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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规范》

编制说明（报批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课题（课题编号 CB2019-3）属“国

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研究”国家专项 2019 年下达计划课题。2020

年《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标准制定列入自然资源部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

计划号为：202018002。课题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8 月～2021 年 12 月，总经费 94

万元（含外协经费 25 万元）。

根据 2020 年项目办审议通过的《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项目

2020 年度工作方案》，课题名称由《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调整

为《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 根据 2020 年发布实施的 《矿

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DZ/T 0215）和《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9492），

规范名称拟调整为《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规范》，2022 年 7 月 8 日，全国

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

（SAC/TC93/SC8）召开审查会，同意修改规范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为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课题负责人为高利民、

刘建芬，协作单位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参加单位有：自然资源部

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煤炭地质 114 勘查院、

煤炭与煤层气共釆国家重点实验室。

课题的总体目标任务：深入研究煤炭与煤层气赋存特征、各自的勘查与开发

特点，以及二者在开发利用上的相互关系，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归纳、提炼、

补充调研、研讨，提出煤炭煤层气综合勘查的勘查研究程度、勘查控制程度、勘

查方法手段及采样测试、资源储量估算等技术要求，提交《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

查规范》（行业标准）送审稿。

课题预期成果：《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行业标准）送审稿、编制说

明（含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和研究报告。



— 2 —

根据研究需要，课题设置了《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规范

初稿）（CB2019-3-1）子课题，由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承担，子课题

负责人为程爱国、潘海洋。

（二）主要工作过程

《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课题于 2019 年启动。主要工

作过程如下：

1.起草与调研研讨阶段

2019 年 7 月，由高利民教授级高工、刘建芬研究员，在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勘查研究总院受原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的委托，承担并通过结题验

收的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项目子项目《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基

础研究》之《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技术要求》制定研究子课题成果基础上，通

过进一步分析研究，编制提交了《〈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课题

总体设计及 2019 年度工作方案》。

2019 年 8 月，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在北京组织专家对《〈煤炭

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课题总体设计及 2019 年度工作方案》进行的

审查，予以通过，并于 2019 年 9 月 2 日下达了《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

制定研究课题任务书（自然资矿评任〔2019〕3 号）。

2019 年 9-12 月，受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委托，中国煤炭地质

总局勘查研究总院承担了《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规范初稿）

（CB2019-3-1）子课题，提交了《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初稿）及其编

制说明，并通过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的专家结题验收审查。子

课题组在《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技术要求》制定研究课题（编号 CB2015-2-3）

研究报告和《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技术》（管理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了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存在的问题；确定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工作程度的原

则；分别按照以煤炭为勘查主矿种的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以煤层气为勘查主

矿种的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提出了煤炭与煤层综合勘查的工作程度、勘查工

程部署、勘查工程技术、煤炭煤层气资源储量估算要求及综合勘查报告编制提纲。

2019 年 9-12 月，课题组先后赴山西、江苏、新疆、云南、宁夏等煤层气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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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地区和煤炭煤层气勘查、测试单位，实地调研了煤炭与煤层气勘查情况及存在

问题，同时召开调研、专家咨询会，进一步了解了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方面的

具体做法和经验，听取了煤炭、煤层气勘查单位和煤炭企业等技术人员对煤炭与

煤层气综合勘查技术的意见，重点就煤炭勘查阶段和煤炭开采阶段瓦斯取样和地

质资料应用、煤层气取样测试，以及煤炭勘查时对煤层气、煤层气勘查时对煤炭

的综合勘查工作程度和综合勘查技术要求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研讨。

2020 年 4 月，课题组提交了《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行业标准）讨

论稿、《<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课题 2019 年度工作报告》，并通

过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的专家审查，完成了 2019 年度的工作

任务。

2020 年 8 月，课题组编制了《<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

课题 2020 年度工作方案》,在总结煤炭、煤层气资源标准现状和以往研究程度的

基础上，对 2020 年的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工作方法、工作部署和预期成果等

做出了安排。2020 年 8 月 28 日，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专家对

《<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课题 2020 年度工作方案》进行了

审查，予以通过，并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下达了《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

范》制定研究课题任务书（自然资矿评任〔2020〕3 号）。

2020 年 9 月 18 日，课题组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就课题组提出的《煤炭与煤

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研讨。

2020 年 10 月 10 日，课题组结合 2020 年 9 月 18 日研讨会意见对《煤炭与

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进行了讨论修改。

2020 年 10 月 15 日-17 日，课题组赴山西长治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调研，并就《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

