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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规范》 

（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岩盐属于可溶性固体矿产，不同于煤矿等矿产井巷、硐室开采，

采、选、冶相互独立的开采方式，而国内岩盐主要通过钻井水溶方式

进行开采，集采、选、冶于一体，将泥沙等水不溶杂质留于井下，采

出卤水可直接用于制盐，因此其开采具有其特殊性；煤矿山开采地质

工作所涉及的矿山地质测量、采掘（剥）生产地质工作和矿山采样与

样品制备测试等内容并不完全适用于岩盐等可溶性固体矿种开采，指

导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单独编制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规范

以填补该行业领域空白。 

为进一步完善岩盐矿山标准化建设，促进岩盐开采技术及矿山资

源管理水平的提高，更好地规范和指导岩盐钻井水溶开采工作，2016

年，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成立了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研究课题，课题

编号：KY2016-02，承担单位为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作为该课题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标准已列入《2019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

工作计划》，计划号为 201918028。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四川久大制盐有限责

任公司、西南石油大学、成都理工大学。 

具体任务：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近60年来，累计钻井700余口，

累计进尺110余万米，覆盖全国近80%的主要岩盐产区，地质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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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由于岩盐开采属于小众行业，缺乏相应地质规范指导岩盐开采

地质工作。近年来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以四川省井矿盐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为平台，研发了岩盐多分支井溶采技术和薄互层矿层多层共采

技术等核心关键技术，完成了《井矿盐钻井技术规范》的修订，2项

四川省重点研发项目将于2023年完成，再一次促进了我国岩盐行业的

腾飞。作为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研究课题重要组成部分——本标准在完

成前期工作后，于2022年2月提交标准送审稿。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根据自然资源部职能范围和本标准内容，按

照专家建议将标准名称改为《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规范》。 

起止时间：2019～2022 年。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19 年 3 月，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以

下简称“编写组”），并组织有关专家召开《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

制定工作动员及开题会议，讨论了标准起草总体思路及 2019 年度工

作方案。专家们对标准制定工作提出了有关意见和建议：围绕岩盐矿

山开采技术及管理工作，彰显岩盐钻井水溶开采法与其他固体矿产开

采方法的不同及其显著特点；以地下固体岩盐和钻井注水溶解后形成

的卤水（产品）为研究对象，卤水的产生过程为研究主线；指标或要

求设置要有理有据，注意可行性；要考虑矿山挖潜和溶腔综合利用等

问题。会后，编写组总结和梳理了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前期

收集到的资料，研究起草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编写提纲。 

3 月 28 至 30 日，编写组赴成都参加 2019 年全国盐业技术年会，

通过听取报告、参与讨论交流，收集全国盐产业信息。会后，同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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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就《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的制定工作深入交流。主要意见和

