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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世界“通用语言”，是“生产之法”。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

质量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标准化作用不断凸显，需求不断强劲，标准已

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亦成为自

然资源治理现代化的基石。

2022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重要回信精神，积极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

纲要》和自然资源标准化发展战略，不断加强标准化顶层设计，建设运行

“中国地质调查局标准研究中心”，制定印发《地质调查技术标准体系》，

研制发布实施地质调查标准 50 项，审查报批地质调查标准 58 项，标准信

息系统服务人数达 12.3 万，推动地质调查标准“走出去”等。标准化成

果丰富，内生动力增强，标准使用率和普及率大大提升，支撑引领地质工

作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

为及时总结 2022 年度地质调查标准化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编

制了《地质调查标准化年度报告（2022）》，旨在加强地质行业标准化工作

学习和交流，助推地质调查事业高质量发展。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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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报批发布情况一

1. 标准发布情况

2022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技术标准 50 项，其中，行业标准 47 项，地调局标准 3 项（图

1）；审查报批技术标准 58 项，其中，国家标准 12 项，行业标准 41 项，地调局标准 5 项（图 2），

为地质调查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022 年，地质调查行业标准发布 47 项。其中，制定 45 项，修订 2 项（表 1）。与 2021 年相

比，增加 20 项（图 3）。

图 1  地质调查发布标准分布图

表 1  2022 年发布行业标准一览表

图 2  地质调查报批标准分布图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制定/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1 汞蒸气测量规程 DZ/T 0003-2022 修订 物化探所等 

2 定向钻探技术规程（英文版） DZ/T 0054-2014（EN） 制定 
中国自然资源 

经济研究院等 

3 大地电磁测深法技术规程 DZ/T 0173-2022 修订 物化探所等 

4-6 
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动植物样品分析方法

（3 个部分） 
DZ/T 0253-2022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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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制定/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7 

区域地球化学样品分析方法  

第 35 部分∶金量测定 泡沫塑料富集— 

火焰原子荧光光谱法 

DZ/T 0279.35-2022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8 矿山环境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DZ/T 0392-2022 制定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等 

9-12 锶矿石化学分析方法（4 个部分） DZ/T 0393-2021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13-14 铀矿化学分析方法（2 个部分） DZ/T 0394-2022 制定 天津地调中心等 

15-17 硫铁矿矿石分析方法（3 个部分） DZ/T 0395-2022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18-20 镍矿石化学分析方法（3 个部分） DZ/T 0396-2022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21 

锡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钴、镍、铜、铌、

钽、铅、钍、铀和稀土元素含量的测定  

碘化铵除锡—封闭酸溶—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法 

DZ/T 0397-2022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22 
磷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稀土元素含量的测

定 混酸分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DZ/T 0398-2022 制定 武汉地调中心等 

23 固体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基本术语 DZ/T 0402-2022 制定 郑州综合利用所等 

24 地质仪器设备折旧标准 DZ/T 0403-2022 制定 水环中心等 

25 钻孔电磁波法技术规程 DZ/T 0404-2022 制定 物化探所等 

26 无人机航空磁测数据采集技术要求 DZ/T 0405-2022 制定 物化探所等 

27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技术规程 DZ/T 0406-2022 制定 物化探所等 

28 广域电磁法技术规程 DZ/T 0407-2022 制定 油气调查中心等 

29 侧扫声呐测量技术规程 DZ/T 0408-2022 制定 广州海洋局等 

30 陆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技术规程 DZ/T 0409-2022 制定 勘探技术所等 

31 地质钻探护壁堵漏技术规程 DZ/T 0410-2022 制定 勘探技术所等 

32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 

建设规程 
DZ/T 0411-2022 制定 水环中心等 

33-35 
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1∶250 000） 

（3 个部分） 
DZ/T 0419-2022 制定 天津地调中心等 

36 地下水采样技术规程 DZ/T 0420-2022 制定 水环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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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制定/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37 

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铼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DZ/T 0421.1-2022 制定 江苏省地质调查院等 

38-39 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2 个部分） DZ/T 0422-2022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40-42 土壤和沉积物有机分析方法（3 个部分） DZ/T 0423-2022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43-45 石墨矿化学分析方法 （3 个部分） DZ/T 0424-2022 制定 
河北省地质实验测试

