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自然资规储备字 [2022] 2 号

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千《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昄矿区建筑石料
用（熔剂用、水泥用）石灰岩矿勘探报告》

评审备案证明

阳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眅矿区建筑石料用（熔剂用、水泥

用）石灰岩矿勘探报告》及其矿产资源量经专家评审通过。经核

实，聘请的评审专家组成员均具有相应的资质条件，评审工作程

序符合规定，报送备案的专家评审意见及相关材料符合有关要求。

同意予以备案。

附件：《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眅矿区建筑石料用（熔剂用、

水泥用）石灰岩矿勘探报告》评审意见书



《 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昄矿区建筑石料用

（熔剂用、水泥川）石灰岩矿勘探报告 〉

评审意见书

二O二二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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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交单位：阳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报告编制单位：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

主编：刘孟合

报告评审专家：

组长：祝敬明

组员：阮志桥、刘兴平、冯劼东

肖友发、杨首亚、张建军

评审基准日： 2022 年 1 月 26 日

评审方式：会审

评审会议时间： 2022 年 3 月 16 日

评审会议地点：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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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昄矿区建筑石料用
（熔剂用、水泥用）石灰岩矿勘探报告〉

评审意见书

“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昄矿区石灰岩矿勘探“是 2021 年

湖北省阳新县财政出资项目，项目承担单位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

质大队（下称“省地质局一队")在完成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眅

矿区石灰岩矿勘探工作后，于 2022 年 3 月编制了《湖北省阳新

县袁广—良眅矿区建筑石料用（熔剂用、水泥用）石灰岩矿勘探

报告》（下称《勘探报告》）。阳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采

矿权新立“为评审目的向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专家对《勘探报告》进行了审查，并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组织专

家对矿区勘探工作进行了现场核查， 3 月 16 日在黄石市召开了

《勘探报告》评审会议，在省地质局一队对《勘探报告》存在的

主要问题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矿区概况

（一）位置、交通

矿区位于阳新县东北 52°, 直距约 20km, 行政区隶属阳新县

富池口和陶港镇管辖，地理坐标东经 115°20'14"- 115°22'35"' 北

纬 29°56'45"—29°58'50"。黄（石）富（池）公路从矿区北侧沿长

江南岸通过，有简易公路直达矿区，离长江黄金水道约 4km, 水

陆交通十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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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权设置情况

矿区范围内设有湖北省阳新县内湾地区熔剂石灰岩地质详

查探矿权，探矿权人为黄石京山矿业有限公司，探矿证编号：

T42520090303027215, 有效期限 2019.5.9—2021.5.9, 面积 1.35

km2, 探矿权拐点坐标详见表 l 。

表 1 内湾熔剂石灰岩地质详查探矿权拐点坐标 (2000 坐标系）

序号 东经 北纬 序号 东经 北纬

1 115.1914 29.5722 4 115.1956 29.5643 

2 115.1916 29.5721 5 115.1903 29.5657 

3 115.2018 29.5705 6 115.1902 29.5659 

袁广－良眅矿区石灰岩矿勘探属地方财政政府投资项目，根

据《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于事项的意见（试

行）》（自然资规 (2019 J 7 号）规定，不需要设置探矿权，阳

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省地质局一队最终划定的勘查作业区

4.87km2 。 2022 年 1 月 17 日，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关

于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眅矿区石灰岩矿采矿权划定矿区范围的

批复》（黄自然资规批 (2022] 4 号），批复划定矿区范围面积

为 4.4064km2 (含北部禁采区 0.151km2' 明确禁采区为满足矿山

建设井巷工程需要，禁采区内矿产资源不出让，禁止开采），拟

设开采标高+50m 至+418.6m (勘查区坐标和拟设采矿权拐点坐

标见表 2)' 同时批复明确了内湾地区熔剂石灰岩地质详查探矿

权补偿退出注销相关工作。除去禁采区，批复划定矿区范围与《勘

探报告》资源量估算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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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拟设采矿权范围拐点与勘查区坐标表 (2000 坐标系）