建议有：本标准以卤水生产工艺流程为主线，界定于井口地面以下部

分，编制过程中应厘清矿山开采的地下工作和地面生产技术及管理的

界限；建议在标准中增加关于盐矿山地面沉降监测或要求；溶腔探测

方面可以提原则和要求，目前如声呐测腔技术等应用于单腔探测效果

尚好，但应用于水平对接井测腔，特别是很多盐矿山开采后期溶腔大

面积连通的复杂溶腔探测效果欠佳。 

4 月份，根据开题意见和编写提纲，编写组经过调查研究，收集

和整理了全国 11 个主要岩盐开采省份各大、中型岩盐矿山的地质、

钻井和开采资料，形成了全国主要盐矿盐层数据统计表、全国主要盐

矿钻井信息遴选统计表、全国主要盐矿水平定向井组数据统计表和全

国主要盐矿采卤参数统计表。同时，编写组经过文献调研，查阅相关

的标准、手册、专著和论文，既丰富了标准内容，又经过多方论证，

增强标准的科学性。 

5 月初，编写组赴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矿体属河南叶

舞盐矿）钻井现场调研和采集相关数据。月末，编写组赴四川乐山市

福川盐业有限公司位于井研县马踏镇的天宫山矿区（矿体属四川威西

盐矿）钻井现场调研和采集相关数据，根据前期采集的数据进行研究

探讨。 

6 月上旬，编写组赴福建厦门参加第 24 届全国井矿盐学术研讨

会。会上，专家对标准制定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建议编写

组重视其重大意义，广泛听取行业专家意见和建议；我国盐矿分布广

泛，沉积类型多样，矿山地质特点各异，矿山开采及管理经验亦不同，

建议编写组充分调研国内外资料，特别是矿山地质、钻井及开采基础

资料，求同存异，突出共性，既有普适性又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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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至 9月，编写组在前期资料整理和分析基础上，按照标准制

定计划及任务分工，共同起草形成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工作

组讨论稿（第 1稿）。 

10 月份，编写组召开研讨会，利用近期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对

《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工作组讨论稿（第 1 稿）进行了系统修改，

形成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工作组讨论稿（第 2稿）。 

11 月至 12 月，编写组广泛听取单位内部专家意见和建议，并赴

四川和邦盐矿有限公司就本标准交流研讨。会上专家们对标准内容提

出建议：进一步修改了盐类矿床、溶腔、井距等术语和定义；建议开

采层（段）的间距不宜规定过大；修改资源动态管理相关要求等。会

后，编写组按照专家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岩盐水溶开采

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3 稿）。 

12 月下旬，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组织编写组及有关专家，召

开《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制定工作 2020 年度工作方案讨论会。

会后，编写组根据专家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形成

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4 稿）。 

2020 年 1 月至 4 月，编写组集中精力在单位内部进行研讨，对

《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4 稿）进行讨论修改。主

容变化主要有：增加了单井对流法、两井连通法、群井连通法三个术

语和定义；修改了开采层段、井组距、水平段长等相关要求；增加了

井组服务年限、三废排放指标、溶采半径计算等内容，形成了《岩盐

水溶开采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5 稿）。 

5 月份，编写组先后赴四川南充顺城盐化有限公司、四川乐山市

福川盐业有限公司和四川和邦盐矿有限公司，现场收集南 3 井、福 7

井、罗 72 井等井的钻井及开采资料，讨论交流矿山挖潜及废弃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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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等议题。会后，综合各位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

行修改和完善，形成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6

稿）。 

6 月初，编写组再次到四川乐山市福川盐业有限公司位于井研县

马踏镇的天宫山矿区，与矿山技术专家进行了座谈，共同讨论了盐矿

山钻井、地质、开采工作规范编写等议题。月底，编写组赴成都参加

由中标培（北京）标准化技术研究院在成都举办的新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培训，针对《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制定工作中的相关问题

与授课老师进行了交流，特别对要素的编写方面进行了探讨。 

7 月至 10 月，编写组根据 GB/T 1.1-2020 有关要求，对《岩盐

水溶开采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6 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形成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7稿）。 

12 月 16日，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组织有关专家，对《岩盐水

溶开采技术规范》进行了中期检查，专家们在充分肯定了编写组前期

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部分意见和建议。会后，编写组研究后进行了

修改，形成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8 稿）。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3 月，编写组先后 4 次赴西南石油大学

和成都理工大学调研研讨。重点研讨了岩盐矿山溶腔利用现状及未来

废弃盐卤矿山灾变机理及防治技术等议题，特别是地质封存二氧化碳

的盐腔改造技术研究与应用，结合近期讨论会专家意见和建议进行修

改，形成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9 稿）。 

3 月初，编写组赴自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环境监测站进行

废弃盐卤矿山针对地质环境综合治理技术进行交流。交流的重点是：

自贡地区废弃盐卤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地下流体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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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规律认识不清和防治效果评价不规范等问题。 