范》（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研讨。

2020 年 10 月 17 日-11 月 16 日，程爱国研究员受课题组委托，结合 2020

年 10 月 15 日-17 日赴山西长治调研情况和研讨会意见，提出《煤炭与煤层气资

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修改稿，并由高利民教授级高工，结合 2020

年 10月 15日-17日赴山西长治调研情况、研讨会意见和程爱国研究员提交的《煤

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修改稿，经课题组请讨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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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课题组《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修改稿（2020 年

11 月 16 日修改稿）。

2020 年 11 月 19 日，课题组赴贵阳组织专家就《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

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2020 年 11 月 16 日修改稿）进行了研讨,并赴贵州盘

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煤层气排采SP-1井、设计贵盘煤HF井现场调研。

调研研讨结束后，根据调研情况和研讨意见对《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

（工作组讨论稿）（2020 年 11 月 16 日修改稿）进行了修改，形成《煤炭与煤层

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2020 年 12 月 1 日修改稿）。

2020年 12月 2-4日, 课题组赴安徽省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煤矿进行实地调研,

并就《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2020 年 12 月 1 日修

改稿）进行了研讨。调研研讨结束后，根据调研情况和研讨意见对《煤炭与煤层

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2020 年 12 月 1 日修改稿）进行了修改，

形成《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2020 年 12 月 9 日修

改稿）。

2020 年 12 月 10 日-11 日和 21 日-22 日，课题组就《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

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2020 年 12 月 9 日修改稿）分别赴河南省郑州市、

陕西省西安市组织专家进行研讨。研讨结束后，结合两次研讨会意见对《煤炭与

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2020 年 12 月 9 日修改稿），形成

《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组讨论稿）修改稿（2021 年 1 月 19

日修改稿）和编制说明初稿。

2021 年 1 月 20 日，课题组成员就《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

作组讨论稿）修改稿（2021 年 1 月 19 日修改稿）进行了讨论。会后结合课题组

成员的书面意见、会议讨论意见，对《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工作

组讨论稿）修改稿（2021 年 1 月 19 日修改稿）进行了修改，形成《煤炭与煤层

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征求意见稿）初稿（2021 年 1 月 26 日稿）。

2021 年 3 月 4 日，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召开主任专题会，对

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项目所属的《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

范》制定研究课题（CB2019-3）2020 年度工作成果进行了初审。会议同意该课

题 2020 年度工作成果通过初审，并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煤炭与煤层气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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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勘查规范》。

2021 年 3 月 8-9 日，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专家（专家组

名单附后），对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项目所属的《煤炭与煤层气

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课题（CB2019-3）2020 年度工作成果进行了函审。

专家组同意该课题 2020 年度工作成果通过审查，同意将标准名称修改为《煤炭

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规范》。

2021 年 5 月 11-13 日，课题组赴甘肃靖煤集团进行调研，实地考察了魏家

地煤矿煤层气抽采利用情况，深入了解了煤层气的抽采过程、成本费用等，同时

在兰州市召开了《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征求意见稿初稿）研讨会。

会后参照专家意见对《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征求意见稿初稿）进

行了修改，形成《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征求意见稿初稿，2021 年

5 月稿）。

2021 年 6 月 2 日，课题组召开《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规范》（征求意

见稿初稿）研讨会，聘请行业专家就《煤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征求意

见稿初稿，2021 年 5 月稿）进行了研讨。会后对《煤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

范》（征求意见稿初稿，2021 年 5 月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煤与煤层气资

源综合勘查规范》（征求意见稿，送矿产资源储量利用分技术委员审查稿）。

2021年 6月 3日，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以自然资矿评任〔2021〕

2 号文下达了本课题 2021 年任务书。根据任务书由高利民教授级高工、刘建芬

研究员提交了课题 2021 年工作方案，并于 2021 年 6 月 8 日通过自然资源部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的专家审查。

2.征求意见与意见处理阶段

2021 年 6 月 18 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

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TC93/SC8）组织专家，对《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规

范》（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审查，并予通过。

2021 年 6 月 30，向全国各省（区、市）国土资源厅、评审机构、矿山、地

勘单位、协会等 127 个单位发出了《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征求意

见稿）及编制说明，广泛征求意见。截止 2021 年 7 月 1 日，收到 29 个单位的反

馈意见，其中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 27 个，电话反馈没有建议或意见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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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2个；反馈意见和建议 118 条，扣除重复建议和意见后 105 条。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在北京组织专家对

《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课题（CB2019-3）成果进行了结题

验收，对规范提出建议和意见 3条。

2022 年 3 月 22 日，自然资源部矿保司组织召开研讨会，聘请中石油煤层气

有限责任公司李明宅教授级高工、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吴建光教授级高工、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李锐专家、山西地质博物馆郝雨教授级高工，就《煤炭与煤层