划定矿区范围 勘查区范围

序号 直角坐标(2000 国家坐标系） 直角坐标(2000 国家坐标系）

X y X y 

1 3315337.33 38630209.75 3316309.66 38627600.48 

2 3315031.42 38630467.79 3315465.65 38629395.15 

3 3314621.50 38629567.00 3315394.35 38629471.83 

4 3314040.50 38629915.50 3315249.96 38629816.62 

5 3313965.25 38629459.01 3315420.15 38630077.90 

6 3314206.88 38629000.26 3315230.20 38630380.30 

7 3314303.18 38628204.00 3314790.04 38630792.45 

8 3314076.75 38627658.56 3314330.36 38630317.87 

9 3314752.49 38627410.56 3314037.65 38629898.04 

10 3315232.92 38627142.23 3313965.25 38629459.01 

11 3316309.66 38627600.48 3314206.88 38629000.26 

12 3315813.70 38628655.07 3314303.18 38628204.01 

13 3315775 .06 38629581.57 3314076.75 38627658.56 

14 3315590.86 38629460.43 3314752.15 38627410.68 

15 3315409.38 38629455.67 3315211.11 38627142.63 

16 3315394.35 38629471.83 

17 3315249.96 38629816.62 

18 3315420.15 38630077.90 

禁采区

a 3315775.06 38629581.57 

b 3315590.86 38629460.43 

C 3315409.38 38629455.67 

d 3315465 .65 38629395.15 

e 3315813.70 38628655.07 

勘查区范围面积 4.87km气
划定矿区范围面积 4.4064km2, 其中禁采区面积： 0.1510km气拟开采标高+50m-+418.6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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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褶带中的大冶凹褶断束中部，

下扬子台褶带与江南台隆的交接部位，大冶复式向斜东段南翼的

次级褶皱马蹄塘倒转背斜中段。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有志留系中统坟头组 (Sif) 细砂岩、粉

砂岩、页岩。泥盆系中上统云台观组 (D2_3y) 厚层状石英砂岩。

石炭系中统大埔组 (C2d) 白云岩、灰质白云岩，石炭系中统黄

龙组 (C2h) 厚层灰岩。二叠系下统栖霞组 (P1q) 含燧石结核灰

岩、生物碎屑灰岩、含炭质瘤状灰岩、含炭质生物碎屑灰岩、炭

质灰岩夹炭质灰岩，二叠系下统茅口组 (Pim)含燧石结核灰岩、

生物灰岩，二叠系上统龙潭组 (P2/) 砂页岩、长石石英砂岩、

页岩夹煤层、薄层硅质页岩。三叠系下统大冶组 (T1d) 灰岩、

底部夹页岩，三叠系中下统嘉陵江组 (T1-i) 白云岩、白云质灰

岩、灰岩。第四系 (Q) 砂土、亚砂土、砂砾石和砾石。

矿区内主体构造为马蹄塘倒转背斜，总体走向北西西—南东

东，背斜枢纽呈波状起伏，局部形成短轴背斜，背斜总体稍向东

倾伏，向西扬起，轴面倾向南，倾角 20°--50°左右。背斜核部地

层主要为志留系坟头组、中石炭统大埔组和黄龙组，翼部为二叠

系－－三叠系地层。北翼地层倒转，倾角 35°--74°' 南翼地层正常，

地层倾角 8°--55°; 断裂构造较发育，共有北西向、近东西向和北

东向三组共 6 条断层，断层对矿体的连续性有一定的影响。

（四）矿体特征

矿区共圈出 7 个矿体，其中 I 、 II 、 III 、 W号矿体为建筑石

料用石灰岩矿体， V号矿体为熔剂用石灰岩矿体， VI 、 VIl号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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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泥用石灰岩矿体。