4 月至 5月，编写组结合近期收集的资料、交流学习成果和课题

研究成果等信息，对标准全文进一步修改完善。修改完善的主要内容：

删除了绿色矿山及“三下”矿产的定义；修改了卤水浓度的表述等，

形成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10 稿）。 

6 月至 7月，编写组梳理和总结近期收集的各项资料并修改，形

成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专家讨论稿（第 11稿）。变化的主要

内容有：在附录卤水浓度换算表中增加了温度校正对应数据；调整了

附录在标准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等条款。 

8 月份，编写组多次组织专家召开专题研讨会，进一步对标准进

行了优化修改，形成了《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及编制

说明，并提交分标委会。 

2.征求意见阶段 

2021 年 9 月 2 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

员矿产资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岩盐水溶开采技术规范》征

求意见稿专家审查会。会上，专家对本标准的内容等方面给予了高度

肯定，同意征求意见稿通过审查，并建议结合 SAC/TC93/SC8 专业范

畴，对标准名称作适当修改。编写组按照专家建议，将标准名称拟订

为《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规范》，在进一步完善规范的主

要技术内容后向全国相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为增强标准实用性，提高行业认可度，编写组确定本标准征求意

见主要对象为四川、江苏、陕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江西、

重庆、河北、山东等 11个主要产盐省（直辖市）（累计岩盐产量大于

全国岩盐产量 80%）的储量评审中心、地质调查院、盐矿生产企业、

矿山建设施工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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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日，编写组提交发函征求意见申请，经标委会和部科技

司审查同意后，发出征求意见函。共发函 75 份（其中全国各大盐矿

企业共 31 份），回函 45份，收到建议和意见 148 条。 

2022 年 1 月至 2 月，编写组对收到的各项建议和意见，逐条进

行了研讨和处理，采纳（含部分采纳）建议和意见 123条，不采纳建

议和意见 25条。对同一条款的不同意见，进行广泛调研和专家咨询，

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形成了《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规范 》

送审稿。 

3.审查阶段 

2022年 2 月 18日，编写组提交送审申请，经标委会和部科技司

同意后，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矿产资源利用

分技术委员会于 2022 年 4 月 6 日至 5 月 5 日组织委员对本标准进行

了函审。发送函审单的专家人数为 41人，赞成的专家人数为 28 人，

赞成有建议或意见的专家人数为 10 人，不赞成的专家人数为 1 人，

未复函的专家人数为 2 人，函审结论：审查通过。 

函审共收集建议和意见 25 条，经过编写组讨论、研究和专家咨

询，对建议和意见进行了处理（采纳建议和意见条数 24 条，部分采

纳建议和意见条数 1 条），形成了《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

规范》报批稿。 

4.报批阶段 

2022 年 6 月，编写组向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

术委员矿产资源利用分技术委员会提交《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

工作规范》报批申请。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为刘加杰、王鹏、汤福彬、黄东杰、刘晓博、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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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陈光彬、肖秀伦、曾建、董正亮、赵晓明、张浩、唐巍、尹富平、

易胜利、李中峰。 

刘加杰，《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规范》标准制定工作

负责人，负责组织、主持标准制定研究、调研及研讨；王鹏，参与标

准制定研究与调研，对标准进行系统校核，主要研究人员；汤福彬，

参与标准制定研究与调研，专业技术全面把关，主要研究人员；黄东

杰、刘晓博，参与标准制定研究与调研，主要研究人员；吴何、陈光

彬、肖秀伦，参与标准制定研究与调研，专业技术把关，主要研究人

员；曾建、董正亮，参与研讨，综合协调，研究人员；赵晓明、张浩，

参与研讨，储量管理专业技术把关，研究人员；唐巍、尹富平参与研

讨，研究人员；易胜利、李中峰参与研讨，研究人员。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定位适当。针对一定时期以来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

