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计划号 标准名称 制/修订 起草单位

1 2008027 农用地产能核算技术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2 2008028 农用地质量动态监测规程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3 2008046 农用地分等数据库标准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4 2008047 农用地定级数据库标准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5 2008048 农用地估价数据库标准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6 2008049 土地遥感动态监测数据库标准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7 2009032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估价数据库标准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在研国土资源行业标准计划表

土地领域



8 2010004 土地巡查车装备技术标准 制定 东南大学、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9 2011022 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标准 修订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0 2011023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数据库标准 制定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11 2011028 土地整治绩效评价规程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12 2011035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制图规范 制定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13 2011036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制图规范 制定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14 2012032 土地复垦估算标准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15 2013001 土地整治信息分类与编码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16 2013003 全国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调查规程 制定
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17 2014042 土地整治术语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18 201504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19 2015050 土地调查数据库更新标准 制定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合肥市国土资源技术发展中
心

20 2015051 土地整治项目基础调查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南京大学

21 2015052 县级历史遗留废弃地复垦专项规划编制规程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2 2015053 地价公示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23 2015063 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规程 修订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

24 2016048 土地资源全天候遥感监测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25 2017001 耕地质量调查监测评价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26 2017002 土地整治项目建设成效评估指南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27 2017003 土地整治项目资料管理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28 2017004 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专项规划编制规程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29 2017005 矿业废弃地污染防控复垦技术指南 制定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

30 2017006 城乡标定地价规程 制定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31 2010006 1：250000区域地球化学勘查规范 修订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32 2010012 煤层气勘探开发术语 制定
中联煤层气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33 2010014 煤层气探井地质设计规范 制定 中联煤层气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4 2010017 土壤 多环芳烃测定 液相色谱法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35 2010022
黄铁矿矿石   砷、银、镉、铟和铋等8个微量元素量的测
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法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36 2010023
黄铁矿矿石 铁、铜、锌、锰、钛、钙、镁等16个元素量的
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ICP-AES）法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地质领域



37 2010024
黄铁矿矿石    铜、铅、锌、钴、镍、锑、铊等21个微量
元素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法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38 2010029
钴镍矿石    镍、钴、铜、锌和铁等18个元素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ICP-AES）法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39 2010030
钴镍矿石   钴、铜、锌、镓、钼、锑和铊等20个元素量的
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法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40 2010031
钴镍矿石   硅、铝、钙、镁、钛和锰等9种元素氧化物量
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ICP-AES）法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41 2011019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分析方法  通则 修订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42 2011020
土壤中6种邻苯二甲酸酯类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GC-
MS）法

制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43 2011021 土壤中15种挥发性卤代有机污染物的分析方法（GC-MS） 制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44 2013011 地面高精度磁测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45 2013021 液压动力头岩心钻机 制定 张家口中地装备探矿机械有限公司

46 2013023 小口径测井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修订 重庆地质仪器厂



47 2013031 地质矿产实验测试分析方法制定技术规范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48 2013032 地质矿产实验测试标准物质研制技术规范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49 2013041 岩溶水文地质调查规程（1:50 000）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50 2014018 地面沉降测量规范 修订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51 2014019 线状建设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制定 北京中地华安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52 2014020 环境地质遥感监测技术要求（1:250000） 制定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53 2014022 地球化学勘查图图式、图例及用色标准 修订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54 2014024 地球物理勘查术语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55 2014026 地质调查GPS测量规程 制定 山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综合物探大队

56 2014031 页岩气调查地面时频电磁法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国土资源部油
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57 2014032 页岩气调查地震资料采集处理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国土资源部油
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58 2014033 页岩气含气量分析技术方法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国土资源部油
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59 2014035 地球化学样品野外现场分析方法规程 制定 湖北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60 2015024 工程地质钻探规程 修订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61 2015026 滑坡监测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中国
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三峡大学

62 2015028 场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调查与风险评价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63 2015029 地质环境监测仪器通用技术参数检测条件及方法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64 2015030 地质灾害调查风险评价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65 2015032 大比例尺重力勘查规范 修订 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综合物探大队