1. 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

I 号矿体：赋矿层位为栖霞组、茅口组地层及北部部份大冶

组地层，分布于全矿区。矿体东西长约 3500m, 南北宽约

900--15 OOm, 埋深约 0--320m, 出露海拔标高在+220--+414.7 米

之间，赋存标高+50m--+418.6m。矿体地表由 18 线--7 线共 11 条

勘探线取样工程控制，深部由 43 个钻孔揭露，工程控制矿体厚

度约 50--330m 。

II 号矿体：赋矿层位为大埔组地层，分布矿区中部。矿体东

西长约 3300m, 南北宽约 220--670m 。出露海拨标高在

+250--+290m 之间，矿体赋存标高+50--+320m。矿体主要由 20

个钻孔揭露，工程控制矿体厚度约 55--230m 。

III号矿体：赋矿层位为嘉陵江组一段地层，分布于矿区西南

部。约 450m, 宽约 130m, 矿体厚度约 120m, 倾向南东，倾角

50°--55°' 地表走向 200°--20°。矿体出露海拨标高在+285--+400m

之间，矿体赋存标高为+50--+400m。矿体主要由 16 线、 14 线地

表工程控制，矿体厚度约 120m。

IV号矿体：赋矿层位为嘉陵江组三段地层，分布于矿区西南

部，长约 270m, 南北宽约 70m, 矿体厚度约 40m, 倾向南，倾

角 50°--55°。出露海拨标高在+240--+276m 之间，矿体赋存标高

+50m--+276m。矿体由 12 线地表取样工程控制，矿体厚度约 40m。

零星矿体：熔剂用石灰岩矿 (V号矿体）和水泥用石灰岩矿

(VI 、 VIl号矿体）中分布有 10 个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零星矿体。

其中， V号矿体中 3 个，编号 KJ3 、 KJ4 、 KJ5; VI号矿体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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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编号为 KJ6; VII号矿体中 6 个，编号为 KJ7 、 KJ8 、 KJ9 、

KJlO 、 KJll 、 KJ12 。

2. 熔剂用石灰岩矿

V号矿体：赋矿层位为石炭系中统黄龙组地层，分布在矿区

中部。矿层总体呈北西西—南东东走向，东西长约 3300m, 南北

宽约 450--950m, 平均厚度为 53.08m, 矿体南部倾向南，倾角

30°-55°, 矿体中部产状平缓，矿体北部构成背斜核部，产状由倾

向北过渡到近乎直立后倒转倾倒。矿体埋深为 0--316m, 出露海

拔标高在+220--+379m 之间。体赋存标高+50--+320m。矿体由

26 个钻孔揭露，工程控制矿体厚度约 14.06--106.57m 。

3. 水泥用石灰岩矿

VI号矿体：赋矿层位为大冶组二、三、四段地层，分布在矿

区西南部。矿体东西长约 480m, 南北宽约 240m, 平均厚度为

232.37m。走向南西—北东，倾向南东，倾角 40°--55°。矿体埋深

0--315m, 出露海拔标高在+294--+396m 之间，矿体赋存标高

+50m--+396m。矿体由 16 线、 14 线地表工程及 ZK1605 等 3 个

钻孔控制，工程控制矿体厚度约 123.98--321.0lm 。

VII号矿体：赋矿层位为嘉陵江二段地层，分布在矿区西南部。

矿体东西长约 570m, 南北宽约 560m, 厚度约 420m。走向南西

－北东，倾向南东，倾角 40--65°。矿体埋深 0--301m, 出露海拔

标高在+258--+398m 之间，矿体赋存标高+50m--+398m。矿体由

由 12 线、 14 线地表工程及 ZK1205 等 3 个钻孔控制，工程控制

矿体厚度约 184.52--238.9m 。

（五）矿体夹石、围岩和覆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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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夹石主要为龙潭组砂页岩及大冶组一段微薄层 －－薄层

