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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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称/职务 

1 董树文 中国地质科学院 研究员 

2 吴爱祥 北京科技大学 教  授 

3 赵文智 中石油勘探院 研究员 

4 刘  财 吉林大学 教  授 

5 周寅伦 中国地质装备总公司 教授级高工 

6 周爱民 长沙矿山院 教授级高工 

7 余  斌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教授级高工 

8 庞雄奇 中国石油大学 教  授 

9 申宝宏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研究员 

10 葛世荣 中国矿业大学 教  授 

11 延吉生 中国矿山协会 研究员 

12 李月臣 北京矿产地质院 教授级高工 

13 符力耘 中科院地质所 研究员 

14 巩恩普 东北大学 教授级高工 

15 朱炳玉 新疆科技厅 305 项目办 研究员 

16 朱万成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教  授 

 



1 
 

 

“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

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

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任务（课题）负责人申报项目应为 195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

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全

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非

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

的有效证明，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 

（3）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含

任务或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含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

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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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

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含任务

或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

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5）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6）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

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

企业等法人单位，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3）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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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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