气矿产综合勘查规范》（拟送审稿）及其编制说明进行了研讨，会议由陈红处长

主持，张海波、李二恒、高利民、刘建芬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提出 30 条书面

建议和意见。会后课题组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

2022 年 4 月 6 日，部矿保司陈红、张海波、李二恒，部储量评审中心高利

民、刘建芬，对《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规范》（送审稿）逐条进行了审定。

自 2021 年 8 至 2022 年 4 月，起草组汇总征求意见反馈建议和意见、结题验

收专家建议和意见、矿保司组织专家研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共 138 条，经逐条

研究处理，采纳或部分采纳 94 条（采纳 57 条、部分采纳 37 条）、不采纳 44 条。

形成《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规范》（送审稿）及其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

总处理表。

3.送审稿审查与报批稿形成阶段

2022 年 7 月 8 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

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SAC/TC93/SC8）召开审查会对《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

查规范》（送审稿）进行了审查。参加审查会的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39 人，除 4

名委员作为标准的起草人予以回避外，其他 35 人均进行了投票，25 人投票结果

为通过，9 人为通过但有意见和建议，1 人弃权。经汇总，9 名有意见和建议的

委员共反馈建议和意见 24 条。会后，起草组对反馈的建议和意见逐条进行了认

真研究，采纳或部分采纳 19 条（采纳 18 条、部分采纳 1条）、不采纳 5条，最

终形成《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规范》（报批搞）。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由高利民、程爱国、韩征、刘建芬、陈红、万贵龙、潘海洋、张

海波、万会、李二恒、陈黎明、杨 强、吴建光、赵欣、李国富、马永明、翟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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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等起草。

高利民，《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制定研究课题（课题编号 CB2019-3）

负责人，负责组织、主持课题研究，是课题总体设计、年度工作方案、年度工作

报告和规范的主要执笔人，为主要研究人员；程爱国，为《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

查规范》（初稿）制定研究子课题的负责人，参与了课题的调研研讨和规范的讨

论修改，是规范的执笔人之一，为主要研究人员；韩征，参与了课题的课题研讨

和规范的讨论修改，提出多项重要修改意见，并被采纳，为主要研究人员；刘建

芬，为课题的第二负责人，具体承担了规范调研研讨的组织工作，参与了课题总

体设计、年度工作方案、年度工作报告的起草，调研研讨和规范的讨论修改，是

调研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为主要研究人员；陈红，组织并参与了对规范送审稿的

逐条审定，为主要研究人员；万贵龙，参与了课题的调研研讨和规范的讨论修改，

为主要研究人员；潘海洋，为《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规范》（初稿）制定研究

子课题的第二负责人，参与了规范的讨论修改，为主要研究人员；张海波，参与

了对规范送审稿的逐条审定，为主要研究人员；万会，参与了规范的调研研讨和

规范的讨论修改，是调研报告的起草人之一，为主要研究人员；李二恒，参与了

对规范送审稿的逐条审定，为主要研究人员；陈黎明，参与了规范的调研研讨和

规范的讨论修改，为主要研究人员；杨强为“国家矿产资源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

设研究”项目的总负责人，参与了规范的修改、审定，为主要研究人员；吴建光、

赵欣、李国富、马永明、翟虎威，参与了规范的修改和完善，为规范的研究人员。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统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安全生产的需要。煤炭资源和煤层气资源都

是重要的能源矿产，煤层气资源还是高效洁净能源。同时煤层气（瓦斯）也是污

染大气环境的温室气体和威胁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隐患。《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

合勘查规范》应贯彻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统筹资源、环保和安全生产的需要，坚

持综合开发利用、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促进安全生产，既有利于落实合理利用、

有效保护矿产资源对煤炭与煤层气资源勘查的需要，又有利于落实环境保护和煤

矿安全生产对煤炭与煤层气资源勘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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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矿产资源储量新分类要求，妥善处理相关标准的关系。《固体矿产

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9492-2020）

分别对固体矿产和油气矿产的资源储量分类、勘查阶段划分做出规定，煤炭和煤

层气资源分属固体矿产和油气矿产，《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应贯彻

执行其相关规定。《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GB/T 25283—2020）、《矿产地

质勘查规范 煤》（DZ/T 0215—2020）、《煤层气资源勘查技术规范》（GB/T 29119

—2012）、《地勘时期煤层瓦斯含量测定方法》（GB/T 23249—2009）、《煤层气含

量测定方法》（GB/T 19559—2008）、《煤层气储量估算规范》（DZ/T 0216—2020）

等标准均和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密切相关，《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

