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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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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金立新、赵春、时章亮、邓欢、李素丹、徐克全、包雨函、刘晓波、徐洲、赵

禁。 

 



DZ/T        —XXXX 

IV 

引 言 

鉴于矿区土地地质背景和地球化学特征的特殊性，现有GB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DZ/T 0295-2016《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不适宜用于矿区农用地

评价。为了了解矿区地质背景及矿产资源开发对土地质量的影响程度，全面掌握矿区土地质量风险源和

风险程度，查明矿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可能存在的生态风险问题，规范和完善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工作，

在现有评价标准和规范基础上，制定《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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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区土地质量评价的目标、原则和要求，设计书编审，样点布设，样品采集，样品处

理与样品分析，评价指标筛选，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方法，数据处理，成果编制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在产及闭坑（停产）的可能存在重金属污染的固体矿山的土地质量的风险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3838-202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DZ/T 0295-2016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 

HJ/T 20-1998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标准 

HJ/T 91.1-2019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6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矿区 mining area 
曾经开采、正在开采或准备开采的含矿地段（区）及受矿业活动影响的区域。 

 

矿区土地 mining area land 
矿区矿业活动影响到的土地。 

 

土壤重金属地质高背景区 areas with high soil heavy metals from geological sources 
在某些特殊地质体自然风化形成的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显著高于周围其他地质体风化形成的土

壤背景值的区域。 

4 总则 

评价任务 

4.1.1 以矿区土壤地球化学调查为主，配合大气、灌溉水和农作物安全性等调查评价，科学量化分级

矿区土地质量风险程度。 

4.1.2 分析矿区地质背景、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管理措施及其他人类活动对矿区土地质量风险来源进

行识别。 

4.1.3 依据矿区土地质量评价结果，提出矿区土地利用规划适宜性分区、土地复垦、土地资源开发、

土地生态管护、土地管理、土地污染防治、农产品安全生产，为矿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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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4.1.4 建立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数据库及信息系统。 

比例尺 

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比例尺有1:50 000、1:10 000～1:500等。 

评价单元 

4.3.1 矿区评价单元是矿区土地质量等级划分的最小单元。 

4.3.2 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单元划分方法如下： 

a) 1:50 000、1:10 000～1:2 000 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单元同土地利用现状单元，图斑过大时，在

土地利用现状单元基础上，可叠加矿区污染源、地形地貌、地质背景、土壤类型、水系等不同

图层产生新的评价单元。 

b) 1:2000～1:500大比例尺的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单元可按照评价区实际地块分布情况确定。 

范围及对象 

评价范围为受矿业活动影响的区域，主要包括矿区周围可能受到影响的农耕区以及采矿区、选矿区、

冶炼区、矿石矿渣堆、尾矿库、废液池等。 

评价对象为评价范围内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及可能的“污染源”（废气、废液、废渣）。 

工作流程 

按照图1所示的流程，开展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工作。 

评价内容 

4.6.1 土壤养分质量评价 

对土壤养分指标进行评价，形成土壤养分质量分等定级。 

4.6.2 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 

对土壤养分指标进行评价，形成土壤养分质量分等定级。 

4.6.3 水环境质量风险评价 

灌溉水环境质量风险评价按照DZ/T 0295-2016中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要求进行。 

废水水环境质量风险评价以GB3838-2002为标准，按照DZ/T 0295-2016中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

划分方法进行。 

评价区已有的水环境调查数据若能够满足评价工作需要，应以收集资料为主；如收集数据不能满足

评价工作需求，应系统采集水样。 

4.6.4 大气环境质量风险评价 

大气环境质量风险评价按照DZ/T 0295-2016中大气干湿沉降物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要求进行。 

4.6.5 农作物安全性评价 

根据评价区土壤污染情况和农作物种植种类，针对大宗农作物、特色农产品、蔬菜、水果、烟草、

茶叶、道地中药材等适当布设样品采集数量。采集耕种面积大于80 %的农作物可食部分，如南方水稻、

小麦和油菜等，北方小麦、玉米、谷子等，其他种类可据实际需要采集。按照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对

评价区农作物安全性进行评价。 

设计编审 

4.7.1 设计的必要性 



DZ/T        —XXXX 

3 

 

图1 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工作流程示意图 

设计书是矿区土地质量评价项目实施的依据，应由项目承担单位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书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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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设计书编写前准备工作 

a) 所需收集的评价区资料种类如下： 

1) 自然地理资料，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区域气候和气象、河流水系和社会经济等资料。 

2) 自然资源状况资料，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城镇发展规划、

农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有关的发展规划各种资料。 

3) 其他资料，包括区域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水文地质、遥感影像、土壤类型、土地