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一些共性问题，以及加强矿产勘查质量管理和监

督管理的需要，系统规范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全流程。为

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提供依据，强调现行规范中没有明确

的、目前有效使用的有关规定和规程，重申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有关原

则要求，并结合岩盐矿山开发管理中发现和归纳的矿山地质工作存在

的普遍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要求。 

2.技术指导性强。标准适用于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

是指导岩盐矿山地质工作的技术标准，可作为岩盐矿山地质工作及其

验收的技术依据之一。 

3.内容系统全面。标准涵盖了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的

全过程，明确规定矿山地质工作的目的任务、总体要求、基建勘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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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工作、生产勘探地质工作、钻井与开采地质工作、矿山采样及测试、

矿石（卤水）质量管理、矿石（卤水）损失、资源储量动态管理、采

矿结束地质工作和矿山开采经济意义评价等方面的要求。 

4.与其他标准的协调问题。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密切关注本标

准与已发布和实施标准的协调和衔接等问题，与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

文件保持一致，防止与既有标准发生冲突或者矛盾。 

5.标准注重勘查实践与研究成果的科学应用。结合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要求和岩盐矿山工作实践，统一了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

作的要求。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确定依据。编写组在对前人有关研究资料进行系统梳理、总结

的基础上，结合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实践及资源储量动态

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根据标准建设的总体要求以及有关专家意见，拟

订了编写提纲，并召开专家研讨会研究讨论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要

求，听取了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了编写提纲。按照编制原则和编

写提纲，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 

2.主要内容。标准共分为十四章。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范围；第

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三章术语和定义；第四章目的任务；第五章

总体要求；第六章基建勘探地质工作；第七章生产勘探地质工作；第

八章钻井与开采地质工作；第九章矿山采样及测试；第十章矿石（卤

水）质量管理；第十一章矿石（卤水）损失；第十二章资源储量动态

管理；第十三章采矿结束地质工作；第十四章矿山开采经济意义评价。 

标准中共列有 2个资料性附录。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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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名称定为《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规范》。根据

岩盐钻井水溶开采法的定义——指利用钻井开拓方式将地下岩盐矿

体与地面连通形成上下联系通道（井筒），经上下联系通道（井筒）

注水加压后，对地下岩盐矿体中可溶矿物进行溶解形成卤水而返出地

面的开采方法。矿床开拓方式为钻井开拓，运输方式为管道运输，产

品为卤水（液体盐）。这种开采方法“集采、选、冶于一体”，将泥沙

等水不溶杂质留于井下，采出卤水可直接用于制盐（王清明.石盐矿

床与勘探.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鉴于岩盐钻井水溶开采方

法的特殊性。煤矿山开采地质工作所涉及的矿山地质测量和采掘（剥）

生产地质工作等内容并不完全适用于岩盐等可溶性固体矿种开采，因

此有必要单独编制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领域的地质工作规范。本标

准确定标题为《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规范》，仅针对岩盐

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提出技术要求，适用于通过钻井水溶法开

采的岩盐矿山开采全过程（含基建）中一系列直接为生产服务的地质

工作，不适用于岩盐井巷、硐室开采矿山或其他矿种。 

2.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的范围确定。矿山地质工作包

括矿床完成地质勘查及相应工作之后，矿山从基建、生产、直至开采

结束、闭坑等所进行的一系列地质工作。矿山生产活动也会揭露地质

现象，且更加可靠，综合研究建国以来的有关标准规定及成果认识，

也普遍认为生产地质是矿山地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认为矿山生

产地质工作与矿山生产没有明确的边界。 

3.矿山地质工作与钻井、开采的关系。矿山地质是在矿山建设、

开发、闭坑等矿山开发全过程中都需要开展的工作, 是指导矿山开采

的重要依据,对矿山开发过程中的降低成本、增加储量、提高效益、

延长矿山服务年限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往往很多人忽略地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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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要性。《温家宝地质笔记》中强调地质工作的科学性和探索性，