规范》需要处理与这些相关标准的关系，既要体现综合勘查的需要，又不能发生

矛盾，做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

——坚持煤炭与煤层气勘查工作统筹部署，提高勘查效益。煤炭和煤层气资

源勘查，在勘查方法、手段上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煤层煤质研究，本身也是

对煤储层的研究，瓦斯研究从资源角度研究也是对煤层气的研究，等等，反之亦

然。因此，应注重煤炭与煤层气勘查工作的统筹部署，努力做到一工程多用，瓦

斯研究与煤层气研究相互促进，提高勘查效益。

——坚持问题导向，瞄准实践中的问题和需求。实践中对煤炭与煤层气资源

综合勘查工作做得不到位；煤层瓦斯含量测定和用煤层瓦斯评价煤层气问题突出；

伴生煤层气资源已得到较多利用，但对其勘查评价尚无明确要求等，需要有针对

性加以解决，做出规定。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

《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送审稿）由前言、8 章和 3 个附录构

成。

前言：说明本标准的起草依据、修订的主要内容、提出单位、归口单位、起

草单位和起草人等。

1.范围：说明了标准的主要内容，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阐明了本标准引用的其他标准情况。

3.术语与定义：定义了三个术语。

4.基本原则：明确了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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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勘查工作程度：分别规定了煤炭矿产勘查时和煤层气矿产勘查时，对煤炭

矿产和煤层气矿产的勘查控制程度、勘查研究程度要求。

6.勘查工作及其质量：对煤和煤层气矿产勘查的工程部署原则、勘查工作及

其质量执行的标准，特别是煤层瓦斯和煤层气煤样的采样要求、测定方法做出规

定。

7.资源储量估算：对煤和煤层气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指标、煤层瓦斯含量与煤

层含量数据的使用、以往煤炭矿产勘查阶段瓦斯含量测定方法测定的煤层瓦斯含

量和成分数据采用、资源储量估算执行标准做出规定。

8.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成果反映要求：对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

成果的反映，即报告编制做出要求。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煤层气矿产勘查时的煤样采取及基本分析要求。

附录 B：（规范性附录） 煤炭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的工业指标。

附录 C：（资料性附录） 煤层气矿产评价指标的一般要求。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关于煤炭矿产与煤层气矿产的概念使用问题。

以往规范和文件中，对于煤炭矿产多用煤、煤炭表述，煤层气矿产多用煤层

气、煤层气资源表述，这样的表述不够严谨。将煤炭矿产表述为煤或煤炭，将煤

层气矿产表述为煤层气，类似于将铁矿表述为铁，未揭示概念的本质，不够确切。

新发布实施的《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DZ/T 0215）和《油气矿产资源储量分

类》（GB/T 19492），从标准名称看，已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正，即相当于将煤层

气或煤层气资源改为煤层气矿产，煤或煤炭改为煤矿产。由于鲜有单独使用“煤

矿产”称谓，故用“煤炭矿产”代替。鉴于上述，本规范统一使用煤炭矿产、煤

层气矿产概念，分别代替以往具有矿产含义的煤、煤炭，煤层气、煤层气资源的

表述。

2.关于《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制定思路。

《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既不能代替《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

（DZ/T 0215），也不能代替《煤层气资源勘查技术规范》（GB/T 29119））。按照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GB/T 25283）关于综合勘查的要求，对煤炭矿

产的勘查按《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DZ/T 0215）等煤炭矿产资源勘查相关规



— 10 —

范执行，对煤层气矿产的勘查按《煤层气资源勘查技术规范》（GB/T 29119）等

煤层气矿产勘查相关规范执行。本规范重点放在二者的结合上，就二者结合没有

要求或要求不明确的做出规定，主要是对煤炭与煤层气矿产勘查阶段划分不同，

二者如何合理地融合；煤层瓦斯勘查与煤层气矿产勘查评价如何有效的衔接；对

《煤层气资源勘查技术规范》（GB/T 29119））基本未考虑的伴生煤层气矿产勘查

问题等做出规定。对于属于《煤层气资源勘查技术规范》（GB/T 29119）或《煤

层气资源勘查技术规范》（GB/T 29119）规定的内容，仅做相应文件引用，不再

做出具体要求，避免重复规定、转录不全面或发生矛盾。基于上述思路，按照《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要

求，拟定《煤炭与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查规范》（征求意见稿）由前言、8 章和 3