66 2015041 地下水质检验方法 修订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国家地
质实验测试中心



67 2015042 土壤等地球化学调查样品化学分析方法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湖
北省地质实验研究所、河南省岩石矿物测试中心

68 2015043 21种非金属矿物化性能测试方法 制定 浙江省地质矿产研究所、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69 2015044 地下水监测数据库标准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70 2015054 矿石选冶样品采集与试验技术要求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71 2015062 砂岩热储地热尾水回灌技术规程 制定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山东省鲁北地质工程
勘察院

72 2016018 海洋磁力测量技术规范 制定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73 2016019 海洋重力测量技术规范 制定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74 2016020 海洋热流测量技术规程 制定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75 2016021 海洋地震测量技术规范 第一部分：二维地震测量 制定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76 2016022 海洋地震测量技术规范 第二部分：三维地震测量 制定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77 2016023 海洋地质取样技术规程 制定 青岛海洋所

78 2016024 水文地质调查编图规范（1∶50000）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调中心

79 2016025 巢式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80 2016026 地下水监测网运行与维护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81 2016027 地下水监测系统数据通信接口协议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82 2016028 区域地下水质监测网设计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83 2016030 工程地质调查规范（1:50000）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

84 2016031 海岸带地下水海（咸）水入侵监测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85 2016032 山地丘陵地区地下工程地质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制定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86 2016033 浅层地震勘查技术规范 修订 浙江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



87 2016034 地球物理计量单位 制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88 2016035 局部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技术要求 制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89 2016036 地球化学详查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调中心

90 2016037 直流充电法技术规程 修订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91 2016038 气举反循环钻探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92 2016039 电阻率测深法技术规程 修订 安徽勘查技术院

93 2016040 地质岩心钻探金刚石钻头检测规范 制定 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94 2016041 地质岩心钻探扩孔器检测规范 制定 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95 2016043 同位素地质样品分析方法 修订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96 2016044 砂矿化学成分分析标准方法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97 2016045 煤和岩石比热容测定方法 制定 东北煤田地质局沈阳测试研究中心

98 2016046 油页岩样品的制备方法 制定 东北煤田地质局沈阳测试研究中心

99 2017027 区域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00 2017028 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101 2017029 矿产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102 2017030 海洋导航定位规程 制定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103 2017031 灾害地质调查规范（1:50 000）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104 2017032 水文地质图编图规范（1:50 000）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105 2017033 水文地质调查数据库标准（1:50 000）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106 2017034 地质环境监测标志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107 2017035 地下水分层勘探施工技术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108 2017036 地下水采样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
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109 2017037 砂岩热储地热尾水回灌技术规程 制定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10 2017038 岩溶碳循环与碳汇效应调查评价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111 2017039 岩溶物探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112 2017040 岩溶地下水监测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113 2017041 岩溶洞穴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114 2017042 岩溶地下水示踪试验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115 2017043 岩溶洞穴学名词术语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116 2017044 岩溶地质环境调查数据库标准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117 2017045 岩溶塌陷调查规范（1:50 000）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118 2017046 岩矿石物性调查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119 2017047 煤层气测井规范 制定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120 2017048 遥感地质图图式图例 制定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121 2017049 浅层取样钻探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122 2017050 液动冲击回转钻进技术规程 修订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123 2017051 便携式X荧光现场分析技术规程 制定 成都理工大学

124 2017052 磷矿石 稀土元素分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125 2017053
海底沉积物 有机碳、氮稳定同位素测定 元素分析-同位素
比值质谱法

制定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126 2017054 地质矿产实验测试仪器设备校准技术规范（第1-61部分）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127 2017055 地质矿产实验测试仪器设备核查技术规范（第1-62部分） 制定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128 2008006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本术语 制定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
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