中心等 

46-47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2 个部分） TD/T 1070-2022 制定 环境监测院等 

 

图 3  2021 年与 2022 年行业标准发布数量对比图

表 2  2022 年发布地调局标准一览表

2022 年，地调局标准发布 3 项，与上一年度相同（表 2）。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制定/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1 岩心数字化技术规程 第 1 部分∶总则 DD 2022-1.1 制定 实物资料中心等 

2 岩心数字化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表面图像数字化 DD 2022-1.2 制定 实物资料中心等 

3 岩心数字化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光谱扫描 DD 2022-1.3 制定 实物资料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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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审查报批情况

2022 年， 审 查 报 批 国 家 标 准 12

项。 其 中， 制 定 9 项， 修 订 3 项（表

3）。 与 2021 年 相 比， 增 加 3 项（图

4）。

 

序号 标准名称 拟定级别 制定/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1 水文地质术语 GB/T 修订 环境监测院等 

2 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 GB/T 制定 岩溶所等 

3 矿区地下水含水层破坏危害程度评价规范 GB/T 制定 环境监测院等 

4 岩溶洞穴基本术语 GB/T 制定 岩溶所等 

5 地球化学勘查术语 GB/T 修订 南京地调中心等 

6 钻探工程术语 GB/T 修订 勘查技术所等 

7 
土壤、水系沉积物 碘含量的测定 氨水封闭溶

解-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 
GB/T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8 
土壤、水系沉积物 碘、溴的测定 半熔-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T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9 
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24 部分 锗量

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T 制定 

江苏省地质调查 

研究院等 

10 
铜镍硫化物矿石化学物相分析方法 6 种矿物

相中镍和钴含量的测定 
GB/T 制定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

所有限公司等 

11 
锑矿石化学物相分析方法 锑华、辉锑矿和锑酸

盐中锑含量的测定 
GB/T 制定 

陕西省地质矿产实验研究

所有限公司等 

12 电子探针定量分析用标准物质研制规范 JJG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图 4  2021 年与 2022 年国家标准报批数量对比图

表 3  2022 年审查报批国家标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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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审查报批行业标准 41 项。其中，制定 39 项，修订 2 项（表 4）。与 2021 年相比，

增加 21 项（图 5）。

表 4  2022 年审查报批行业标准一览表

 

 

 

 

序号 标准名称 拟定级别 制定/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1 区域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 DZ/T 制定 发展研究中心等 

2 固体矿产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 DZ/T 制定 发展研究中心等 

3 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 DZ/T 制定 地质力学研究所等 

4 天然气水合物术语 DZ/T 制定 广州海洋局等 

5 地质勘查活动质量管理规范 DZ/T 制定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 

6 岩心数字化技术规程 第 1 部分∶总则 DZ/T 制定 实物资料中心等 

7 岩心数字化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光谱扫描 DZ/T 制定 天津地调中心等 

8 地下水监测网运行维护规范 DZ/T 修订 环境监测院等 

9 浅层地下水集束式监测井建设规程 DZ/T 制定 北京市地质工程勘察院等 

10 工程地质钻探规程 DZ/T 制定 水环中心等 

11 矿山开采损毁土地评价规范 DZ/T 制定 西安地调中心等 

12 矿区土地质量风险评价技术要求 DZ/T 制定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等 

13 矿山滑坡治理技术规范 DZ/T 制定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等 

14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规范（1∶50 000） DZ/T 制定 水环中心等 

15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设备检测技术要求 DZ/T 制定 水环中心等 

16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规范 DZ/T 制定 环境监测院等 

17 地质灾害普适型仪器监测预警规范 DZ/T 制定 环境监测院等 

18 滑坡崩塌泥石流精细化调查规范 DZ/T 制定 环境监测院等 

19 地质灾害监测数据通信技术要求 DZ/T 制定 环境监测院等 

20 环境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 DZ/T 制定 南京地调中心等 

21 地面沉降和地裂缝光纤监测规程 DZ/T 制定 南京地调中心等 

22 
地球化学土壤样品 6 种邻苯二甲酸酯类的

测定 超声提取-气相色谱-质谱法 
DZ/T 制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 

23 
地球化学土壤样品 15 种挥发性卤代烃的 

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DZ/T 制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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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拟定级别 制定/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24 地质实验测试标准方法研制技术导则 DZ/T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25 