通过科学的手段，地质能让大概、可能、也许更接近现实。而不至于

让钻井活动和开采活动没有方向性和目的性，分不清哪儿是矿，哪儿

是石。只有用地质思想武装头脑，指导钻井和开采，钻井才能更高效，

开采才能更合理。  

4.地质录井项目及编录内容的处理。地质编录的内容较多，鉴于

岩盐矿山主要采用钻井水溶开采法开采，生产过程中的地质编录工作

主要体现在钻井地质录井过程中。根据 DZ/T 0212.3，地质录井包括

钻时录井、岩屑录井、泥浆录井、氯离子滴定等，并对取芯工作的岩

芯（矿芯）采取率给出了要求，但并未过多提及岩芯录井，故本标准

增加了取芯井还应增加岩芯录井的要求。生产实践表明，上述所有录

井项目中与矿产资源相关性最强的是岩屑录井、岩芯录井和氯离子滴

定，故本标准中仅重点列出了此三项地质编录要求，其他项目参照相

关标准规范执行。 

5.矿石（卤水）质量均衡的方法应用条件。钻井水溶开采的岩盐

矿山与其他金属、非金属矿山有显著区别，岩盐的水溶过程就是采、

选、冶的过程，均在地下进行，通常是非人为可控制，且在此过程中，

矿石的状态由固态（岩盐）变成了液态（卤水），故在水溶开采活动

中，矿石质量实际上表征为卤水质量。尽管非人为可控制水溶过程，

但在掌握矿石质量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合理安排各计划采

矿地段、采矿方向、出卤产量比例，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卤水质量稳

定。另外通过对各出卤井产出卤水质量进行管理，不同浓度的卤水进

行混合调整，可实现卤水质量相对稳定。 

6.矿山挖潜的要求。在岩盐矿山开采后期，因岩盐顶板垮塌、溶

腔自然连通等原因，会造成卤水浓度和流量降低，矿井生产能力下降



12 

 

等影响，不利于矿产资源的高质量开发。为此，迫切需要对岩盐矿山

资源进行挖潜，以提高矿石回采率和矿山综合利用率，延长矿山服务

年限。据调研，我国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石油勘探的大力发展

推动了岩盐矿床的大发现，在 70 年代以后全国建立了大量岩盐矿山，

受限于当时的钻井和开采技术水平，矿山回采率普遍较低。近几年，

四川盐业地质钻井大队在四川、重庆等地实施了多个老井挖潜成功案

例，实践证明众多老矿区经过技术改造和工艺升级，矿产资源大有潜

力可挖，故本标准提出在开采后期应对矿区内的残余矿量、边角矿量、

下部未采矿量进行挖潜，对资源进行充分利用的要求。 

7.矿山地质采样要求。岩盐钻井水溶开采是通过钻井形成的井筒

注入溶剂（水）将岩盐就地溶解，在溶腔内“集采、选、冶于一体”，

泥沙等水不溶杂质被留于井下，生成的卤水再通过井筒返出地面。水

溶采矿过程中，矿石由固相变为液相，地下固相岩盐溶解生成的卤水

常被称为原卤，故处于开发阶段的矿山，其矿床中矿石的赋存形式应

是固液相共存，与其他固体矿产采样相比应增加卤水（原卤）采样内

容。本标准中固体样品采集参照 DZ/T 0212.3 执行，同时列出了卤水

（原卤）采样内容，如：单井采样、综合采样及基本检测项目等的相

关要求。 

8.溶腔综合利用的要求。溶腔是在盐矿开采后留下的充满卤水的

腔体，在盐矿山区域广泛分布，是一种地质灾害的潜在风险因素，常

常会引起卤水泄漏和地面沉陷等复杂地质灾害。随着对岩盐及溶腔的

进一步研究及地下空间储存技术的兴起，现在逐渐被人们重视。从溶

腔储渣、储化工废料到溶腔开始，陆续尝试用作天然气储气库、二氧

化碳地质封存以及氢气储气库等，溶腔地质存储空间利用已经成为当

下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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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溶腔封存二氧化碳为例，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一方