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及其他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评价资料。 

b) 资料分析： 

综合分析收集的资料，结合矿区存在的各种土壤污染及生态风险问题，认真总结影响评价区土

地质量的地球化学、地质学、生态环境学等各种因素，明确土地质量评价重点解决的问题。 

c) 实地踏勘： 

在收集资料和综合研究基础上，对评价区进行实地踏勘，提出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实施方案。 

d) 遵照附录 A的规定编写矿区土地质量评价设计书。 

e) 提交设计书。 

5 采样点布设 

土壤样品布设 

5.1.1 采样点布设原则 

a) 合理性原则：按照技术路线，主要在矿区周边受矿业活动影响区域，合理划定农用地和建设用

地土地质量评价区域，突出重点，确定有限目标。 

b) 经济性原则：确保点位代表性最大化，最大限度节约采样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和分析成本等。 

c) 差异性原则：充分考虑不同影响区土地质量影响程度，有针对性的确定调查精度，进行差异化

布点。 

5.1.2 采样点布点要求 

a) 农用地点位布设技术要求：矿区周边影响区分废气、废水、废渣三种污染排放类型考虑，详见

表 1。 

b) 建设用地点位布设技术要求：按照采矿区、选矿区、尾矿库、废液池、废石堆、矿渣堆、冶炼

区等划分不同功能区域，控制布设采样点。 

表1 矿区周边农用地点位布设要求 

污染物 

排放类型 
点位布设要求 

废气 以污染源为中心，以主要扩散区域为重点，按放射状布点，主导风向下风向可适当增加点位。 

废水 以矿区污染物排放受纳水体为灌溉用水的农用地为布点对象，布点按水流方向自纳污口起由密渐疏。 

废渣 以矿区废渣堆下游农用地为布点对象，布点按水流方向由密渐疏。 

5.1.3 采样点布设精度 

矿区周边农用地采用网格法进行控制性布点，布点精度详见表2。在基础网格内根据农用地分布和

地形地貌特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块进行布点。当网格中农用地面积比例小于10%时，可删除该点位。 

5.1.4 布设方法 

农用地土壤样品以表2中的参考测量网为控制网格，结合土地利用图斑、水系、土壤类型、地形地

貌、污染源分布等均匀布点，必要时加密。重复样兼顾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或土壤类型，在评价区内均匀

布设。 

建设用地土壤按照采矿区、选矿区、尾矿库、废液池、废石堆、矿渣堆等不同功能区域，按照污染

源类型、分布等进行控制性布点。 

大气干湿沉降物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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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矿区农用地质量风险评价土壤布设精度与参考测网 

矿区周边流域长度

（km） 比例尺 参考测量网(m) 采样密度范围 
（个/km2） 

平均采样密度 
（个/km2） 

＞1 1:50 000 500×500 8～24 16 

≤1 

1:10 000 200×200 25～50 32 
1:5 000 125×125 50～100 75 
1:2 000 100×100 100～200 150 
1:1000 50×50 200～400 300 

5.2.1 不同评价比例尺的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布设密度按照 DZ/T 0295-2016 中 6.2 要求执行。 

5.2.2 大气干湿沉降物接收点布设应考虑矿区地形地貌（平原、丘陵、盆地、河谷地带等）、污染源分

布、气候特征、主导风向、功能分区等情况，并注意以下事项： 

a)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应布设在评价区主要农作物种植地块内或相近地区。样点布设时一般应

避开道路扬尘、餐饮和工业废气排放等明显影响地区。 

b)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布设时尽量对不同功能区中的居民生活区进行控制。. 

c) 必要时单独布设样点对污染源附近进行控制。 

灌溉水样品布设 

5.3.1 评价区已有的灌溉水质数据若能够满足评价工作需要，应以收集资料为主，可不进行样品采集

与分析工作。 

5.3.2 灌溉水采样点位应布设在评价区具有代表性的河流、湖泊、灌渠、水库或水塘中，通过分析特

征污染源分布、常规例行水质监测断面、废水处理情况、水体土壤污染事故等信息，初步确定需要调查

的点位。 

河流灌溉水在矿区排放口下游0.5-1.5km布设1个采样断面；湖泊灌溉水在各河流入湖泊口和出湖口

处分别设置1个采样断面；入海河口灌溉水在感潮河段的上游起始位置和在入海河口处应分别布设1个
采样断面，二者之间应按不小于5km等距均匀布设采样断面，不足5km可布设1个采样断面；同一采样断

面上采样点位的位置及数量按照HJ/T 91-2002确定。 

农作物样品布设 

5.4.1 农作物样品采集密度，需根据评价区土壤污染情况和农作物种植种类自行确定。 

5.4.2 农作物样品采集种类和数量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a) 采集耕种面积大于 80%的农作物可食部分，如南方水稻、小麦和油菜等，北方小麦、玉米、谷

子等，每种农作物采集数量不低于 20件。 

b) 评价区特色农产品、蔬菜、豆类、水果、药材等样品可适当布设，每种农产品数量不低于 10

件。 

5.4.3 农作物样点部署时，针对矿区污染源分布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与典型异常区加密部署农作物

采样点位。 

其他样品布设 

在矿区可选取采矿废石、选矿废渣/废水、矿坑废水、尾矿渣/水等布设必要的样点。 

布点编码 

以每个评价区作为一个独立的编号序列，以最小评价单元作为编号单元，编号不重复，便于野外记

录和样点识别。 

6 样品采集与加工 

土壤、大气干湿沉降物、灌溉水、农作物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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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农用地土壤、大气干湿沉降物、灌溉水、农作物样品采集按照DZ/T 0295-2016中要求执行。其