稀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二氧化

硅、三氧化二铝、三氧化二铁、氧化钙、氧

化镁、氧化钾、氧化钠、二氧化钛、氧化锰、

五氧化二磷、锶和钡含量的测定 偏硼酸锂

熔融—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DZ/T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26 

稀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铝、铁、

钙、镁、钾、钠、钛、锰、磷及 15 个稀土

元素含量的测定 混合酸分解―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DZ/T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27 

稀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3 部分∶锂、铍、

钪、锰、钴、镍、铜、锌、镓、铷、铌、钼、

铟、铯、钽、钨、铊、铅、铋、钍、铀及

15 个稀土元素含量的测定 混合酸分解―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DZ/T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28 

铌钽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铌、钽

和钨含量的测定 封闭酸溶-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DZ/T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29 

铌钽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锂、铷、

铍、镍、铜、锌、铌、钽、钨和钇元素含量

测定 封闭酸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DZ/T 制定 实验测试中心等 

30 

铌钽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3 部分∶铌、钽、

铁、锰和钨含量测定 酸溶-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DZ/T 制定 
河南省岩石矿物 

测试中心等 

31 地质样品同位素分析方法（共 37 个部分） DZ/T 制定 武汉地调中心等 

32 
钛铁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二氧化钛

含量的测定锌片还原-硫酸高铁铵滴定法 
DZ/T 制定 

山东省地质科学 

研究院等 

33 
钛铁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二氧化钛

含量的测定过氧化氢光度法 
DZ/T 制定 

山东省地质科学 

研究院等 

34 

钛铁矿化学分析方法 第 3 部分∶铝、钙、

镁、钾、钠、钛、锰、铬、锶、钒和锌含量

的测定混合酸分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法 

DZ/T 制定 
山东省地质科学 

研究院等 

35 页岩 含气量测定 恒温解析-气体体积法 DZ/T 制定 油气调查中心等 

36 煤和岩石 比热容的测定 冷却混合法 DZ/T 制定 
沈阳岩土工程技术测试开发

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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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拟定级别 制定/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37 油页岩样品的制备方法 DZ/T 制定 
沈阳岩土工程技术测试开发

有限公司等 

38 
21 种非金属矿物化性能测试方法 

（共 182 个部分） 
DZ/T 制定 浙江省地质矿产研究所等 

39 煤层底板探测注浆技术规范 DZ/T 制定 中煤水文局集团有限公司等 

40 微动探测技术规程 DZ/T 制定 北京市生态地质研究所等 

41 地球物理勘查图图式图例及色标 DZ/T 修订 物化探所等 

 

图 5  2021 年与 2022 年行业标准报批数量对比图

表 5  2022 年审查报批地调局标准一览表

2022 年，审查报批地调局标准 5 项（表 5）。与 2021 年相比，增加 5 项。

序号 标准名称 拟定级别 制定/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 

1 地浸砂岩型铀矿地质调查规范 DD 制定 天津地调中心等 

2 固体矿产勘查区块优选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DD 制定 发展研究中心等 

3 地质文化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DD 制定 环境监测院等 

4 沿海滩涂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要求 DD 制定 物化探所等 

5 干热岩测井规范 DD 制定 物化探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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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研制情况二

1. 基础地质调查

聚焦基础地质、能源与战略性矿产、海洋、水资源、生态地质、地质碳汇碳储、地质灾害、

自然资源、地质资料与信息化、勘查技术方法、地质调查管理等重点关键领域新需求，组织研制

急需重要地质调查标准 68 项（图 6），其中，国家标准 11 项，行业标准 42 项，地调局标准 15 项

（图 7），以期缓解标准供需矛盾，优化标准供给结构，为加快推进地质调查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面向基础地质调查改革发展需求，正在研制更新标准 4 项（表 6）。其中，修订《岩石分类和

命名方案 第 1 部分：岩浆岩》《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 第 2 部分：沉积岩》《岩石分类和命名 第 3 部

