、厚度及品位等的变化都是不均匀的，

前亦述及，大洋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矿体各参数的变化也是不均匀的。如果这些参

数随着其空间位置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异，且变化具有随机性时，只有增加观

察、测量、取样的数量，才能更准确的决断各矿体参数的变化情况。但这样一来，

必然会增加勘查的工程量和勘查经费，影响勘查的经济效果。否则会影响勘查精

度，使勘查误差加大。 

因此，矿体变化性与勘查精度（勘查工程间距）之间，有着紧密的相关关系，

是决定每个具体矿床的勘查难易程度，勘查精确程度和勘查经济效果的基本客观

条件。要达到勘查精确程度与和勘查经济效果的协调，就需要确定相对合理的勘

查工程间距。根据国内外相关规范，案例及我国大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查工作实践，

总结勘查工程间距确定原则如下： 

1）依据不同的勘查阶段要求，确定勘查工程间距。 

2）资源调查阶段因工程数量难以确定，工程间距可不作具体要求。 

3）矿体的圈定应有足够的地球物理（电法）资料及钻探验证为依据； 

4）获得标示的资源量（Indicated Resource）和测定的资源量（Measured 

Resource）的工程间距应根据矿体的规模及复杂程度，由“合资格人员”充分论证

后确定。 

5）充分考虑硫化物矿床的矿石类型、自身的地质特征，影响矿床勘查难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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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矿体规模、类型、构造以及矿石有用组分等主要地质因素布设勘探工程。 

6）当矿床是由多个硫化物矿体类型组成时，应以主要类型的矿体（占 70%）

为主；当矿床规模较大时，可按不同地段的地质变量特征，分矿体确定勘探间距。 

(4)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根据矿产资源量与矿石储量报告规范（JORC 规范），“矿产资源量”是指富集

或赋存于地壳中具有经济意义的固体物质，其形态、品位（或质量）及数量具有

最终经济开采的合理预期。矿产资源量的位置、数量、品位（或质量）、连续性

及其它地质特征根据取样等特定的地质依据和认识得以确信、估计或解释。因为

勘查工作的阶段性，不同勘查阶段对矿床的控制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阶段

所取得资源量的可靠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需要按不同的可靠程度进行分类。矿产

资源量按地质可靠程度的提高，可分为推测的、标示的和确定的三个级别。 

“矿石储量”是确定的和/或标示的矿产资源量中的经济可采部分。它包括其

开采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矿石损失和贫化，并且通过预可行性研究或可行性研究确

认这些损失和贫化是合适的，可行性研究要考虑技术、经济、环境、法律等因素

（图 1）。因为勘查工作的阶段性，以及可行性研究时所考虑的因素不同，矿石

储量也要按不同的程度进行分类，分为可信储量和证实储量两个级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矿产勘查的最主要产品是矿产资源量和矿产储量，它们

在市场上通过投资、购买、兼并、抵押等形式流通。同所有的市场产品需要有产

品标准一样，矿产资源储量也应该有其产品标准，使同一类产品具有同样的技术

规格，这样得到的资源量和储量就具有了投资意义、管理意义、市场意义和法律

意义。 

从投资的角度讲，不同的资源储量类型是不能等同看待的，有的类型具有当

前开发利用价值，极少投资风险；有的类型尚不具备当前投资开发利用价值，具

有较高甚至极高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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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勘查结果、矿产资源量和矿石储量之间的一般性关系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在企业层面，这种管理意义表现在它们属于企业资产管

理范畴。对矿业公司来说，资源量、储量是最主要的资产，而不同类型的资源储

量其资产的价值是极不相同的。一般说来，矿业企业应尽可能地增加高级别的资

源储量类型的数量，以迅速提升企业当前的资产规模；同时要尽可能扩大低级别

资源量的数量，以期提升企业的远景资产规模。也就是说，各种资源储量类型，

有的是为企业的当前发展奠定资产基础，有的是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资产基础，

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十分重视对矿产资源储量进行资产管理，将此作为矿业公司经

营管理的根本。 

各种资源储量类型既然是通行于市场的产品标准，政府将对这类标准进行规

范，从而具有了法律意义。这些符合要求的资源量储量为各国证券交易和商业银

行所承认，可以在股市筹资和向银行贷款。此外，当企业与企业之间或企业与政

府管理部门之间，在矿业权市场流通和管理中出现纠纷时，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

保护投资者、出让者或经营者的利益，但前提是，这些资源量、储量的估算必须

符合相应的分类标准。 

因此，矿产资源/储量的划分是矿产勘查工作的重要内容。按照国际惯例，

将大洋多金属硫化物矿产资源/储量划分为 5 个类型。 

推断的资源量（Inferred Resource）：是资源量中的那么一部分，其吨位、品

位和矿物成分可以通过一个低水平的置信度予以估计。推断的资源量是通过地质

证据推断的，具有假定的（assumed）但未核实地质的和／或品位的连续性。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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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推断的资源量的依据是通过从位于露头上或探槽、采坑、坑道和钻孔中用合适