含页岩、泥质灰岩，共有两个，分布零星 。

矿区围岩主要为志留系坟头组碎屑岩，根据样品测试和化验结

果，其抗压强度、碱活性、 Si02 等指标既达不到建筑石料用也达不

到水泥配料用硅质原料一般工业指标要求，故圈定为矿体围岩 。

矿区覆盖层主要为山坡、山沟低洼处第四系粘土、亚粘土、

亚砂土，岩石碎块等，分布零星，厚度不一，平均厚度 3 .62m 。

（六）矿石质量

1. 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

I 号矿体：栖霞组主要矿物成份方解石90%, 碳质物6%, 石

英3%, 粒径大小多为 0.02mm 左右 。 茅口组方解石93%, 石英

3%, 白云石3%, 粒径大小多为 0.03mm 左右，饱和抗压最大

强度76.2Mpa, 最小强度30.0Mpa, 平均强度44.3Mpa, 均大于

30Mpa, 表观密度平均值2.69g/cm3, 吸水率平均值0.55%, 坚固

性平均值1.73%, 压碎指标平均值9.41 %, 硫酸盐和硫化物平均

含量0.13%, 放射性及碱活性均满足规范要求。多呈微晶结构、

层状构造，主要矿石类型有生物碎屑灰岩、燧石结核灰岩、炭

质瘤状灰岩、炭质灰岩等 。 矿石品级达 I 类指标。

II 号矿体：主要矿物成分白云石93%、方解石3%、碳质及

其他物质3%, 多数粒径大小为0.02mm左右。饱和抗压最大强度

61.2Mpa, 最小强度30.3Mpa, 平均强度46.lMpa, 表观密度平均

值2.71g/cm3, 吸水率平均值0.87%, 坚固性平均值2.11%, 压碎

指标平均值9.93%, 硫酸盐和硫化物平均含量0.14%, 放射性及

碱活性均满足规范要求 。 微晶结构，厚层状构造。 主要矿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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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白云岩、白云质灰岩 。 矿石品级达 I 类指标 。

III号矿体：最大抗压强度87.lMpa, 最小强度31.8Mpa, 平

均强度57.7Mpa。微晶结构，层状构造，主要矿石类型为白云岩、

灰质白云岩。矿石品级达 I 类指标。

W号矿体：最大抗压强度96.56Mpa, 最小强度33.2Mpa, 平

均强度56.lMpa。微晶结构，层状构造，主要矿石类型为白云岩、

灰质白云岩。矿石品级达 I 类指标。

2. 熔剂用石灰岩矿

V号矿体：主要矿物成份方解石96%, 金属化合物2%, 碳

质及其他不透明物质2%。方解石多呈它形粒状颗粒，其粒径大

小多显微晶质级别。 CaO平均品位54.75%, MgO平均含量0.33%,

Si02平均含量0.72%, P平均含量0.004%, S平均含量0.019%。矿

石微晶结构、亮晶生物碎屑结构，厚层状构造。主要矿石类型

为灰岩。

3. 水泥用石灰岩矿

VI号矿体：主要矿物成分方解石 95%、白云石 4%等组成。方解

石粒径 0.1--0.Smm。平均化学成分 CaO 53.03%, MgO 0.48%, S03 

0.105%, Na20 0.026%, K20 0.28%, fs心 1.11%, er 0.001%。微晶结

构，中厚层状构造，主要矿石类型为灰岩。矿石品级属 I 级品。

VII号矿体：主要矿物成分方解石 94%、白云石 4%、泥质 2%

等组成。方解石粒径 0.1--0.5mm。平均化学成分 CaO 50.76%, 

MgO 0.26%, S03 0.089%, Na20 0.037%, K20 0.39%, f: 匋2 3.04%, 

cro.01%。微晶结构，中厚层状构造，主要矿石类型为灰岩。矿

石品级属 I 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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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1. 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

选取矿区内有代表性的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白云岩样品共

30 件进行了实验室加工试验，对矿石的颗粒级配、坚固性、压

碎指标、云母含量、针片状颗粒含量、石粉含量、泥块含量、有

机质含量等进行测试。

颗粒级配 3 件不符合 80--95%的技术要求， 27 件符合技术要

求；松散堆积密度最大值为 1.74g/cm3, 最小值为 1.43g/cm3, 平

均值为 1.59 g/cm3, 达到 I 类要求；空隙率最大值为 44%, 最小

值为 35%, 平均值为 40%, 达到 I 类要求。泥块含量最大值为

2.5%, 最小值为 0.1%, 平均值为 0.4%, 整体达到 II 类要求；

MB 值经快速法检测均合格；单级最大压碎指标最大值为 37%,

最小值为 14%, 平均值为 25%; 有害物质氯化物小于 0.01%。轻

物质含量最大值为 0.6%, 最小值为 0.0%, 平均值为 0.2%。有机

质含量小于 0.01%, 均达到 I 类指标要求。

2. 熔剂用石灰岩矿

本次勘查未进行熔剂用石灰岩矿石加工技术性能实验研究，

内湾矿区补充详查中，采集了试验样品送上海宝钢焙烧分厂试验

室进行了焙烧试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原石氧化钙高，杂质含量

少，石灰活性度249.8ml/4NHC1 (标准值为> 180ml/4NHC1) , 

有效钙可达95.60%, S 、 P含量少，粉率较低，活性度特别高，

其成品质量好可达优质品级。

3. 水泥用石灰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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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未进行水泥用石灰岩矿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试验研究 ， 类