分：变质岩》等国家标准 3 项，制定《地表基质编图指南》地调局标准 1 项，为全面启动新一轮

地质填图计划奠定技术基础。

图 6  重点关键领域标准研制分布图

表 6  基础地质调查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图 7  标准研制层级分布图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国家标准（3 项） 

1 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 第 1 部分∶岩浆岩 修订 研制中 指挥中心等 

2 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 第 2 部分∶沉积岩 修订 研制中 成都地调中心等 

能源和矿产资源调查评价16%
 

海洋地质调查 6%

水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10%

生态地质调查12%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与监测预警 9%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4%

地质资料与信息化 7%

地质调查管理3%
 

新技术新方法21%
基础地质调查 6%

地质碳汇碳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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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和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面向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需求，正在研制更新标准 11 项（表 7）。其中，制定《页岩油资

源调查评价技术要求》《致密油气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要求》等行业标准 5 项，《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储量分类方案》《天然气水合物地质调查规范》《砂岩型铀矿遥感调查技术要求》《干热岩地应力测

量技术规程》等地调局标准 6 项，为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地质调查提供标准支撑，助力新一轮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启动。

表 7  能源和矿产资源调查评价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3 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 第 3 部分∶变质岩 修订 研制中 天津地调中心等 

地调局标准（1 项） 

1 地表基质编图指南 制定 研制中 环境监测院等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行业标准（5 项） 

1 深部矿产远景调查技术要求 制定 待报批 中国地质科学院等 

2 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 制定 待报批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 

研究院等 

3 页岩油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油气调查中心等 

4 致密油气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油气调查中心等 

5 海域油气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油气调查中心等 

地调局标准（6 项） 

1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储量分类方案 制定 待报批 广州海洋局等 

2 天然气水合物地质调查规范 制定 待报批 广州海洋局等 

3 砂岩型铀矿遥感调查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天津地调中心等 

4 干热岩地应力测量技术规程 制定 研制中 地质力学研究所等 

5 固体矿产地质调查技术经济评价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郑州综合利用所等 

6 固体矿产地质调查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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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地质调查

4. 水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面向海洋强国建设需求，正在研制更新标准 4 项（表 8）。其中，修订《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

规范》国家标准 1 项；制定《海（咸）水入侵监测规程》行业标准 1 项，《海洋电磁探测技术规程》《水

下自治式潜水器作业技术规程》等地调局标准 2 项，为海洋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面向水资源科学管理和合理保护需求，正在研制更新标准 7 项（表 9）。其中，制定《煤矿区

含水层保护技术规范》国家标准 1 项，修订《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工作要求》《综合水文地质图图

例及色标》等国家标准 2 项；制定《地下水统测技术要求》《地下水资源评价技术要求》《水资源

调查数据库建设规范》《地下水资源分区定级规范》等行业标准 4 项，为提升我国水资源调查评价

和管理水平提供了标准保障。

表 8  海洋地质调查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表 9  水资源调查监测评价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国家标准（1 项） 

1 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规范 修订 研制中 天津地调中心等 

行业标准（1 项） 

1 海（咸）水入侵监测规程 制定 研制中 天津地调中心等 

地调局标准（2 项） 

1 海洋电磁探测技术规程 制定 研制中 广州海洋局等 

2 水下自治式潜水器作业技术规程 制定 研制中 广州海洋局等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国家标准（3 项） 

1 综合水文地质图图例及色标 修订 研制中 水环所等 

2 地下水资源管理模型工作要求 修订 研制中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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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态地质调查

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高品质城市建设需求，正在研制更新标准 8 项（表 10）。其中，

修订《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 (1 ∶ 50 000)》《综合工程地质图图例及色标》

《工程地质术语》等国家标准 3 项；制定《生态地质调查技术规范（1 ∶ 50 000）》《城市三维地质

模型建设技术要求》《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要求》等行业标准 4 项；制定《城市地下空

间地球物理探测技术要求》地调局标准 1 项，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奠定技术基础。

表 10  生态地质调查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3 煤矿区含水层保护技术规范 制定 研制中 中国矿业大学等 