个附录构成。

3.关于共生煤层气矿产和伴生煤层气矿产术语。

将煤层气矿产划分为共生煤层气矿产和伴生煤层气矿产两类，主要是基于以

下考虑：首先，作为资源必须是当前或可预见的将来具有技术上可行、环境上允

许、经济上可行的属性，具有这种属性的共生煤层气矿产和伴生煤层气矿产都是

现实存在的，前者即是通常意义的煤层气矿产，如山西寺河煤矿 083 号煤层气井、

新疆阜康白杨河矿区煤层气利用先导性工程、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

公司煤层气排采 SP-1 井等，后者如安徽省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煤矿、河南能源有

限公司所属部分煤矿、陕西彬长煤矿等众多煤矿的煤层气抽采利用。第二，共生

煤层气矿产和伴生煤层气矿产都应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这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要求。第三，按照煤矿瓦斯治理和环境保护需要，当煤层气（煤矿瓦斯）对煤

矿安全和环保构成威胁时，必须对煤层气进行抽采，也就是说当煤层气（煤矿瓦

斯）对煤矿安全和环保构成威胁时，无论煤层气能否被利用，对煤层气抽采都是

必要的。显然，若能结合瓦斯治理或环境保护求，将煤层气（煤层瓦斯）利用起

来，获得额外的经济效益，是科学、合理的做法，为此无论是哪种煤层气在勘查

上均应做好准备。第四，共生煤层气矿产和伴生煤层气矿产的经济意义有很大差

别，前者不需要随煤炭矿产一起开采，综合评价，即有单独开采经济价值，后者

必须结合煤炭瓦斯治理、环境保护需要，与煤炭矿产综合评价才能体现其经济价

值，甚至技术上才可行（如河南的煤层气，虽然含量较高，但地面抽采尚未取得



— 11 —

重大技术突破，只能在煤矿开采过程中进行井下抽采）。不同的经济意义、不同

的技术可行性，要求将二者区别对待，合理勘查。

4.关于煤层瓦斯勘查成果为煤层气勘查所利用问题。

煤层瓦斯和煤层气在成分上一是致的，均为赋存在煤层中，原始状态以吸附

在煤基质颗粒表面为主，以游离于煤割理、裂隙和孔隙中或溶解于煤层水中为辅，

并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烃类气体。从工程部署上看，煤层瓦斯的勘查工程间距，

可以满足煤层气勘查的需要；从勘查技术手段上看，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

此，煤层瓦斯勘查和煤层气勘查具有相互融合的良好前提。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

采样和含量的测定方法不同，研究目的不同。煤层瓦斯研究侧重于服务煤矿安全

生产对瓦斯防治的需要，而煤层气的研究，则侧重于其作为能源资源经济开采的

需要。现行规范要求，煤层瓦斯按《地勘时期煤层瓦斯含量测定方法》（GB/T

23249-2009）采取煤样和进行含量测定，煤层气含量按《煤层气含量测定方法》

（GB-T 19559-2008）采取煤样和进行含量测定，其含量测定结果均由损失量、

解吸量和残余量三部组成，损失量均通过计算求得。煤层瓦斯煤样一般使用普通

煤芯管取芯，取芯时间长，煤层瓦斯损失量大；试验温度初期为地面环境温度，

之后为室内环境温度和 95～100℃；损失气采用解吸初期 15min 的 5 个左右数据

点计算；残余气采用粉碎前和粉碎后负压脱气方式测定。而煤层气煤样一般采用

绳索取芯，提芯时间不得超过 2min/hm，煤层气损失量小；试验温度一直为储层

温度；损失气采用解吸初期 110min 的 10 个左右数据点计算；残余气采用粉碎后

常压解吸测定。由于二者在取芯技术、试验温度、损失量计算的数据点、残余气

的测定方式不同，因此，测量结果很难从技术细节上进行对比。

实践中，就整个含气面积评价（同一个样同时进行煤层气和煤层瓦斯含量测

定，技术上不可行），煤层瓦斯含量测定结果与煤层气含量测定结果相比，有高

也有低，普遍较低。专家普遍认为煤层瓦斯采样和测定不规范、采样时间长是煤

层瓦斯含量测定结果较煤层气含量低的重要原因。若都严格按照各自的规定采取

煤样、进行含量测定，煤层瓦斯和煤层气含量测定结果会有一定差别，但不至于

有很大差别。若要求煤层瓦斯煤样采用与煤层气煤样相同的取芯工艺，相同的取

样时间要求，二者差别会更小，进而可以用煤层瓦斯煤样对煤层气进行评价。本

规范坚持煤层瓦斯煤样和煤层气煤样，均采用绳索取芯采样工艺，对可单独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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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矿产，可用煤层瓦斯煤样进行初步评价，当基本确定存在共生煤层气矿产