中，灌溉水采集时要参照NY/T 396要求执行。涉及地下水样品采集时参照GB/T 14848中监测采样技术要

求执行。 

矿区建设用地土壤采集按照《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行）》执行。 

其他样品采集 

采矿废渣、选矿废渣、尾矿渣等废渣采集方法按照HJ T 20-1998 中要求执行。废水采集方法同灌

溉水。 

样品定点、标识及样品记录 

矿区样品定点、标识及样品记录方法按照DZ/T 0295-2016要求执行。 

样品保存与运输 

矿区农用地土壤、大气干湿沉降、水样、农作物等样品保存与运输按照DZ/T 0295-2016要求执行。 

矿区建设用地土壤样品保存与运输按《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

行）执行。 

样品加工 

矿区农用地土壤、大气干湿沉降、水样、农作物等样品加工按照DZ/T 0295-2016要求执行。 

矿区建设用地土壤样品加工按《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技术规定(试行)》相关

要求执行。 

样品加工过程中应严格防止样品间污染和污染其他样品。 

7 样品处理与样品分析 

样品处理 

7.1.1 土壤、灌溉水、大气干湿沉降、农作物样品 

土壤、灌溉水和大气干湿沉降样品处理按照DZ/T 0295-2016中8.1要求执行。土壤有机污染物样品

处理按照DZ/T 0295-2016中8.2.1.5要求执行。农作物样品处理按照DZ/T 0295-2016中8.2.4要求执行。 

7.1.2 废渣、废水 

采矿废渣、选矿废渣、尾矿渣等废渣样品进行研磨至200目直接测试。废水处理同灌溉水。 

样品分析与质量要求 

7.2.1 土壤样品分析 

土壤元素全量、有效态、形态、价态和有机污染物分析方法和质量要求按照DZ/T 0295-2016中8.2.1

要求执行。 

7.2.2 灌溉水样品分析 

灌溉水中各项指标分析方法和质量要求按照DZ/T 0295-2016中8.2.2和GB 5084分析方法执行。 

7.2.3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分析 

大气干湿沉降物中各项指标分析方法和质量要求按照DZ/T 0295-2016中8.2.3要求执行。 

7.2.4 农作物样品分析 

农作物中各项指标分析方法和质量要求按照DZ/T 0295-2016中8.2.4要求执行。 

8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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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单元划分 

评价单元是矿区土地质量等级划分的基础单元，也是土地质量风险评价的核心，一般在布点之前就

完成。评价单元要根据评价的目的来划分，根据评价工作实际需求，在土地利用现状单元基础上，可叠

加地形地貌、地质背景、土壤类型、矿区复垦规划图等不同图层产生新的评价单元，宜增加矿区功能分

区等图层。 

评价指标 

8.2.1 评价指标筛选原则 

在系统研究影响矿区土地质量等级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基础上，进行评估指标的筛选。可参考

DZ/T 0295-2016进行筛选。 

8.2.2 评价指标 

a) 土壤养分评价指标依据表 3确定。 

b)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依据表 3确定。 

c) 灌溉水、大气干湿沉降和农作物评价指标依据表 4和附录 C.1确定。 

表3 土壤养分和环境指标 

养分评价指标 环境评价指标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必测指标 

全量与有效量 有效量 全量 相态 

有机质、氮、磷、

钾、硼、锰、锌、

铜、硒、钼及碱解

氮、速效磷、速效

钾 

钙、镁、硫、氯、

铁、碘、锗、氟、

硅等；EC、全盐

量、质地 

有效阳离子交换

量、有效铁、有效

硼、有效锰、有效

锌、有效铜和有效

钼等 

镉、汞、砷、铅、

铬、铜、镍、锌、

pH 

有机质、氮、磷、

钾、硼、锰、锌、

铜、硒、钼及碱解

氮、速效磷、速效

钾 

钙、镁、硫、氯、

铁、碘、锗、氟、

硅等；EC、全盐

量、质地 

注： 铜、锌作为土壤养分评价指标和环境评价指标选择一种进行测试。 

表4 灌溉水、大气干湿沉降物和农作物测试指标 

水 大气干湿沉降物 农作物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必测指标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必测指标 

酸碱度、总磷(以P

计)、总砷、总汞、

总镉、六价铬、总

铅、总铜、总锌、

总硒、总硼。结合

不同类型矿山水环

境监测项目（附表

D.2） 

CODCr、全盐量、氯

化物、硫化物、氟

化物 

砷、镉、汞、铬、

铅 

酸碱度、总磷(以P

计)、总砷、总汞、

总镉、六价铬、总

铅、总铜、总锌、

总硒、总硼。结合

不同类型矿山水环

境监测项目（附表

D.2） 

CODCr、全盐量、氯

化物、硫化物、氟

化物 

砷、镉、汞、铬、

铅 

矿区农用地土地质量评价方法 

8.3.1 评价单元赋值 

a) 布点时一般应保证每个评价单元（图斑）均有至少 1个点控制。 

b) 当一个单元中有 2 个以上数据时，用平均值进行评价单元的指标赋值。 

8.3.2 矿区农用地土壤养分等级 

土壤养分等级划分可按照DZ/T 0295-2016中10.2执行。 

8.3.3 矿区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等级 

a)  矿区农用地土壤质量评价标准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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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筛选值确定：土壤环境指标背景值低于 GB15618-2018 中的风险筛选值时，土壤砷、镉、