行业标准（4 项） 

1 地下水统测技术要求 制定 待报批 环境监测院等 

2 地下水资源评价技术要求 制定 待报批 环境监测院等 

3 水资源调查数据库建设规范 制定 研制中 环境监测院等 

4 地下水资源分区定级规范 制定 研制中 环境监测院等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国家标准（3 项） 

1 
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 

勘查规范(1∶50 000) 
修订 研制中 局水环部等 

2 综合工程地质图图例及色标 修订 研制中 天津地调中心等 

3 工程地质术语 修订 研制中 地质力学研究所等 

行业标准（4 项） 

1 生态地质调查技术规范（1∶50 000） 制定 研制中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等 

2 城市三维地质模型建设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南京地调中心等 

3 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南京地调中心等 

4 城市地质风险评价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南京地调中心等 

地调局标准（1 项） 

1 城市地下空间地球物理探测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天津地调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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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质碳汇碳储

7.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与监测预警

面向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求，正在制定《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评价技术指南》

《海域二氧化碳地质碳封存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监测技术指南》《自然资源要

素碳汇综合调查基本术语》等 4 项行业标准，为完成我国双碳目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表 11）。

面向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水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需求，正在研制更新标准 6 项（表

12）。其中，制定《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治规范》国家标准 1 项；制定《地质灾害防治地面通信站

网建设与运行技术要求》《地质灾害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技术规程》《地面沉降风险评价规范》《地质

灾害机载激光雷达遥感调查规范》等行业标准 4 项，修订《地表形变 InSAR 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

行业标准 1 项，为预防治理地质灾害、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提供了标准依据。

表 11 地质碳汇碳储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表 12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与监测预警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行业标准（4 项） 

1 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潜力评价技术指南 制定 研制中 水环中心等 

2 海域二氧化碳地质碳封存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 制定 研制中 青岛海洋所等 

3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监测技术指南 制定 研制中 水环中心等 

4 自然资源要素碳汇综合调查基本术语 制定 研制中 昆明中心等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国家标准（1 项） 

1 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治规范 制定 研制中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等 

行业标准（5 项） 

1 
地质灾害防治地面通信站网建设与运行

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环境监测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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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9. 地质资料与信息化

面向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合理利用和保护需求，正在研制更新标准 3 项（表 13）。其中，制

定《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技术导则》《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技术要求》等行业标准 2 项，《自然资

源综合调查数据库建设规范》地调局标准 1 项，为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工作科学有序开展提供技术

支持和标准规范。

面向地质调查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需求，正在研制更新标准 5 项（表 14）。其中，

制定《地质资料联合编目技术要求》《地质资料馆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 2 项，《地质调查数据资

源描述框架》《地质调查通用数据模型》《馆藏地质资料电子数据库备份技术要求》等地调局标准 3

项，为实现多源异构数据汇聚、管理、更新和共享服务提供了标准依据。

表 13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2 地质灾害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技术规程 制定 研制中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等 

3 地面沉降风险评价规范 制定 研制中 环境监测院等 

4 地质灾害机载激光雷达遥感调查规范 制定 研制中 成都理工大学等 

5 地表形变 InSAR 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 修订 研制中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等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行业标准（2 项） 

1 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技术导则 制定 研制中 指挥中心等 

2 自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指挥中心等 

地调局标准（1 项） 

1 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数据库建设规范 制定 研制中 环境监测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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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地质资料与信息化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行业标准（2 项） 

1 地质资料联合编目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发展研究中心等 

2 地质资料馆服务规范 制定 研制中 发展研究中心等 

地调局标准（3 项） 

1 地质调查数据资源描述框架 制定 研制中 发展研究中心等 

2 地质调查通用数据模型 制定 研制中 发展研究中心等 

3 馆藏地质资料电子数据库备份技术要求 制定 研制中 发展研究中心等 

 

 

 

 10. 新技术新方法

面向地质科技创新需求，正在研制更新标准 14 项（表 15）。其中，制定《固体矿产勘查钻孔

质量要求》《遥感地质术语》《高光谱遥感矿物填图技术规程》《卫星遥感地质信息产品分类》《生态

地球化学评价动植物样品分析方法 总汞的测定 催化裂解 -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土壤中多溴