时，应用煤层气煤样对煤层气矿产进行评价；对伴生煤层气矿产，一般采用煤层

瓦斯煤样进行评价。

5.关于将煤层瓦斯统一为煤层气问题。

在调研研讨时，一些专家建议将煤层瓦斯统一为煤层气。规范制定未采纳这

一建议，主要是考虑：一是瓦斯是我国煤炭资源勘查开发有史以来一直使用的术

语，瓦斯研究是煤矿开采技术条件研究的重要内容，与煤层气研究的出发点、目

的任务、勘查工程部署都有很大差别，二者可以结合，但不能相互替代。二是涉

及瓦斯的法规政策标准很多，将瓦斯改为煤层气，不利于相互衔接。

6.关于煤层气矿产勘查时对煤炭矿产的综合勘查程度要求。

煤层气矿产勘查时对煤炭矿产进行综合勘查，是法律法规政策的要求，但勘

查到何种程度，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从技术角度，煤层气矿产评价阶段对煤炭矿

产的勘查达到详查程度，满足煤矿区总体规划划分井田的要求为宜。然而，由于

煤层气矿产勘查的勘查工程间距在预探、评价阶段较煤炭矿产的勘查工程间距稀

得多，因此，欲提高煤炭矿产勘查工程程度，往往需要额外增加工作量和勘查投

入。由于煤炭矿产矿业权和煤层气矿产矿业权分立，煤层气矿业权人对煤炭矿产

实施勘查后，未必能获得煤炭矿产矿业权，因此，对增加投入实施煤炭矿产综合

勘查，缺乏积极性。实际工作中，煤层气矿业权人也确实很少增加较多的投入。

考虑到法律法规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煤层气矿业人的现实利益和工作实际，规范

未对煤层气矿产勘查时的煤炭矿产勘查工作程度提出过高要求，总体上从尽可能

充分利用煤层气勘查工程的角度，对煤炭矿产勘查提出略高的要求，即煤层气矿

产预探阶段，对通行的煤炭矿产勘查深度以浅、具有工业开发价值的煤炭矿产，

根据煤层气钻井等已有工程对煤层、煤质等的控制情况，对煤炭矿产资源做出评

价；煤层气矿产评价阶段，对通行的煤炭矿产勘查深度以浅、具有工业开发价值

的煤炭矿产，其勘查工作程度应达到煤炭矿产普查工作程度要求。

7.关于煤层气（煤层瓦斯）煤样的煤芯直径问题。

煤层气（煤层瓦斯）煤样的煤芯直径问题，实质上用煤层气（煤层瓦斯）煤

样测定煤层气（煤层瓦斯）含量的代表性问题。由于煤层气（煤层瓦斯）含量以

单位质量煤体所含煤层气（煤层瓦斯）量表述，理论上，与煤芯直径，也就是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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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的质量或体积无关，因此，个别专家认为，不需对煤芯直径做出要求，然而，

由于煤芯提取过程中，由于温度、压力的变化，煤体所含气体会发生外逸，从而

造成煤层气（煤层瓦斯）损失，煤芯的质量或体积越小，相对损失量越大，进而

对损失量的计算影响越大，为保证损失量计算更接近实际，应该对煤芯的质量或

体积，做出一定要求，亦即对决定煤芯质量或体积的煤芯直径做出一定要求。结

合煤层气勘查实际，经多次征求专家意见，多数专家认为，规定煤芯直径一般不

应小于 60mm 合理、可行。

8.关于能否以煤层气含量测定结果代替煤层瓦斯测定结果，用于煤层瓦斯评

价问题。

从实际勘查情况看，煤层气测定结果多较煤层瓦斯含量测定结果高（原因尚

未完全查清），根据这一事实，以煤层气含量测定结果代替煤层瓦斯测定结果，

用于煤层瓦斯评价和瓦斯治理，更为可靠，因而是可行的。然而，由于煤层气含

量测定较煤层瓦斯含量测定，费用高得多（有专家介绍相差近 10 倍），周期长得

多（约 40 天与 8小时），煤炭矿产勘查难以接受。因此，考虑到，采用煤层瓦斯

含量测定结果进行瓦斯评价是煤炭矿产勘查的传统做法，煤层气测定结果多较煤

层瓦斯含量测定结果高的原因尚未完全查清，以及测定费用和时长问题，本规范

制定未做出以煤层气含量测定结果代替煤层瓦斯测定结果的硬性规定。

9.关于煤炭和煤层气矿产评价指标。

附录 B中给出了煤炭矿产资源量估算的工业指标，在附录 C中给出共生煤层

气矿产煤层含气量下限标准和伴生煤层气矿产煤层气含量下限标准。其中煤炭矿

产资源量估算的工业指标原样引自《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DZ/T 0215—2020）；