铬、铅、汞、镍、铜和锌的风险筛选值同 GB15618-2018中表 1值，其他指标的风险筛选

值同 GB 15618—2008 中的第二级标准值。 

2) 管制值确定：土壤砷、镉、铬、铅、汞的风险管制值同 GB15618-2018 中表 3，镍、铜和

锌的风险管制值见表 5，其他指标的风险管制值同 GB 15618—2008 中的第三级标准值。 

3) 背景值确定：土壤环境指标背景值高于 GB15618-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时，土壤环境指标

背景值为风险筛选值，背景值计算方法是元素平均值加减 3倍方差反复剔除后的平均值。 

表5 土壤质量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界限 

等级 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颜色    

R:G:B 0:176:80 255:255:0 255:0:0 

b) 单指标土壤环境质量风险等级划分 

矿区农用地土壤环境指标的实测浓度低于风险筛选值为低风险，介于风险筛选值和风险管制值之

间为中风险，高于风险管制值为高风险，见表 6。 

表6 矿区农用地土壤质量风险综合等级表达图示与含义 

类别 
低风险 

（优先保护类）  

中风险 
（安全利用类）  

高风险 
（严格管控类）  

含义 

丰富 优等 中等 差等 优等：土壤环境属于低风险，土壤养分丰富至中等；基

本没有风险或风险较小，农产品（水稻、小麦）不超标。 
中等：土壤环境属于中风险，土壤养分较缺乏或缺乏；

农产品可能存在超标风险。 
差等：土壤环境属于高风险，土壤养分丰富至缺乏；农

产品超标风险极大。 

较丰富  优等 中等 差等 

中等 优等 中等 差等 

较缺乏 中等 中等 差等 

缺乏 中等 中等 差等 

c) 矿区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风险综合等级划分 

在土壤环境质量初步评价的基础上，按照环境质量指标一票否决的原则进行土壤环境质量综合风

险等级划分，即每个评价单元的土壤环境质量风险综合等级等同于单指标划分出的环境等级最差的等

级。 

8.3.4 矿区农用地土壤质量综合等级 

a) 土壤质量风险综合等级由评价单元的土壤养分综合等级与土壤环境风险综合等级叠加产生。 

b) 矿区农用地土壤质量风险综合等级的表达图示与含义，见表 6。 

8.3.5 灌溉水环境风险等级 

灌溉水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依据DZ/T 0295-2016中灌溉水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方法。灌溉水

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划分标准值同GB 5084。 

8.3.6 大气干湿沉降环境风险等级 

大气干湿沉降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同8.3.3土壤环境风险等级划分。 

8.3.7 矿区农用地土地质量等级 

土壤质量风险综合等级基础上，叠加大气环境风险等级、灌溉水环境风险等级，形成土地质量等级。 

8.3.8 矿区农用地土地质量评价分级及其含义 

矿区农用地土地质量等级表达方式见表7。 

表7 矿区农用地土地质量等级图示与含义 

图示 R:G:B 含义 

III 255:0:0 

土地质量综合等级为差等；大气环境、地表水或浅层地下水环境风险等级均为2等，表示大气干湿沉

降通量较大，地表水或浅层地下水超标。需要采取禁止种植食用农产品，退耕还林等措施；对大气

环境、水环境采取严格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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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矿区农用地土地质量等级图示与含义（续） 

图示 R:G:B 含义 

II 255:255:0 
土地质量综合等级为中等；地表水或浅层地下水环境风险等级为1等，大气干湿沉降通量为1等。养

分缺乏或较缺乏地区应加强养分管理；需要对超标区域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安全利用措施。 

I 0:176:80 
土地质量综合等级为优等；地表水或浅层地下水环境风险等级为1等，大气干湿沉降通量为1等。种

植食用农产品安全，加强土地质量监测和生态管护。 

矿区建设用地风险评价 

矿区建设用地按照GB36600-2018要求进行评价。 

矿区土地质量评价结果验证方法与校正 

在矿区农用地评价初步划分等级基础上，根据农产品超标率对评价等级进行检验。I类土地农产品

超标率小于等于10%，且超标含量在GB 2762-2017规定的1倍以内；II类土地农产品超标率大于10%，小

于等于30%，III类土地农产品超标率大于30%。如满足以上条件，表明风险等级划分基本合理；否则，

就应在实地调查和补充采集样品分析判定基础上对初步划分的等级进行修正，最终确定农用地土地质

量的风险等级。 

评价结果管理与应用 

对矿区农用地地块应根据矿区在产企业生产情况，每1～2年开展一次监测（关闭矿山可3～5年开展

一次监测），进行动态管理，实时调整其风险等级，最大限度利用好矿区土地资源。 

矿区建设用地筛选确定的污染物含量低于筛选值时，风险可以忽略。 

矿区建设用地筛选确定的污染物含量高于风险筛选值时，依据HJ25.1、HJ25.2等标准及相关技术要

求，开展详细调查。详查后污染物含量等于或低于风险管制值时，依据HJ25.3开展风险评估，确定风险

水平，判断是否需要采取风险管控措施和修复措施。 

矿区建设用地筛选确定的污染物含量高于风险管控值时，对人体健康通常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应