联苯醚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地质钻探安全规程》等行业标准 13 项，《水域电阻率成像法探测

技术规程》地调局标准 1 项，加速新技术新方法的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

表 15  新技术新方法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行业标准（13 项） 

1 固体矿产勘查钻孔质量要求 制定 待报批 勘查技术所等 

2 绳索取心钻杆作业规程 制定 待报批 勘查技术所等 

3 遥感地质术语 制定 待报批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等 

4 境外遥感地质调查技术规定 制定 待审查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等 

5 高光谱遥感矿物填图技术规程 制定 待审查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等 

6 卫星遥感地质信息产品分类 制定 待审查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等 

7 卫星遥感地质信息产品存储技术要求 制定 待审查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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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地质调查管理

面向“世界一流”地质调查装备体系建设需求，正在制定《地质调查野外营地标准化建设规

范》《地质调查安全保障装备配备标准》等行业标准 2 项，为加强地质调查装备管理，加快现代化

野外条件保障提供标准化支撑服务（表 16）。

表 16  地质调查管理领域标准研制一览表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8 
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动植物样品分析方法  

总汞的测定 催化裂解-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制定 研制中 实验测试中心等 

9 
地下水质分析方法 第 X 部分∶碘量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制定 研制中 实验测试中心等 

10 
地下水质分析方法第 X 部分∶硝基苯类化合物 

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法 
制定 研制中 实验测试中心等 

11 
区域地球化学样品分析方法 第 X 部分∶硼量 

测定封闭酸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制定 研制中 实验测试中心等 

12 土壤中多溴联苯醚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制定 研制中 实验测试中心等 

13 地质钻探安全规程 制定 研制中 勘查技术所等 

地调局标准（1 项） 

1 水域电阻率成像法探测技术规程 制定 研制中 广州海洋局等 

 

 

 

 

 

 

 

  

序号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研制状态 主要起草单位 

行业标准（2 项） 

1 地质调查野外营地标准化建设规范 制定 研制中 水环中心等 

2 地质调查安全保障装备配备标准 制定 研制中 水环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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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建设三

2022 年 3 月 14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实施《地质调查技术标准体系》（中地调办发 

〔2022〕7 号）（图 8），为我国未来的标准化工作提供遵循和方向。3 月 21 日，学习强国、自然资

源部和《中国自然资源报》等媒体网站进行了宣传报道（图 9）。

标准体系坚持需求目标导向、基础性公益性和战略性、继承性和创新性、协调性和开放性、

统一性和系统性五大原则，采用“分类层次法”构建，横向对标地质调查“十四五”规划，划分

了 12 大业务领域、47 个专业门类，覆盖新时代地质调查业务全领域；纵向按照“共性提升”原则，

自下而上划分为“专业门类标准—业务领域通用标准—地质调查通用标准”3 个层次，反映了不

同层次标准间递进提升的科学逻辑关系（附件 2）。

图 8  地质调查技术标准体系在全局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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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地质调查技术标准体系媒体宣传报道

标准体系共收录标准 1221 项。按标准拟定级别分，包含国际标准 5 项、国家标准 121 项、

行业标准 628 项、地调局标准 186 项、国家标准物质 281 项。按标准现行状态分，包含已发布标

准 537 项、已报批标准 42 项、研制中标准 344 项、拟研制标准 298 项。按标准专业领域分，包

含基础地质调查与地球系统科学 26 项，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128 项，海洋地质调查

与天然气水合物勘查 76 项，水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42 项，国土空间生态地质调查与保护修复 47

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23 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与重大工程建设地质调查评价 50 项，应用

地质调查 11 项，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与监测预警 41 项，现代地质调查技术 700 项，地质信息化与

地质资料 57 项，地质调查管理 15 项。

同时，为自然资源部编制印发《自然资源标准体系》提供了地质智慧和地质方案（附件 3），

指导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自然资源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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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系构建四

（一）建设运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标准研究中心

（二）打造形成“8+3”型人才队伍体系

2022 年 8 月 29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标准研究中心在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挂牌成立，

标志着地质调查标准化业务平台正式创建。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标准研究中心总体建设方案》

已编制完成，确定了标准研究中心的职责定位、目标任务和组织架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组织实