比临近的武穴市大塘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相关试验研究成果。 认

为矿区内水泥用石灰岩矿石基本满足生产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

的技术要求，建议工厂投产初期熟料率值和生料细度控制范围如

下：熟料率值： KH=0.90士0.02, SM=2 . 60土0.10, AM=l.60士0.10,

生料细度： 80µm 筛余 10土1%。燧石含量大于 4%的厚层含燧石

结核灰岩不能作为水泥原料利用。

（八）开采技术条件

工作区属山地－－丘陵地貌，山脉总体呈近东西走向，海拔标

高+118--+418.6m, 相对高差一般 100--320m, 自然坡度一般

15°--30°, 最大 45° ' 地形切割较浅，自然水系分布呈树枝状、放

射状，为季节性溪流。矿区当地侵蚀基准面（良眅村）标高约为

+19m。矿体赋存最高标高约+400m, 开采最低标高+50m, 拟采

矿体均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有利于自然排水。

1. 矿区水文地质

矿区内主要含水层有第四系 (Q) 残坡积层及人工堆积层、

耕植土组成的第四系孔隙含水层和石炭系中统大埔组 (C2d) 、

黄龙组 (C2h) 、二叠系下统栖霞组 (P1q) 、茅口组 (Pim) 、

三叠系上统大冶组 (T1d) 、中下统嘉陵江组 (T1-2.i) 等碳酸盐

地层组成的岩溶裂隙含水层。

第四系主要分布于矿区坡脚处，厚度约0--28 .3m, 钻探过程

中该含水层未见有地下水，该层结构松散，透水性强，是大气降

水、地表水转化为地下水的渗入通道。

碳酸盐岩岩溶裂隙含水层出露于地表，溶蚀沟槽、小型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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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蚀洼地和落水洞等岩溶地貌较发育 。 钻孔遇溶洞总数为 79个，

分别发育在三叠系上统大冶组(T1d)、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 、

二叠系下统栖霞组 (P1q) 、石炭系中统黄龙组 (C2h) 、石炭系

中统大埔组 (C2d) 五个地层中。其中二叠系下统栖霞组 (P1q)

地层溶洞最为发育，共见37个溶洞。溶洞多为半充填，充填物多

为粘土，矿区溶洞率平均为 1.45%, 溶洞集中发育多在标高+80

多米之上。钻孔终孔稳定水位埋深为 21.8--287.Sm 、标高

+53.71--+332.17m, 本次施工的48个钻孔平均稳定水位标高为

203.38m。矿区泉点较多，出露标高在26.55m至 163.13m之间，泉

流量为 0.3--3.9 Lis, 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为HC03-—Ca2+型。岩溶

裂隙含水层富水性弱－－中等。

区内断裂构造以北东、北西向两组共扼断裂为主，一定程度

上加强了岩溶作用的发育，为区内地下水的渗流补给创造了条件，

特别是Fl和F3断裂带内，还形成了溶蚀洼地。

本矿区拟为山坡露天开采，大气降水和岩溶裂隙水为主要补

给来源，本次采用地表径流系数法（估算降雨径流量）和大井法

（估算地下水涌水量）来预测矿坑涌水量，正常涌水量为

7.8x 104m3/d, 最大涌水量为 1.2xl06旷/d。开采时只要形成开采底

盘略向外倾斜，大气降水和地下水均可由采场向外自流排出。

矿山生产主要供水源地可以从矿区周边临时坑塘或低洼积

水池抽取，生活用水可从外部引入管道自来水。

综上述，矿山水文地质勘查类型属以大气降水和岩溶裂隙水

为主，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类型的岩溶充水矿床。

2. 矿区工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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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工程地质岩组主要有三类。