当采取风险管控或修复措施。修复目标应当依据HJ25.3、HJ25.4等标准或相关技术要求确定，且应当低

于风险管控值。 

9 报告编制及送审报批 

报告编写内容 

矿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报告包括系列图件、文字和数据。 

报告编写提纲 

报告编写大纲参见附录B。 

报告提交 

提交相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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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录 A 

（资料性） 

设计编写内容及要求 

A.1 前言 

A.1.1目的任务 

包括任务来源、任务书的主要内容、技术要点、工作起始时间、成果提交时间及预期成果等。 

A.1.2评价区概况 

包括评价区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坐标范围或图幅及编号，自然地理概况：包括地形地貌、自然（农

业）气候、地表水系、交通。地形地貌涉及多个地貌单元应进行分区，自然资源及社会经济概况：自然

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利资源、农业资源（特色产业及名优产品等）、林业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

社会经济包括社会经济构成，社会经济特点及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等。如选择的部分区域作为工作区，应

说明选区依据。 

A.1.3矿业权登记情况 

重点是采矿权分布情况及对土地的影响分析，可利用三调图斑采矿用地进行统计分析。 

A.1.4以往工作程度 

重点为与矿区土地质量评价相关的工作程度。包括以往土壤(土地)调查、养分调查与环境监测、地

球化学调查评价、矿山生态环境监测、矿山污染源调查等，以及与本次评价内容有关的成果及存在问题

等。 

A.2 区域背景 

阐述与土地质量相关的要素特征。 

A.2.1区域环境背景 

包括地质背景特征、矿产资源分布、水文地质环境、地形地貌、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土壤环

境质量、生态地质环境。 

A.2.2矿区主要土地质量地球化学问题 

包括矿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问题的种类、分布、数量、规模与造成的危害及防治现状等。可根据矿

山的类型、规模、不同的生产系统或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等，划分评价单元，便于图斑分解和样点布置。 

A.2.3野外踏勘及预研究分析 

野外踏勘重点是在对区域背景资料分析基础上，针对矿区生态环境特征进行实地的调查，了解区内

土地利用、土壤、环境状况，为工作布置提供依据；必要时可采用便携式仪器测量土壤理化指标（pH、

电导率等）、可疑污染组分含量（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在矿区及周边污水排放点、地表水、水

井测量水化学指标变化，初步了解矿区及周边土壤与地表水或浅层地下水的污染状况。 

区域背景预研究分析宜总结归纳与矿区土地质量、生态地质环境调查相关、本次工作能够解决或提

供依据的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等问题。 

A.3 评价内容 

A.3.1主要评价内容 

依据任务书和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技术要求，细化评价方案。内容包括评价图斑确定原则、采样点布

置、样品采集与加工、样品分析与质量监控、等级划分与统计、图件制作、评价成果应用等。 

A.3.2重点问题及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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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评价工作中，结合已有工作程度、方法技术，分析本次工作的难点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关

键技术、技术思路和技术创新等。 

A.4 技术路线及工作方案 

A.4.1技术路线 

包括技术路线和评价流程等。 

A.4.2工作方案 

包括工区布置、样品点布置与采集、样品加工处理、数据分析、质量监控、结果整理和成果表达等。 

A.5 工作部署 

A.5.1工作部署原则 

根据任务书要求，有针对性地阐述总体工作思路和部署原则，说明各项工作间的衔接关系。 

A.5.2总体工作部署 

说明总体工作安排的主要内容和工作量，可具体到当年。 

A.5.3工作进度安排 

A.6 实物工作量 

为完成目标任务设计的实物工作量，附工作量一览表。 

A.7 预期成果 

A.7.1预期成果 

包括评价报告、图件和数据库。 

A.7.2成果提交时间 

按照任务书要求，说明成果提交的时间。 

A.8 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 

A.8.1项目组织管理 

说明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组织结构。 

A.8.2项目人员配置 

项目组构成，参加项目人员概况及分工。 

A.9 经费预算 

同“地质调查项目设计预算编写要求”，包括编制说明和设计预算表。 

A.10 质量保证与安全措施 

A.10.1质量保证措施 

包括质量管理体系、质量岗位分工及职责，以及为保障任务完成而采取的各种质量保证措施，包括

野外样品采集、处理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样品数据分析过程中的各项质量保证措施和提高工作人员技术

水平所采用的技术培训措施等。 

A.10.2安全及劳动保护措施 

说明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采取的各项安全和劳动保护措施。 

A.10.3保密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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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采取的资料和技术保密措施。 