施路径、进度安排和保障措施，已通过指挥中心党委会审议。

依托地质调查标准化工程项目，打造形成一支覆盖地质矿产工作全域，以指挥中心、发展研

究中心、环境监测院、物化探所、实验测试中心、天津地质调查中心、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广州

海洋局等 8 个单位为核心，3 个分技委为主力，具有丰富标准化管理和技术工作经验的人才队伍，

为标准化长足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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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国际化五

（一）加快研制深时数字地球大科学计划（DDE）标准

（二）组织召开国际标准化组织岩溶技术委员会（ISO/TC 319）

        第二次全体会议

（三）发布编译地质调查标准英文版

DDE 标准研制在 2022 年持续获得深时数字地球大科学计划资金支持。在 11 月巴黎召开的

DDE 计划国际进展通报会和开放科学论坛上，DDE 标准工作组向国际地学信息委员会（CGI）和

国际科学联盟数据委员会（CODATA）的专家报告了标准工作进展与标准成果应用情况，吸引了

国外科研人员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

12 月 9 日，岩溶所通过“线上 + 线下”方式承办了 ISO 岩溶技术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工作会

议，推进了“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及“岩溶洞穴科研及探险用可穿戴防护服技术规范”两项标

准提案的进程。委员会专家形成多项决议：（1）当前岩溶技术委员会（ISO/TC 319）规模需要进

一步扩大；（2）加快推进当前提案项目进度；（3）提出建设有关气候变化及地质旅游方向的国际

标准。

依托行业标准《定向钻探技术规程》，研制发布实施标准英文版《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directional drilling》，扩大我国定向钻探技术国际影响力，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向全球共享定向钻

探领域中国技术、贡献中国智慧。

组织编译完成《岩心数字化技术规程》等 3 项标准英文版，为推动数字岩心先进技术装备

“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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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地质调查标准上云服务

标准推广与服务六

（一）宣贯培训标准化成果

（二）持续开展标准社会化服务

第 53 届世界标准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标准研究中心采取线上与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组织

开展了以“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景”为主题的地质调查标准化宣贯培训会 ( 图 10 )。会议宣贯了地

质调查技术标准体系，培训

了地质调查标准制定程序、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展示了“十四五”地质

矿产调查评价标准研究成果

等。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

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

以及各直属单位的 450 余人

参加，会议反响良好。

依 托“地 质 云” 平 台， 同 步

更新地质调查标准化信息服务系统

行业标准 40 项、地调局标准 3 项、

团 体 标 准 2 项 ( 图 11 )。2022 年，

系统访问人数达 12.3 万，标准使

用率和普及率大大提高。

图 10  2022 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暨地质调查标准化宣贯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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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清理复审七

（一）复审把关地质矿产国家标准

（二）核查评估行业标准延期计划

（三）全面清理地调局标准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作要求，完成《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 火成岩岩石分类和命名方

案》（GB/T 17412.1-1998）《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沉积岩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GB/T 17412.2-1998）

《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 变质岩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GB/T 17412.3-1998）《放射性矿产地质术语分

类与代码》（GB/T 10630-1997）《大洋多金属结核矿产勘查规程》（GB/T 17229-1998）《海岸带综合

地质勘查规范》（GB/T 10202-1988）《地质图用色标准比例尺 1 ∶ 500 000 ～ 1 ∶ 1 000 000》（GB/T 

6390-1986）等 7 项国家标准的复审工作，目前已顺利纳入自然资源部 2022 年度标准制修订

计划。

根据自然资源部标准化工作要求，组织开展了 103 项行业标准项目的延期核查评估工作，审

定 56 项标准项目予以终止，47 项标准项目继续执行，推进了地质调查行业标准项目的按期保质

完成。

全面梳理清理 95 项地调局标准，认定 20 项标准继续有效，39 项标准拟升级为行标，8 项标

准拟修订，28 项标准拟废止，推动了地质调查标准的绿色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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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工作计划八

（一）加快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等急需重要标准研制

（二）全面加强地质调查标准化制度建设

依据地质调查年度重点工作，编制印发 2023 年度标准化工作要点，分批分级部署急需重要

专业领域的标准研制。发挥中国地质调查局标准研究中心平台优势，组织标准研制项目团队，为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碳汇碳储、地质科技创新等提供有力的标准化技术支撑。