共生煤层气矿产煤层含气量下限标准原样引自《煤层气储量估算规范》（DZ/T

0216—2020）；伴生煤层气矿产煤层含量下限标准为新增加的指标。

共生煤层气矿产煤层含气量下限标准中的空气干燥基含气量是指包括烃类

气体和二氧化碳、氮气等非烃类气体在内的混合气体的含量，还是仅指煤层气含

量，有不同认识。根据《煤层气储量估算规范》（DZ/T 0216—2020），煤层气是

指“赋存在煤层中，原始赋存状态以吸附在煤基质颗粒表面为主，以游离于煤割

理、裂隙和孔隙中或溶解于煤层水中为辅，并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烃类气体。”，

亦即煤层气是指烃类气体，不包括二氧化碳、氮气等非烃类气体。若将煤层“空



— 14 —

气干燥基含气量”简单地理解为混合气体的含量，就可能将二氧化碳-氮气带或

氮气带的以非烃类气体为主的煤层含气也判定为煤层气，显然是不妥的，需要进

行一步明确。鉴于以往相关标准也是同样的表述和《煤层气储量估算规范》（DZ/T

0216—2020）本标准刚刚发布实施，本标准不宜作修改，故仍原样引用。

伴生煤层气矿产煤层含气量下限标准是通过调研，参照煤层气实际抽采利用

情况，以及井下煤层气开采时落煤中余煤层气含量（相当于固体矿产的尾矿品位）

情况，并结合专家意见拟定。之所以拟定伴生煤层气矿产煤层含气量下限标准，

主要是考虑，伴生煤层气矿产实际利用较为广泛，而现行标准未见对此做出专门

规定，对这种煤层气矿产的勘查评价缺乏规范指导。需要强调的是，本标准的伴

生煤层气矿产煤层含气量下限标准，明确规定其气体含量为煤层气含量，即以甲

烷为主要成分的烃类气体的含量，不包括二氧化碳、氮气等非烃类气体的含量。

10.关于煤层气矿产有利区评价指标要求。

之所以提出共生煤层气矿产有利区评价指标要求，目的是便于煤炭矿产勘查

时，对共伴生煤层气矿产做出初步评价，主要理由是：并不是所有达到含量指标

的煤层气区块（点），都能达到共伴生煤层气矿产的要求，需同时考虑煤层气含

量情况、煤层条件、煤层气浓度，并有一定规模。其核心是要有单独地面抽采工

业价值，其煤层净厚下限值源自《煤层气储量估算规范》（DZ/T 0216—2020），

甲烷浓度、煤层气矿产资源量丰度等，系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煤层气开采实践和

专家意见确定。

11.关于伴生煤层气矿资源储量规模的最低要求

伴生煤层气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则根据井下煤层气抽采实例，按照两台低浓度

瓦斯燃气发电机组（其中一台备用）收回成本原则反推而来。

12.关于煤层气矿产勘查时综合勘查煤炭矿产的煤样采取种类和数量问题。

附录 A中，煤层气矿产勘查时综合勘查煤炭矿产的煤样采取种类和数量要求

引自《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DZ/T 0215），但删除了“煤层煤样”、“体积质量

（体重）煤样”、“煤心可选性试验样和矸石泥化试验样”要求，理由是：“煤层

煤样”、“体积质量（体重）煤样” ，DZ/T 0215 规定有条件的勘查区采取，煤

层气勘查一般不具备条件；经咨询煤炭设计单位专家，煤炭勘查阶段进行的煤心

可选性试验样和矸石泥化试验，代表性不够，煤矿设计工作中需要重新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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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煤层气矿产勘查时综合勘查煤炭矿产的煤样基本分析项目及数量

问题。

附录 A中，煤层气矿产勘查时综合勘查煤炭矿产的煤样基本分析项目及数量

要求引自《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煤》（DZ/T 0215）。有专家提出，在发热量分析中