129 2008029 煤层气勘查规范 制定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130 2009023 矿山公园建设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31 2009028 油页岩地质勘查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油气储量评审办公室、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132 2011001 特殊及稀缺煤炭资源类型划分标准 制定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133 2011003 固体矿产勘查采样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134 2011004 固体矿产勘查设计编写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135 2011005 固体矿产勘查报告附图附表要求 制定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矿产资源领域



136 2011011 矿山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制定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137 2011024 矿产资源规划图式图例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38 2011030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编写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139 2011031 煤层气开发技术经济评价规范 制定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140 2011032 固体矿产资源概略研究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所

141 2011033 固体矿产综合利用方案编制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所

142 2011034 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中固体废物处置要求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143 2012007 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144 201201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标准 制定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145 2012013 城市环境地质调查评价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146 2012015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规划编制规范 制定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147 2012033 固体矿产综合利用试验要求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148 2012034 固体矿产技术经济评价一般性导则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149 2013005 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 修订 山东省地质测绘院

150 2013025 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编写规定 制定
国土资源部油气储量评审办公室、中联煤层气有限
责任公司

151 2014017 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国土资源部油
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152 2014036 探矿权（非油气矿产）登记信息交换电子文件格式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53 2014037 采矿权（非油气矿产）登记信息交换电子文件格式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54 2014047 碳酸盐岩油气藏缝洞体雕刻法储量计算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油气储量评审办公室

155 2015025 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标准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



156 2015035 页岩气调查测井资料采集及解释评价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中国石油长城
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157 2015036 页岩气调查录井资料采集及解释评价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中国石油长城
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158 2015037 页岩气调查井钻完井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159 2015038 页岩气资源评价技术方法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中国石化石油
勘探开发研究院

160 2015039 页岩气调查选区评价技术方法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中国石化石油
勘探开发研究院

161 2015047 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标准 修订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江苏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山东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162 2015055 钒矿地质勘查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陕西省国土资
源规划与评审中心

163 2015056 方解石矿地质勘查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安徽省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中心

164 2015057 硅灰石、透辉石、透闪石、长石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制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湖南总队

165 2015058 蓝晶石、红柱石、矽线石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制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陕西总队



166 2015059 石膏、天青石、硅藻土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制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辽宁、吉林、宁夏
、山西总队

167 2015060 石墨、碎云母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制定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黑龙江、河北总队

168 2015061 矿床工业指标论证制订要求 制定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169 2016015 地质勘查项目监理规范 制定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170 2016016 煤层气资源评价规范 制定 中联煤层气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71 2016017 滨海砂矿地质勘查规范 制定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172 2016029 浅层地温能勘查评价规范 修订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173 2016042 地质勘查单位野外地质工作后勤保障标准 制定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174 2017056 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 制定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175 2017057 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1部分 总则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176 2017058 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2部分 成矿地质背景研究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177 2017059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地质勘查规范 制定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178 2017060 稀土矿产勘查规范 修订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179 2017061 天然焦地质勘查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180 2017062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规程 制定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181 2017063 固体非能源矿山关闭程序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182 2017064 固体非能源矿产工艺矿物学工作规范 制定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183 2008044 国土资源信息化专用标准规则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

184 2008050 土地管理档案数据库标准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国土资源综合领域



185 2009033 国土资源数据库数据质量检查验收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186 2010032 国土资源电子政务建设技术规程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87 2010033 国土资源管理业务模型（省级）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88 2010034 国土资源管理业务模型（直辖市）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89 2010035 国土资源管理业务模型（计划单列市、地市、县市）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90 2010036 国土资源数据库标准及数据库建设规范编制指南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91 2010037 国土资源数据库整合技术要求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92 2010038 国土资源数字档案管理技术规程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93 2010039 国土资源数据库中心管理与维护技术规程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94 2011027 国土资源违法线索信息标准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95 2015045 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信息中
心、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地产信息中心等

196 2015046 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建库技术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信息中
心、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地产信息中心等

197 2015048 省级国土资源档案信息化建设规范 制定
广东省国土资源档案馆、中山大学、广州市浩图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198 2016047 国土资源信息互联网发布规范 制定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199 2017065 国土资源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制定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