分析标准化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地质调查标准化政策制度，健全标准化体制机制；探索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地质调查标准管理新机制；建立地质调查重大科技项目与标准化工

作联动机制，将标准作为科技计划的重要产出，全面提升地质调查标准化能力与水平，支撑引领

地质调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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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标准化大事记附件 1

 

 

 

 

 

 

 

 

1 

1 月 27 日，《锶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锶、钡、钙、镁、铁、铝含量的测定 混合熔

剂半熔—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DZ/T 0393.1-2021）等 4 项行业标准批准、发

布，自 5 月 1 日起实施。 

2 3 月 14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办公室印发《地质调查技术标准体系》。 

3 
3 月 25 日，《磷矿石化学分析方法稀土元素含量的测定混酸分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DZ/T 0394.1-2022）等 10 项行业标准批准、发布，自 7 月 1 日起实施。 

4 

4 月 8 日，勘查技术与实验测试分技术委员会（SC3）第一次标准审查会召开，评审了《石墨

矿第 1 部分：硅、铝、钙、镁、铁、钛、锰和磷含量的测定碱熔（碳酸钠）-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等 3 项行业标准。 

5 
4 月 19 日，地质灾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SC2）在北京组织召开标准审查会议，评审了《地

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规范（1∶50000）》等 8 项行业标准。 

6 

4 月 27 日，勘查技术与实验测试分技术委员会（SC3）第二次标准审查会召开，评审了《铌

矿石钽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3 部分：铌、钽、铁、锰和钨量测定酸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

子发射光谱法》等 4 项行业标准。 

7 
6 月 29 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93）委托地质灾害防治分

技术委员会（SC2）召开审查会，评审了《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等 3 项国家标准。 

8 
7 月 7 日，《矿山环境遥感监测技术规范》（DZ/T 0392-2022）1 项行业标准批准、发布，自

11 月 1 日起实施。 

9 
7 月 8 日，勘查技术与实验测试分技术委员会（SC3）第三次标准审查会召开，评审了《地质

矿产实验测试分析方法制定技术规范》等 4 项行业标准。 

10 
7 月 21 日，《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DZ/T 0400-2022）等 5 项行业标准批准、发布，

自 11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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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 月 24 日，《陆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技术规程》（DZ/T 0409-2022）等 7 项行业标准批准、发

布，自 12 月 1 日起实施。 

12 
8 月 29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标准研究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地质调查标准化业务平台正式创

建。 

13 

8 月 25 日-26 日，勘查技术与实验测试分技术委员会（SC3）第四次标准审查会召开，评审

了《稀土矿石化学分析方法第 1 部分：三氧化二铝、三氧化二铁、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钾、

氧化钠、二氧化钛、氧化锰、五氧化二磷、锶和钡量的测定偏硼酸锂碱熔—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原子发射光谱法》等 6 项行业标准。 

14 
9 月 20 日，地质矿产调查评价分技术委员会（SC1）第一次标准审查会议召开，评审了《区

域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等 3 项行业标准。 

15 
10 月 14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标准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举办了 2022 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暨

地质调查标准化宣贯培训会。 

16 
10 月 31 日，《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1∶250 000） 第 1 部分：总则》（DZ/T 0419.1-2022）

等 4 项行业标准批准、发布，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17 
11 月 7 日-9 日，DDE 标准工作组赴巴黎参加 DDE 计划国际进展通报会和 DDE 开放科学论

坛。 

18 
11 月 15 日，《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directional drilling》（DZ/T 0054-2014）批准、发布、

实施。 

19 
11 月 16 日，地质矿产调查评价分技术委员会（SC1）第二次标准审查会议召开，评审了《天

然气水合物术语》等 6 项行业标准。 

20 
11 月 30 日，《钨矿石、钼矿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铼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DZ/T 0421.1-2022）等 13 项行业标准批准、发布，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21 
12 月 9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成功举办国际标准化组织岩溶技术委员会（ISO/TC 

319）第二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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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标准体系架构图附件 2
（按地质调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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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标准体系架构图附件 3
（按专业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