软弱松散沉积物工程地质岩组：主要包括第四系残坡积的粘

土、粉质粘土等组成，厚度较小，不影响开采 。

半坚硬的碎屑岩工程地质岩组：主要由志留系中统坟头组

(S沪砂岩、粉砂岩，龙潭组 (P2/) 和大冶组第一段 (T矿）砂

页岩组成，分布于西采区外西南角及背斜轴部，平均抗压强度

31.20MPa--32.70Mpa。岩体质量中等，工程地质性状较好。

半坚硬碳酸盐岩工程地质岩组：主要包括石炭系上统黄龙组

(C2h) 、大埔组 (C2d) , 二叠系下统栖霞组 (P1q) 、茅口组

(P1m) 碳酸盐岩和三叠系下统大冶组第二至第四岩性段 (T1d气

T矿）及中下统嘉陵江组 (T1-i) 地层。单轴抗压强度

30.2--76.2Mpa, 岩体质量中等，工程地质性状较好。

矿体主要赋存于二叠系下统栖霞组、茅口组、石炭系上统大

埔组、三叠系下统大冶组第二至第四段和嘉陵江组地层中。岩性

为厚层状灰岩。矿体呈层状，构造裂隙较发育。工程地质性状好，

自稳能力较强。

矿体围岩主要为碳酸盐岩，岩性多为灰岩、白云岩，其次为坟

头组的粉砂岩、砂岩，均为半坚硬岩石类型，裂隙不发育，其中灰

岩白云岩单轴抗压强度30.2 Mpa--76.2Mpa, 粉砂岩、砂岩平均抗压

强度31.20MPa--32.70Mpa, 工程地质性状好，自稳能力较强 。

首采区采坑东西两侧边坡由厚层灰岩、含燧石结核灰岩、厚

层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组成，岩层出露稳定，力学性质较好，以

半坚硬岩石为主，岩层走向与坡面走向垂直，但边坡普遍较高，

岩溶裂隙、溶孔及不规则微细裂隙较发育。在二叠系下统栖霞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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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中夹有薄层炭质页岩，人工边坡稳定性较差。

综合矿区岩层的岩溶发育情况、岩石的力 学性质、完整性及

各类结构面特征，推荐露天采坑的最终边坡角应不大于 50 度 。

矿体及围岩以半坚硬－－坚硬状岩层为主，工程地质性质较好 ，

局部边坡裂隙较发育和软弱夹层，有可能产生小范围滑坡和崩塌 。

本矿床工程地质复杂程度属中等类型矿床。

3. 矿区环境地质

本矿区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 0.35s, 地震峰值水平加速度

值为 0.05g, 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 ， 其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 VI

度 。 矿区地壳稳定程度属于基本稳定级别。

矿区为丘陵区，山丘多属碳酸盐岩分布区，坡面植被发育较

为发育，以灌木为主，局部生长乔木 。 以往矿区局部发生崩、滑、

流、塌等地质灾害，矿区自然斜坡较稳定 。 矿区及边 500m 范围

内无大的工业污染和采选矿活动，地表水污染程度低，水土流失

轻微。现状条件下地质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山坡露天矿山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地质问题

主要为采坑边坡崩塌、滑坡、岩溶塌陷。此外，还会造成土地资

源破坏、水土流失，同时矿山开采期间可能产生爆破震动、爆破

飞石、粉尘及噪声等问题。矿区地质环境质量属中等类型 。

本矿区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类型属以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复

合问题为主，开采技术条件中等的矿床类型 (II -4) 。

二、矿床勘查及资源量估算

（一）以往地质工作

1985 年，湖北非金属公司在工作区附近开展水泥原料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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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勘查工作，分别提交了《湖北省阳新县东山石灰石矿区勘

探地质报告》（湖北省矿产储量委员会办公室，鄂储决字 [86)

第 10 号）和《湖北省阳新县猫尔山石灰石矿区详查地质报告》

（鄂非地生字[ 85) 第 8 号）。

2007 年 10 月，湖北省鄂东南地质大队对该地区展开区域

地质调查，主要成果是《湖北省阳新县富池镇沙村建筑碎石用

石灰岩矿地质勘查报告》 （黄土资储备字 [2007) 64 号）。

2007 年 11 月，湖北省鄂东南地质大队对曹家山矿区进行

地质勘查，编制了《湖北省阳新县曹家山建筑碎石用石灰岩矿

地质勘查报告》（黄土资储备字[2008) 第 3 号）。

2005 年 10 月 -2011 年 10 月，湖北省鄂东南地质大队在

内湾一带开展熔剂用灰岩勘查工作，先后编制提交了《湖北省

阳新县内湾矿区熔剂用石灰岩矿地质详查报告》（鄂土资储备

字 [2008) 15 号）和《湖北省阳新县内湾矿区熔剂用石灰岩矿

地质补充详查报告》（鄂土资储备字 [2012) 35 号），提交的

I 号矿体熔剂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 (332)29567 千吨， (333)

