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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06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总结质量领域

100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正式提出计量、标准、合格评定（包括检验检测、

认证认可）共同构成NQI（NationalQualityInfrastructure）。要求各国推动

NQI建设，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提升国家竞争力。 

本项目来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矿山开采与地质环境监测评价防治

标准研究,课题编号：2017YFF0206803。课题为2016年度申请的“基础通用与公

益标准”任务，其下设11个项目，主要针对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领域相关标准

不成体系，关键标准缺失、技术方法滞后等问题，通过构建以生态安全为核心

的土地质量指标体系，研究典型矿山土地复垦、地质环境治理、土地质量评价

与检验检测等关键技术，形成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通用技术成套标准，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2020年，项目纳入《2020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编号202012009。 

（二）主要工作过程 

1、2017年9月21日，科技部召开NQI项目启动会，明确了项目实施方案编

制要求。 

2、2017年12月，由四川省地质调查院牵头，成立了《矿区土地质量风险

评价技术要求》编制组。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梳理研究内容，确定技术要求

制定方法和技术路线。在资料收集和文献查阅基础上多次与相关专家开展咨询

调研，明确各阶段的任务和研究目标。 

3、2017年11月1日，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在京召开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通用技术标准研究项目课题实施方案研讨会，介绍了标

准研制的思路、内容和实施进度安排等，与会专家对规范实施方案内容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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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改为《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技术要求》，并形成报批稿。

采纳的有116条，未采纳的有8条。根据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规范名称

员的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通过的规定。参会的委员共提出了124条意见，其中

票、弃权0票，符合参加投票的委员不少于全体委员的四分之三，参加投票委

出席13名，函审14名，回避0名。有效表决票27张，其中，通过27票、不通过0

函审的混合方式召开了标准评审会。地质灾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共有委员31人，

  8、2021年3月5-6日，地质灾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在北京以现场、视频和

组织专家对文件进行咨询。根据以上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送审稿。

  采纳的意见有100条，未采纳的意见19条。同时2月份，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见。汇总了提出的119条意见，其中

专家和单位意见，发送征求意见的单位数：25个，共收到21个单位的回函和意

  7、2021年1-2月，自然资源标准化信息服务平台和发函公开征求全国同行

说明文稿。

主要进行样品采集、测试分析和土地质量风险评价工作，进一步充实完善技术

  2018年11月和2020年10月，编制组赴会理县天宝山铅锌矿区开展试点工作，

《矿区土地质量风险评价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6、2018年-2020年，编写组成员集中对标准进行3次咨询和修改后，完成 

事项，标准的定位、范围和具体技术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等单位专家对标准初稿进行研讨，对国标立项的注意

矿业大学、北京市地勘局信息中心、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国家地质测试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标准化中心、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中国

  5、2018年8月30日，在北京召开了标准初稿研讨会，邀请国标审评中心、

目的任务，针对规范的定位、范围和框架进行讨论、咨询。

  4、2017年12月26日，在北京组织相关专家召开了标准框架研讨会，根据

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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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技术要求》(以下简称该规范)牵头起草单位为四

川省地质调查院。 

项目组以生产单位长期从事环境生态地球化学、勘查地球化学、环境地球

化学和农业生态地球化学等方面研究的技术人员组成。项目组成立后，多次召

开了评价规范制定讨论会，广泛征求了国内专家的意见，确定了矿区土地质量

评价技术要求编写提纲，并进行了人员分工（见表1-1）： 

表1-1主要编写人员组成及分工表 
 

姓名 职称 单 位 分 工 

金立新 主任/教高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全面负责起草修改 

赵 春 院长/教高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技术顾问、质量管理 

时章亮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资料查阅、综合研究、修改 

邓欢 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资料查阅、野外调研、综合研究 

李素丹 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资料查阅、综合研究 

徐克全 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样品采集、成果表达 

包雨函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资料查阅、综合研究 

刘晓波 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资料查阅、综合研究 

徐洲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资料查阅、综合研究 

赵禁 高级工程师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资料查阅、综合研究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制定《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技术要求》的技术思路：全面总结近些年土地风

险评价方法技术取得成果，全面分析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和生态风险评价、矿

区土地质量评价中取得的经验与存在的不足。参照国内外有关标准、规范，吸

收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区域生态风险评价规范、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

规范、污染场地风险评估规范等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在总结中改进和深化、

在吸收中继承和发展、在挖掘中适应与创新。 

本次制定工作遵循的原则如下： 

（1）体现矿区土地质量评价作为一项完整独立工作 

为了规范和完善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工作，将矿区土地质量从数量管控向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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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控方向发展，对矿区土地进行土壤环境质量、土壤养分、大气环境、灌溉

水质量综合评价。 

（2）增强技术要求的适应性 

考虑到《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技术要求》规范始终与DZ/T0295- 

2016《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相连接，针对矿区土地的特殊性，在

DZ/T0295-2016《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基础上，充分考虑不同因素，对

矿区土地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使制定的标准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 

经过广泛调研、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

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目标、原则和要求，5.工作部署，

6.样品采集与加工，7.样品分析，8.矿区土地质量评价，9.报告编制及送审报

批，以及2个资料性附录。 

1、范围 

范围界定了本技术要求涉及的目标、内容及使用范围，明确规定适合于中

国目前已探明固体矿产的矿（集）区1:50000～1:500不同比例尺的土地质量风

险评价工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本技术要求引用的有关文件名称及文号，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3、术语和定义 