应增加“当 Vdaf＞37%、G≤5、PM＞30%～50%时，为区分褐煤与长焰煤，应测

Qgr,maf”要求，鉴于 Qgr,maf 是根据最高内在水分等计算出来的，而不是直接

测出来，故未采纳相关意见。也有一些专家提出，煤的视密度分析数量“至少不

低于 6 件”的要求太低，考虑到，“至少不低于 6件”是 DZ/T 0215 的规定，对

煤炭矿产的综合勘查要求，不应比专门的煤炭矿产勘查要求还高，故也未采纳相

关意见。

14.关于综合勘查与矿业权的关系问题。

煤层气矿产勘查时对煤炭矿产的综合勘查要求，应以区内未设置有他方煤炭

探矿权为前提，由于探矿权具有排他性，因此，当区内设置他方煤炭探矿权时，

按照依法勘查的原则，不应要求煤层气矿业权人，对煤炭矿产勘查做专门的工作，

只需根据煤层气勘查工程对煤炭矿产的控制情况进行评价即可。同理，煤炭矿产

勘查时，对煤层气矿产的综合勘查要求，应以区内未设置他方煤层气矿业权为前

提，当区内设置有他方煤层气矿业权时，不应要求煤炭矿产探矿权人，对共生煤

层气矿产的勘查做专门的工作，只需根据煤炭矿产勘查对煤层气（煤层瓦斯）的

控制情况进行评价即可。

三、主要试验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

的经济效果

本规范主要通过煤和煤层气矿产相关标准、勘查开发实践研究，结合专家意

见制定，未进行专门的试验。

本规范作为行业标准发布实施后，对提高煤炭与煤层气矿产综合勘查水平和

勘查质量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促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的落实，有利于促进煤炭与煤层气矿产勘查开发工作提质增效，有利于提高

矿产资源管理和服务水平。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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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经过前期充分的调研和广泛收集资料，目前尚未发现关于煤与煤层矿产综合

勘查工作的国际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不相抵触。

本标准相关要求涉及的标准均为推荐性的。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次标准制定经过大量调研、研讨，目前较大分歧意见如下：

（一）共生煤层气矿产含气量下限标准中，褐煤-长焰煤的空气干燥基煤层

气含量问题。

煤层气矿产开采实际资料反映和不少专家认为，共生煤层气矿产含气量下限

标准中，褐煤-长焰煤的空气干燥基煤层气含量规定为 1 m3/t，过低。考虑到共

生煤层气矿产含气量下限标准引至《煤层气储量估算规范》（DZ/T 0216—2020）

的煤层含气量下限标准，且与以前的标准规定相同，一直未做修订，同时标准规

定的是下限标准，实际工作中还可通过论证调整，故本标准未做修改。

（二）煤层气矿产评价阶段对煤炭矿产的勘查工作程度要求问题。

非煤层气专业专家，特别是非煤固体矿产专业专家认为，煤层气矿产评价阶

段对煤炭矿产的勘查工作程度，要求达到普查程度过低，至少应要求达到煤炭矿

产详查阶段要求，甚至应达的煤炭矿产勘探阶段要求，而煤层气矿产专业专家则

认为，要求煤层气矿产评价阶段对煤炭矿产的勘查工作程度，要求达到详查阶段

及以上勘查程度过高。考虑到煤层气矿产勘查与煤炭矿产勘查差别较大，煤层气

矿产勘查的勘查工程间距较煤炭矿产勘查的勘查工程间距稀得多；煤层气矿产勘

查勘查具有滚动勘查开发的特点；煤层气矿产矿业权人结束煤层气开发后，需要

通过竞争方式获得后续煤炭矿产采矿权，亦即煤层气矿产矿业权人结束煤层气开

发后，未必能获得煤炭矿产采矿权；实践中，煤层气矿业权人对煤炭的勘查工作

http://baike.baidu.com/view/872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42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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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不高。因此，本规范从实际出发，规定“对通行的煤炭矿产勘查深度以浅、

具有工业开发价值的煤炭矿产，其勘查工作程度应达到煤炭矿产普查工作程度要

求”。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的内容以定性规定为主，统计分析获得的经验数据、参照

执行的内容多，还要在实践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不宜作为强制性标准，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发布后，适时发布贯标通知，并委托起草单位组织培训，增进对标

准的认识和理解，切实推动该行业标准的贯彻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目前《煤层气资源勘查技术规范》（GB/T 29119-2012）正在修订过程中。本

标准不注明日期的引用了该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

准。

煤层气（煤层瓦斯）既是一种高效洁净能源，同时也是污染大气环境的温室

气体和威胁煤矿安全的重大隐患。从资源的角度考虑，应具有预期可经济开采的

属性，否则不能称其为煤层气矿产。共生煤层气矿产和伴生煤层气矿产其经济意

义有很大区别，伴生煤层气矿产的开发只有与煤矿的开发综合评价，才能获得额

外的经济价值，成为资源。因此，对共生煤层气矿产和伴生煤层气矿产应区别对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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