面，井矿盐产业链下游的盐化工和氯碱工业是能耗大户，是国家推行

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是行业可持续健康发

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处于井矿盐产业链上游的矿山企业拥有大

量可用于储集二氧化碳的溶腔资源，在吨盐利润低/溶腔废水还可能

滋生地质灾害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创新，变废为宝，为下游产业提供

卤水产品，同时为下游产业碳减排提供便利，助推井矿盐矿山绿色低

碳发展。溶腔探测技术是实现溶腔综合利用的重要支撑。本标准提出

对于老采区具备条件的，对溶腔范围及分布情况进行测量；对于不具

备条件的，在有关成果报告中说明；倡导使用瞬变电磁、声呐、地震

等物探方法对溶腔进行探测。 

9.地应力及盐层蠕变特性研究。一方面随着浅部资源开采的枯

竭，矿山开采深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盐矿目前开采深度在 3000m

以浅，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地区开采深度已达 3500m 以深），地应力

随着井深增加而增加，围岩的应变特别是岩盐蠕变特性，对钻井施工

和开采过程中井筒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岩盐的开采，

溶腔高度逐渐增加，溶腔范围逐渐扩大，溶腔顶板的应力状态随之变

化，易导致溶腔顶板垮塌，研究地应力对矿山的安全生产意义重大。

有许多专家提出在开发各阶段均应加强地应力测试，但目前难度较

大。即便如此，在本标准中亦提出了研究岩盐蠕变特性及围岩应力的

相关要求，倡导盐矿企业加强相关研究。 

10.关于矿石损失的界定。大量资料及试验验证表明，在岩盐钻

井水溶采矿过程中，溶液在溶腔中呈现重力分异特性，下部溶液浓度

高，上部溶液的浓度低。因此，在溶腔不同方向的溶解速率不同。在

一般情况下，上溶速率约为侧溶速率的 2 倍；底溶速率最小，因为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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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底部浓度最高，而且岩盐矿石表面覆盖了不溶物，阻碍矿石溶解所

致。最后在溶腔底部形成一个以钻井井眼为中心，形似空心倒锥体的

倾斜底面。溶腔倾斜底面与理想水平面的夹角，称为侧溶角。以此溶

解特性为依据，故将侧溶角以下矿石及水平对接井水平段井眼轨迹以

下难以溶解的矿石均列为损失。岩盐溶解以后在地下形成的采空区

（溶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空腔，而是被卤水完全充填的腔体，这部

分无法返出地面的卤水也应被视为损失。除此之外，还有永久保安矿

柱的损失、盐井及构造维护带的损失等，均在本标准中一一列出，使

本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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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对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的目的任务、总体要

求、基建勘探地质工作、生产勘探地质工作、钻井与开采地质工作、

矿山采样及测试、矿石（卤水）质量管理、矿石（卤水）损失、资源

储量动态管理、采矿结束地质工作及矿山开采经济意义评价等方面的

要求进行了规定，使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过程中具有一个

基本要求明确、可操作性强、标准统一的技术要求，为岩盐钻井水溶

开采矿山地质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提供了技术支撑。本标

准实施后，可规范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充分利用资源，

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产生的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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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采用国际标准，国外无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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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定位于《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盐类 第 1部分：总则》和《矿

产地质勘查规范 盐类 第 3 部分：古代固体盐类》的补充，可作为岩

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的系统技术要求，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规

范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的技术标准，属国内外首创。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规范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工作的技术要求，具有

系统性、全面性和技术指导性，与现行有关技术标准一起配套使用，

对促进科学合理管理矿山资源储量，规范岩盐钻井水溶开采矿山地质

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贯彻标准，建议本标准发布后，适时委托本标准起草单位组织

贯标培训，切实推动本标准的贯彻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