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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 

2017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 年）》提出的资源勘探增储要求和《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纲要（2011－2020 年）》等相关部署，按照《关于深化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要求，科技部

会同国土资源部、教育部、中科院等部门和相关省（自治区、

直辖市）科技主管部门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勘

查开采”重点专项实施方案。专项将形成 3000 米以浅矿产资源

勘探成套技术能力、2000 米以浅深部矿产资源开采成套技术能

力，储备一批 5000 米以深资源勘查前沿技术，油气勘查技术

能力扩展到 6500-10000 米，加快“透明地球”技术体系建设，提

交一批深地资源战略储备基地，支撑扩展“深地”资源空间。 

本专项执行期从 2016 年至 2020 年，2016 年第一批启动 11

个项目，重点部署了克拉通破坏、大陆碰撞和陆内变形等三个

成矿动力学系统、深部资源评价理论、地球化学勘查技术、深

部资源开采理论和深层油气成因等基础性研究与技术研发工

作。2017 年（第二批）拟支持 20 个项目，国拨经费概算约 8.25

亿元，重点针对增生造山成矿动力学系统、深部资源评价技术

与建模、深部探测关键技术与装备、紧缺矿产、战略性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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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勘查示范、深部矿产资源开采理论与技术与深层油气成藏

评价等技术性与勘查示范为主的研究与研制工作进行部署；原

则上覆盖专项实施方案任务的 1/3。 

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 3-4 年。对于

企业牵头的应用示范类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

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如指南未明确支持项目数，对于同一指南方向下采取不同技术

路线的项目，可以择优同时支持 1-2 项。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

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除有特殊

要求外，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每个

项目下设任务（课题）数不超过 6 个，项目参加单位总数不超

过 10 个。 

本专项 2017 年（第二批）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成矿系统的深部结构与控制要素 

1.1 北方造山成矿系统的深部结构与成矿过程 

研究内容：重点研究北方增生和复合造山成矿系统深部结

构、成矿构造背景和物质时空框架；研究成矿末端效应与典型

矿集区矿体定位机制；研究造山成矿系统时空演化（综合集成）

与成矿系统的理论模型。 

考核指标：完成综合地球物理剖面(增生造山带 800km,复

合造山带 500km)与深部过程解释；构建造山带成矿系统物质组

成、成矿富集过程与成矿模型；实现 2 个重点矿集区 3000 米

“透明化”；集成区域内造山成矿系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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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针对北方西部增生造山带和东部复合造山

带拟分别支持 1 个项目。 

1.2 我国大陆中生代重大事件与爆发式成矿的深部过程 

研究内容：研究燕山运动构造变形及对成矿作用空间分布

的控制，重点研究晚中生代燕山运动事件启动、发展及演化与

爆发式成矿事件的深部地质过程。 

考核指标：揭示我国大陆侏罗纪-白垩纪燕山运动发生-发

展过程，爆发式成矿的深部动力学；综合我国深部探测数据和

成果揭示成矿深部过程。 

2．深部矿产资源评价理论与预测 

2.1 深部资源预测系统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研发三维实体地质建模、信息提取分析、预测

评价和三维可视化的预测软件系统；提出遴选深部成矿空间矿

产资源与能源勘查、开发种类的指标体系；开展深部资源预测

示范。 

考核指标：完成基于多指标的地质建模，建立 3000 米资

源评价预测地质模型；完成先进实用的 3000-5000 米以浅的大

比例尺三维可视化预测评价软件系统；在 5-8 个重点整装勘查

区开展深部三维预测评价及找矿示范，圈定找矿靶区 15-20 处，

各示范区科学验证钻探工作量不少于 3000 米，预测金资源量

3000 吨，锰矿石资源量 3 亿吨，铜资源量 1000 万吨。 

3．移动平台地球物理探测技术装备与覆盖区勘查示范 

3.1 航空重力梯度仪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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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超高灵敏度重力加速度传感器设计制造核

心技术，研制实用化航空重力梯度仪工程样机；研发提高重力

场测量精度的惯性稳定平台；研发针对高精度重力梯度数据处

理和解释的方法及软件技术。 

考核指标：完成重力梯度仪和数据处理软件，整体技术系

统达到开展机载实验要求，关键测量参数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攻克微弱重力梯度信号等技术难题，关键技术达到实

用，基本满足深部资源勘查需求。 

3.2 航空重力测量技术装备研制 

研究内容：研发基于惯性技术原理的高灵敏度加速度计获

取等核心技术，解决提取微弱重力信号和垂线偏差分离等技术

难题，研制实用化航空重力仪和相关稳定平台测量系统；研制

航空矢量重力仪样机；研发相关重力数据预处理和质量评估方

法技术。 

考核指标：航空重力测量系统测量精度优于 0.6mGal/100s，

经过规模化飞行试验验证（不少于 1000km），达到实用化程度；

航空矢量重力仪测量精度垂向分量优于 0.6mGal/200s，水平分

量优于 8mGal/200s。 

3.3 航空电磁测量技术系统研制 

研究内容：攻克大电流发射、高灵敏度宽频带接收、动态

噪声、飞行平台改装和大吊舱制作等技术难题，研制直升机吊

舱式和固定翼飞机时间域航空电磁测量技术系统，以及相应数

据处理与反演成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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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实用化的直升机吊舱式时间域航空电磁测量系