本技术要求对矿区、矿集区、土壤重金属地质高背景区和矿区土地质量评

价4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4、目标、原则和要求 

目标、原则和要求对矿区土地质量评价的目标、任务、比例尺、对象、范

围、工作流程、内容、方案编制提出了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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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部署 

明确了工作部署的原则和不同样品（表层土壤、深层土壤、农产品、水产

畜禽养殖产品、底泥、矿石及其它）布设的方法。 

6、样品采集与加工 

明确了样品采集与加工的具体方法和要求。 

7、样品分析 

明确了样品分析指标的选择，规定了样品前处理、测试方法及分析质量控

制的要求。 

8、矿区土地质量评价 

明确了评价单元的划分要求和评价指标的筛选原则，规定了矿区土地质量

评价方法和结果验证。 

9、报告编制及送审报批 

明确了报告编写内容、提纲及送审报批流程。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我国矿产资源丰富，但在开采利用矿产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大量土地损毁、地质灾害频发、土地污染严重。土地质量是土地可持续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之一，研究和评价采矿活动对矿区土地质量的影响无疑是矿区可持

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矿区土地评价主要为土壤适宜性评价，所

选用的绝大多数指标与土地肥力质量相关，矿区土地质量评价相关标准不成体

系。以DZ/T0295-2016《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的成熟经验为基础，重点

研究影响矿区土地质量的关键因素，建立土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

制定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技术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

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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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验证的分析 

以天宝山铅锌矿区为示范区，对示范区进行土地质量评价。天宝山铅锌

矿区位于四川省会理县城白沟湾乡天宝村天宝山，采集及分析表层土壤215

件、植物样及其根系土24件。 

示范区未在荒地地块进行布点采样，仅针对耕地区地块进行土地质量风

险评价，土地质量分类面积比例为其占示范区总面积的比例。结果见图1-图

3，能够基本支撑标准的制定及验证。 

分别采用DZ/T0295-2016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土壤环境质量采用

GB15618-1995）进行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图1）；GB15618-2018《土壤环

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进行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图 

2）、本文件方法进行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图3），得出的评价结果完全不同。

图1、图2所示的两种方法均不能客观反映矿区土地质量风险情况，均有可能

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和治理费用浪费。 

 
图1 天宝山矿区1:1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图 

（DZ/T0295-2016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土壤环境质量GB15618-1995） 

（二）编制综述 

本标准编制的目的是为矿区土地复垦和矿区所在地各级政府土地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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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可持续开发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依据；同时在调整矿区农业种

植结构、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科学合理施肥及土壤污染治理等方面发挥指

导作用。 

本标准在DZ/T0295-2016《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的基础上，收

集分析大量资料并结合实际后编制，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图2天宝山矿区1:1万土壤Cd环境质量分类评价图 

（GB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图3天宝山矿区1:1万土壤Cd环境质量本标准分类评价图 

（土壤环境质量采用背景值作为筛选值） 

（三）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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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制定后，将使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工作规范化，完善矿区土地质量

评价工作体系，提高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水平，在调整矿区农业种植结构、发

展特色优质农产品、科学合理施肥及土壤污染治理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产

生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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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 

评价标准是环境污染评价的基础。国内对于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理论和方

法的研究较少，特别是矿业开发过程中土壤潜在污染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风

险方面研究相对薄弱，评价模型或方法、参数选择都主要借鉴国际上土壤重

金属研究的先进方法。土地质量评价工作由来已久，由于矿区及重金属高背

景区的复杂性，目前没有针对其进行土地质量风险评价的技术指导。在本标

准中，所制定的矿区土地质量评价工作内容，无论是评价思路，还是评价方

法，总体上都与国际上惯例相通。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完全本标准完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广泛征求相关国家管理部门、有关从事土地质量评价、研究、教

学等14家单位的专家意见，编制组对14个回函进行认真研究并做出了相应的

处理。其中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和依据如下： 

针对矿区土地质量综合评价方法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鉴于矿区农用地

的特殊性，其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查值需依据评价区范围内土壤环境质量指

标背景值做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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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由于矿区矿业活动的复杂性、地质条件的复杂性以及污染种类、程度和

危害方式的复杂性，不同评价地区影响土地质量的因素差异很大，图斑大小

不一，评价成果的应用领域等都存在很大差异，鉴于此，该技术说明建议为

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本标准归口自然资源部管理和组织颁布实施。 

2、矿区土地质量评价既是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生态评价、土地

评估与监测、预测预警等系列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与农业、环保等不

同部门的工作密切相关，在各类样品采集、加工处理、样品分析等方面参照

了国际和国内同类工作的方法；在质量控制、结果整理、图件制作和数据统

计等相关内容均与DZ/T0295-2016《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一致，因

此，在该规范执行过程中，要紧密与相关规范的衔接。 

3、矿区土地质量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矿区所在地各级政府土地管理和

规划提供地球化学依据，为矿区土地可持续利用服务。建议该规范在执行过

程中，一方面要密切与土地管理部门沟通，另一方面，还要将评价工作成果

及时地应用到调整矿区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促进科学合理

施肥及土壤污染治理等方面。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现行有关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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