A.11 设计附图及附表 

A.11.1附图 

包括交通位置图、工作程度图、土壤类型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工作部署图及其他需要的图件。 

A.11.2附表 

评价工作中需要的各类表格。 

A.12 评价方案审查和批复 

评价方案由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评审，根据专家组意见对评价方案进行修改后报上级

主管部门批复，最终由承担单位按批准方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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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录 B 

（规范性）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 

B.1 前言 

B.1.1项目来源及任务目标 

B.1.2完成的工作量 

B.1.3主要成果概述 

B.2 评价区概况 

B.2.1自然地理、地质、地球化学及矿产资源概况 

B.2.2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 

B.2.3矿区开采、土地复垦及用地改革概况 

B.2.4评价区土壤存在的地球化学风险问题 

B.3 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B.3.1本次评价工作的重点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技术 

B.3.2野外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B.3.3样品处理方法、分析测试方法及数据质量评述 

B.3.4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方法 

B.4 矿区农用地土壤质量风险等级划分 

B.4.1土壤养分等级划分 

B.4.1.1土壤氮、磷、钾、钙、镁、硫、有机质等养分元素与指标特征 

B.4.1.2土壤铁、锰、锌、铜、硼、钼、氯等微量元素特征 

B.4.1.3土壤硒、碘、氟等微量营养元素特征 

B.4.1.4壤单元素或单指标养分等级 

B.4.1.5土壤养分综合等级 

B.4.2土壤环境风险特征及等级划分 

B.4.2.1土壤砷、镉、汞、铅、铬等有害元素分布特征 

B.4.2.2土壤酸碱度特征 

B.4.2.3土壤单元素或单指标环境质量等级 

B.4.2.4土壤环境风险质量综合等级 

B.4.3土壤质量风险合等级 

B.5 大气环境风险特征与等级 

B.5.1大气干湿沉降物元素含量及其空间分布 

B.5.2大气干湿沉降通量特征及其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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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大气干湿沉降物重金属指标环境风险等级 

B.5.4大气环境风险综合等级 

B.6 灌溉水环境风险特征与等级 

B.6.1灌溉水环境风险特征 

B.6.2灌溉水环境风险等级 

B.7 矿区土地质量等级划分与风险来源识别 

B.7.1矿区农用地土地质量等级及来源识别 

B.7.2矿区建设用地土地质量等级及来源识别 

B.8 矿区土地合理利用规划建议 

B.8.1矿区土地利用适宜性分区 

B.8.2矿区土地利用、防治、管理、开发的建议 

B.9 附件 

B.9.1附图 

B.9.2附表、数据库 

B.9.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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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录 C 

（资料性） 

不同类型矿山水环境监测项目 

表C.1给出了不同类型矿山水环境监测项目。 

表C.1 不同类型矿山水环境监测项目表 

类型 监测内容 

黑色金属矿山 pH值、悬浮物、硫化物、铜、铅、锌、镉、汞、铬（六价） 

有色金属矿山 pH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氰化物、铜、锌、铅、砷、镉、汞 

煤矿 pH值、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溶解氧、水温、砷、悬浮物、硫化物 

硫铁矿 pH值、悬浮物、硫化物、铜、铅、锌、镉、汞、砷、铬（六价） 

磷矿 pH值、氟化物、悬浮物、磷酸盐、黄磷、总磷 

萤石矿 pH值、氟化物、悬浮物 

 

 

 

 

 



DZ/T        —XXXX 

16 

参 考 文 献 

 

[1]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2]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3]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4]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5]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6] NYT 39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7] DD 2005 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技术要求（试行） 

 

 


	前言
	引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4.1　 评价任务
	4.1.1　 以矿区土壤地球化学调查为主，配合大气、灌溉水和农作物安全性等调查评价，科学量化分级矿区土地质量风险程度。
	4.1.2　 分析矿区地质背景、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管理措施及其他人类活动对矿区土地质量风险来源进行识别。
	4.1.3　 依据矿区土地质量评价结果，提出矿区土地利用规划适宜性分区、土地复垦、土地资源开发、土地生态管护、土地管理、土地污染防治、农产品安全生产，为矿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4.1.4　 建立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数据库及信息系统。

	4.2　 比例尺
	4.3　 评价单元
	4.3.1　 矿区评价单元是矿区土地质量等级划分的最小单元。
	4.3.2　 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单元划分方法如下：

	4.4　 范围及对象
	4.5　 工作流程
	4.6　 评价内容
	4.6.1　 土壤养分质量评价
	4.6.2　 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
	4.6.3　 水环境质量风险评价
	4.6.4　 大气环境质量风险评价
	4.6.5　 农作物安全性评价

	4.7　 设计编审
	4.7.1　 设计的必要性
	4.7.2　 设计书编写前准备工作


	5　 采样点布设
	5.1　 土壤样品布设
	5.1.1　 采样点布设原则
	5.1.2　 采样点布点要求
	5.1.3　 采样点布设精度
	5.1.4　 布设方法