的技术获取的信息，这些工程数量有限，具有不确定的质量和不确定的可靠性。

主要在探矿阶段估算； 

标示的资源量（Indicated Resource）：是矿产资源量中的那么一部分，其吨

位、密度（体重）、形态、物理特征、品位和矿物成分能够以合理的置信度进行

估计。估计标示的资源量的依据是勘探工作、取样和化验资料，样品是在露头上

或探槽、采坑、坑道和钻孔中用合适的技术采取的。对于确认地质的和/或品位

的连续性来说，标示的资源量使用的工程间距显得过大或部署不合理；但对假定

其连续性来说，其间距是足够小且符合要求的。主要在一般勘探阶段估算。 

测定的资源量（Measured Resource）：是矿产资源量中的那么一部分，其吨

位、密度（体重）、形态、物理特征、品位和矿物成分能够以高的置信度进行估

计。估计测定的资源量的依据是详细的和可靠的勘探工作、取样和化验资料，样

品是在露头上或探槽、采坑、坑道和钻孔中用合适的技术采取的。要求测定的资

源量使用的工程间距很小，足以确定地质的和品位的连续性。主要在详细勘探阶

段估算。 

可信储量（Probable Reserve）：是标示的矿产资源量、在某些情况下是测定

的矿产资源量中的经济可采部分。可信的矿石储量是在完成合适的评价和研究后

确定的，即在考虑针对现实而假定的采矿的、冶金的、经济的、市场的、法律的、

环境的、社会的和政府的因子的基础上，对测定的矿产资源量进行分析和修改后

获得的。这些评价论证表明，在编制报告的时刻，采掘被认为是合理可行的。 

证实储量（Proved Reserve）：是测定的矿产资源量中的经济可采部分。证实

的矿石储量包含在采矿过程中混进来的贫化物质和因损失而减少的部分。证实的

矿石储量是在完成合适的评价和研究后确定的，即在考虑针对现实而假定的采矿

的、冶金的、经济的、市场的、法律的、环境的、社会的和政府的因子的基础上，

对测定的矿产资源量进行分析和修改后获得的。这些评价论证表明，在编制报告

的时刻，采掘被认为是合理可行的。 

(5) 报告编写 

矿产勘查公开报告是指为了向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及其顾问提供勘查结果、

矿产资源量或矿石储量方面的信息而编制的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年度和季度

报告、新闻发布、信息备忘录、技术文件、网站发布和公开展示）。因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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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具备真实性和兼容性两个特点，真实性是指报告所披露的勘查信息必需是客

观真实的，兼容性是指报告所披露的矿产资源量和矿产储量与国际共识相兼容，

这样才能有利于矿产勘查结果在市场流通。通过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规范的学习及

我国大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查工作实践，确定了大洋多金属硫化物矿产勘查报告编

写规范及要求。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按照本规范的条款要求，组织实施了西南印度洋中脊合同区、东太平洋海隆

和南大西洋中脊等区域的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工作。在这些区域实施了远景调

查阶段的工作，发现了西南印度洋中脊“龙旂 1 号”热液区，东太平洋海隆“鸟巢”

热液区和南大西洋“驺虞１号”热液区。并在西南印度洋合同区取得了系统全面的

勘查资料。 

在西南印度洋合同区部分区域实施了一般勘探阶段工作，其中在玉皇热液区

圈定了 2 处矿化区，并圈定了硫化物矿体；在断桥热液区和龙旂热液区也分别圈

定了硫化物矿体，并初步估算了矿产资源量。同时获得了较为详细的勘查资料。 

经过以上勘查工作全面验证了规范编写条款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验证结果来

看，满足规范编写要求。 

本规范所中规定的大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查方法具有适用性强，与国际标准接

轨等优点。统一了国内科研人员对于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工作的认识；填

补国际上大洋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查规范的空白，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大洋硫化物

资源矿产勘查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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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前期调研资料，尚未发现同类标准。 

 

六、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无相悖之处。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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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建议 

推荐性行业标准。 

九、贯彻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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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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