统，接收磁场传感器谐振频率>50kHz，接收端噪声水平

<0.1nT/s，探测深度不小于 600 米，直升机大地电磁测量技术

系统的测量频率 30Hz-1kHz，噪声小于 0.1pT/√Hz@75Hz，探

测深度达到 1000-1500 米；实用化固定翼飞机时间域航空电磁

测量系统，探测深度大于 650 米，航空电磁数据处理与反演成

像软件系统达到实用化水平。 

拟支持项目数：针对直升机时间域、固定翼飞机时间域，

拟分别支持 1 个项目。 

3.4 航空磁场测量技术系统研制 

研究内容：研制智能化无人机物探飞行平台；研究三维精

确导航控制与自主避障技术；研制实用化的航磁三分量测量系

统，研制航磁全张量梯度测量系统。 

考核指标：实用化航磁三分量测量系统的测量精度优于

20nT；航磁全张量梯度测量系统给出工程样机，测量精度优于

30pT/m；实用化低磁、低静电航磁专用固定翼无人机，任务载

荷不低于 150kg，实用升限不小于 5000 米，续航时间不小于 8

小时；实用化低磁、低静电联合探测用旋翼无人机，任务载荷

不低于 200kg，留空时间大于 3 小时。 

3.5 高分辨率航空伽玛能谱测量及机载成像光谱测量技术 

研究内容：突破高分辨率伽玛射线探测和超多通道伽玛能

谱信号分析核心技术；研制阵列伽玛射线探测仪和航空伽玛能

谱测量系统；研发数据处理和应用技术；研制高精度成像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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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研发蚀变矿物高光谱探测与矿物定量反演技术；开展机载

高光谱遥感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高分辨率伽玛能谱能量测量系统实用化，能量

分辨率优于 4%（137Cs）；高精度成像光谱仪实用化，谱段范围

0.4-2.5μm，光谱分辨率 15-18nm，总视场角≥60°，瞬时视场角

优于 0.5 mrad；蚀变矿物高光谱探测与矿物定量反演技术实用

化。 

3.6 典型覆盖区航空地球物理技术示范与处理解释软件平

台开发 

研究内容：选择典型覆盖区，开展综合航空地球物理方法

的探测示范；开发集数据处理、解释、建模和管理于一体的航

空应用软件平台。 

考核指标：研制出实用化的综合航空地球物理软件平台，

支持第三方插件开发，支持国内主流航空地球物理测量数据的

处理和解释；完成 2～3 个典型覆盖区的综合航空地球物理方

法技术应用研究，示范应用工作量不少于 20000 km。 

4．深部矿产资源勘查增储应用示范 

4.1 稀土、稀有和稀散矿产资源基地深部探测技术示范 

研究内容：开展稀土、稀有和稀散矿产资源综合勘查，研

究其矿床模型和分布规律，实施异常验证钻探，开展找矿突破

示范。 

考核指标：形成 3000 米以浅“三稀”资源勘探成套技术

能力，储备一批 5000 米以深资源勘查前沿技术；岩心钻探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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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工作量不少于 5000 米；新发现大型资源基地 3 个，值得综

合评价的远景区 10 处。 

拟支持项目数：针对稀土、稀有和稀散矿产资源，拟分别

支持 1 个项目。 

4.2 铀、锂能源和钾盐矿产基地深部探测技术示范 

研究内容：以南方热液型铀矿、锂资源和重点含钾盆地为

重点，开展深部地质结构综合探测，建立三维地质模型与成矿

模型，综合评价深部资源潜力，实施异常验证钻探，实现深部

找矿突破。 

考核指标：查明热液型铀矿成矿规律和分布规律，初步查

明锂矿资源成矿规律和分布规律，建立和完善含钾盆地典型成

矿模式；形成 3000 米以浅资源勘探成套技术能力，储备一批

5000 米以深资源勘查前沿技术；岩心钻探验证工作量不少于

5000 米；新发现大型资源基地 3 个，值得综合评价的远景区

10 处。 

拟支持项目数：针对铀矿、锂矿和钾盐矿产，拟分别支持

1 个项目。 

5．深部矿产资源开采理论与技术 

5.1 深部金属矿安全高效开采技术 

研究内容：开展深部金属矿高应力致裂破岩与控制爆破技

术和深部金属矿床安全高效开采技术研究；开发深部金属矿临

界浓度充填采矿技术与装备。 

考核指标：1500 米以深规模化采矿示范；爆破大块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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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 5%以内，充填采场不脱水。 

5.2 深部煤矿智能开采与控制技术 

研究内容：开展千米深井煤矿长工作面安全高效智能开采

技术和动载大变形围岩控制技术研究。 

考核指标：提出煤矿千米深井巷道围岩大变形机理新理

论，形成煤矿千米深井巷道围岩控制成套技术与装备，巷道围

岩变形量较原来降低 50%；揭示出深部超长工作面岩层破坏失

稳机理及应力场演化规律，形成千米深井超长工作面安全高效

智能开采成套技术及围岩稳定性监测预警平台，示范工作面长

度不小于 350m。 

6．超深层新层系油气资源形成理论与预测评价技术 

6.1 超深层及中新元古界新层系油气资源形成机制、分布

预测与有利区评价 

研究内容：查明超深层及中新元古界油气资源类型与有利

区分布、有效储层形成机制及有利区分布评价，预测中国超深

层及中新元古界有效源岩层与有效储层分布。开展超深层及中

新元古界油气成藏条件和保存机制研究，初步落实超深层及中

新元古界油气分布基本特征，指出有利勘探方向。 

考核指标：明确中新元古界微古生物类型、发育环境及有

机质富集成烃模式，编制重点地区中新元古界烃源岩预测图，

建立超深层和中新元古界烃源岩评价方法、技术与判别指标体

系。建立中新元古界碳酸盐岩有效储层沉积模式和成岩演化模

式，研发超深层及中新元古界储层表征与预测技术，预测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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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古界有效储层有利区。初步建立中新元古界油气成藏理论框

架，阐明中国超深层和中新元古界油气分布规律并预测最有利

成藏区域与油气资源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