	5.2　 大气干湿沉降物布设
	5.2.1　 不同评价比例尺的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布设密度按照DZ/T 0295-2016中6.2要求执行。
	5.2.2　 大气干湿沉降物接收点布设应考虑矿区地形地貌（平原、丘陵、盆地、河谷地带等）、污染源分布、气候特征、主导风向、功能分区等情况，并注意以下事项：

	5.3　 灌溉水样品布设
	5.3.1　 评价区已有的灌溉水质数据若能够满足评价工作需要，应以收集资料为主，可不进行样品采集与分析工作。
	5.3.2　 灌溉水采样点位应布设在评价区具有代表性的河流、湖泊、灌渠、水库或水塘中，通过分析特征污染源分布、常规例行水质监测断面、废水处理情况、水体土壤污染事故等信息，初步确定需要调查的点位。

	5.4　 农作物样品布设
	5.4.1　 农作物样品采集密度，需根据评价区土壤污染情况和农作物种植种类自行确定。
	5.4.2　 农作物样品采集种类和数量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5.4.3　 农作物样点部署时，针对矿区污染源分布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与典型异常区加密部署农作物采样点位。

	5.5　 其他样品布设
	5.6　 布点编码

	6　 样品采集与加工
	6.1　 土壤、大气干湿沉降物、灌溉水、农作物样品采集
	6.2　 其他样品采集
	6.3　 样品定点、标识及样品记录
	6.4　 样品保存与运输
	6.5　 样品加工

	7　 样品处理与样品分析
	7.1　 样品处理
	7.1.1　 土壤、灌溉水、大气干湿沉降、农作物样品
	7.1.2　 废渣、废水

	7.2　 样品分析与质量要求
	7.2.1　 土壤样品分析
	7.2.2　 灌溉水样品分析
	7.2.3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分析
	7.2.4　 农作物样品分析


	8　 评价方法
	8.1　 评价单元划分
	8.2　 评价指标
	8.2.1　 评价指标筛选原则
	8.2.2　 评价指标

	8.3　 矿区农用地土地质量评价方法
	8.3.1　 评价单元赋值
	8.3.2　 矿区农用地土壤养分等级
	8.3.3　 矿区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等级
	8.3.4　 矿区农用地土壤质量综合等级
	8.3.5　 灌溉水环境风险等级
	8.3.6　 大气干湿沉降环境风险等级
	8.3.7　 矿区农用地土地质量等级
	8.3.8　 矿区农用地土地质量评价分级及其含义

	8.4　 矿区建设用地风险评价
	8.5　 矿区土地质量评价结果验证方法与校正
	8.6　 评价结果管理与应用

	9　 报告编制及送审报批
	9.1　 报告编写内容
	9.2　 报告编写提纲
	9.3　 报告提交

	附录A （资料性） 设计编写内容及要求
	A.1　 前言
	A.1.1目的任务
	A.1.2评价区概况
	A.1.3矿业权登记情况
	A.1.4以往工作程度

	A.2　 区域背景
	A.2.1区域环境背景
	A.2.2矿区主要土地质量地球化学问题
	A.2.3野外踏勘及预研究分析

	A.3　 评价内容
	A.3.1主要评价内容
	A.3.2重点问题及关键技术

	A.4　 技术路线及工作方案
	A.4.1技术路线
	A.4.2工作方案

	A.5　 工作部署
	A.5.1工作部署原则
	A.5.2总体工作部署
	A.5.3工作进度安排

	A.6　 实物工作量
	A.7　 预期成果
	A.7.1预期成果
	A.7.2成果提交时间

	A.8　 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
	A.8.1项目组织管理
	A.8.2项目人员配置

	A.9　 经费预算
	A.10　 质量保证与安全措施
	A.10.1质量保证措施
	A.10.2安全及劳动保护措施
	A.10.3保密工作措施

	A.11　 设计附图及附表
	A.11.1附图
	A.11.2附表

	A.12　 评价方案审查和批复

	附录B （规范性）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
	B.1 前言
	B.1.1项目来源及任务目标
	B.1.2完成的工作量
	B.1.3主要成果概述

	B.2 评价区概况
	B.2.1自然地理、地质、地球化学及矿产资源概况
	B.2.2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
	B.2.3矿区开采、土地复垦及用地改革概况
	B.2.4评价区土壤存在的地球化学风险问题

	B.3 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B.3.1本次评价工作的重点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技术
	B.3.2野外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B.3.3样品处理方法、分析测试方法及数据质量评述
	B.3.4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方法

	B.4 矿区农用地土壤质量风险等级划分
	B.4.1土壤养分等级划分
	B.4.1.1土壤氮、磷、钾、钙、镁、硫、有机质等养分元素与指标特征
	B.4.1.2土壤铁、锰、锌、铜、硼、钼、氯等微量元素特征
	B.4.1.3土壤硒、碘、氟等微量营养元素特征
	B.4.1.4壤单元素或单指标养分等级
	B.4.1.5土壤养分综合等级
	B.4.2土壤环境风险特征及等级划分
	B.4.2.1土壤砷、镉、汞、铅、铬等有害元素分布特征
	B.4.2.2土壤酸碱度特征
	B.4.2.3土壤单元素或单指标环境质量等级
	B.4.2.4土壤环境风险质量综合等级
	B.4.3土壤质量风险合等级

	B.5 大气环境风险特征与等级
	B.5.1大气干湿沉降物元素含量及其空间分布
	B.5.2大气干湿沉降通量特征及其空间分布


	附录B （规范性）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
	B.1 前言
	B.1.1项目来源及任务目标
	B.1.2完成的工作量
	B.1.3主要成果概述

	B.2 评价区概况
	B.2.1自然地理、地质、地球化学及矿产资源概况
	B.2.2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
	B.2.3矿区开采、土地复垦及用地改革概况
	B.2.4评价区土壤存在的地球化学风险问题

	B.3 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B.3.1本次评价工作的重点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技术
	B.3.2野外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B.3.3样品处理方法、分析测试方法及数据质量评述
	B.3.4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方法

	B.4 矿区农用地土壤质量风险等级划分
	B.4.1土壤养分等级划分
	B.4.1.1土壤氮、磷、钾、钙、镁、硫、有机质等养分元素与指标特征
	B.4.1.2土壤铁、锰、锌、铜、硼、钼、氯等微量元素特征
	B.4.1.3土壤硒、碘、氟等微量营养元素特征
	B.4.1.4壤单元素或单指标养分等级
	B.4.1.5土壤养分综合等级
	B.4.2土壤环境风险特征及等级划分
	B.4.2.1土壤砷、镉、汞、铅、铬等有害元素分布特征
	B.4.2.2土壤酸碱度特征
	B.4.2.3土壤单元素或单指标环境质量等级
	B.4.2.4土壤环境风险质量综合等级
	B.4.3土壤质量风险合等级

	B.5 大气环境风险特征与等级
	B.5.1大气干湿沉降物元素含量及其空间分布
	B.5.2大气干湿沉降通量特征及其空间分布


	附录B （规范性）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
	B.1 前言
	B.1.1项目来源及任务目标
	B.1.2完成的工作量
	B.1.3主要成果概述

	B.2 评价区概况
	B.2.1自然地理、地质、地球化学及矿产资源概况
	B.2.2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
	B.2.3矿区开采、土地复垦及用地改革概况
	B.2.4评价区土壤存在的地球化学风险问题

	B.3 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B.3.1本次评价工作的重点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技术
	B.3.2野外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B.3.3样品处理方法、分析测试方法及数据质量评述
	B.3.4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方法

	B.4 矿区农用地土壤质量风险等级划分
	B.4.1土壤养分等级划分
	B.4.1.1土壤氮、磷、钾、钙、镁、硫、有机质等养分元素与指标特征
	B.4.1.2土壤铁、锰、锌、铜、硼、钼、氯等微量元素特征
	B.4.1.3土壤硒、碘、氟等微量营养元素特征
	B.4.1.4壤单元素或单指标养分等级
	B.4.1.5土壤养分综合等级
	B.4.2土壤环境风险特征及等级划分
	B.4.2.1土壤砷、镉、汞、铅、铬等有害元素分布特征
	B.4.2.2土壤酸碱度特征
	B.4.2.3土壤单元素或单指标环境质量等级
	B.4.2.4土壤环境风险质量综合等级
	B.4.3土壤质量风险合等级

	B.5 大气环境风险特征与等级
	B.5.1大气干湿沉降物元素含量及其空间分布
	B.5.2大气干湿沉降通量特征及其空间分布


	附录B （规范性）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
	B.1 前言
	B.1.1项目来源及任务目标
	B.1.2完成的工作量
	B.1.3主要成果概述

	B.2 评价区概况
	B.2.1自然地理、地质、地球化学及矿产资源概况
	B.2.2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现状
	B.2.3矿区开采、土地复垦及用地改革概况
	B.2.4评价区土壤存在的地球化学风险问题

	B.3 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B.3.1本次评价工作的重点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技术
	B.3.2野外工作方法技术及质量评述
	B.3.3样品处理方法、分析测试方法及数据质量评述
	B.3.4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方法

	B.4 矿区农用地土壤质量风险等级划分
	B.4.1土壤养分等级划分
	B.4.1.1土壤氮、磷、钾、钙、镁、硫、有机质等养分元素与指标特征
	B.4.1.2土壤铁、锰、锌、铜、硼、钼、氯等微量元素特征
	B.4.1.3土壤硒、碘、氟等微量营养元素特征
	B.4.1.4壤单元素或单指标养分等级
	B.4.1.5土壤养分综合等级
	B.4.2土壤环境风险特征及等级划分
	B.4.2.1土壤砷、镉、汞、铅、铬等有害元素分布特征
	B.4.2.2土壤酸碱度特征
	B.4.2.3土壤单元素或单指标环境质量等级
	B.4.2.4土壤环境风险质量综合等级
	B.4.3土壤质量风险合等级

	B.5 大气环境风险特征与等级
	B.5.1大气干湿沉降物元素含量及其空间分布
	B.5.2大气干湿沉降通量特征及其空间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