29140 千吨。

2019 年-2020 年，湖北非金属公司对工作区周边夏家山

矿区进行了勘探工作，提交了《湖北省阳新县夏家山矿区水泥

用石灰岩矿勘探报告》（鄂自然资储备字[ 2021) 14 号）。

2019 年-2021 年，湖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对矿区东面

的古塘海矿区进行了勘探工作，提交了《湖北省阳新县古塘海矿

区水泥用石灰岩矿勘探报告》（鄂自然资储备字 [2021)45 号）。

以往地质工作为本次勘查工作提供部分基础资料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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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数据。

（二）本次勘探工作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11 月，省地质局一队开展矿区野外

工作， 2022 年 1 月 26 日，阳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

通过野外验收。完成主要实物工作量详见表 3 。

表 3 主要实物工作散完成情况一览表
项目 单位 设计工作量 完成工作量 完成率（％） 备注

控制测量 CE 级） 点 10 10 100 

1 /2 千地形测量 km2 14.5 16.5 113.79 

1/2 千地质测量 km2 6.52 6.52 100.00 

1/2 千水、工、环调查 km2 10.12 10.12 100.00 

1 / 1 千地质剖面测量 km 19.54 19.32 98 .87 12 条

机械岩心钻探 m 13900 13394.67 96.36 49 孔

水文地质钻孔 m 442 447.4 101.22 注水试验 2 孔/4 次

浅钻 m 100 21.1 21.10 4 孔

刻槽 m 2329 2269.2 97.43 7 条

抗压样 件 3000 2280 76.00 水饱和

表观密度、吸水率 件 200 311 155.50 

坚固性指标、压碎指标、

建筑石料组合样 组 15 30 200.00 碱集料反应试验、硫酸盐
和硫化物含量、放射性等

件 1500 642 42.80 CaO 、 MgO 、 Si02 、 S 、 P

基本分析样 CaO 、 MgO 、 Na20、氏O、
件 1200 860 71.67 

岱i02 、 S03 、 Cl

件 500 119 23.80 熔剂用灰岩、六项
组合分析样

件 400 109 27.25 水泥用灰岩、七项

岩矿鉴定 件 50 46 92.00 

多元素分析 件 20 15 75.00 

水质分析 件 15 7 46.67 全分析

混凝土细骨料质量技
组 50 31 62.00 

孔隙率、 MB 值、轻物质

术指标测试 含量、单级最大压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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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源量估算

1. 工业指标

采用《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用石料》 (DZ/T 0341-2020) 、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石灰岩、水泥配料类》 (DZ/T 0213-2020) 

推荐的一般工业指标估算资源量 。

(1) 质量要求：

也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

I 类：抗压强度沁OMpa、坚固性 <5%、压碎指标 <10% 、

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S03 质量分数) < 0.5%、碱集料反应合格。

II 类：抗压强度沁OMpa、坚固性 <8%、压碎指标 <20% 、

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 (S03 质量分数) < 1%、碱集料反应合格。

III 类：抗压强度为OMpa、坚固性< 12%、压碎指标 <30% 、

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 (S03 质量分数) < 1%、碱集料反应合格。

＠熔剂用石灰岩矿（黑色）

边界品位： Ca0>48% 、 Mg0<3.0% 、 Si02 <4.0% 、 P<0.04% 、

S < 0.15%; 

工业品位： CaO > 50%, MgO < 3.0% 、 SiO产 4.0% 、 P<0.04% 、

S < 0.15% 。

＠水泥用石灰岩矿

I 类： CaO > 48%, MgO < 3%, K20+Na20 < 0.60%, er 
< 0.020%, P205 < 0.80% 、 S03 < 0.50% 、 fSi02 (石英质） <6% 、

fSi02 (燧石质) <4%; 

II 类： CaO > 45%, MgO < 3.5%, K20+Na20 < 0.60%, er 
< 0.030%, P205 < 0.80% 、 S03 < 0.50% 、 fSi02 (石英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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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i02 (燧石质） <4%。

(2) 采技术条件：

资源储量估算最低标高： +50m; 最终底盘宽度：乏60m; 剥

采比: < 0.5:1; 矿体最小可采厚度：建筑用碎石 3m, 熔剂用灰

岩和水泥用灰岩矿体为 8m; 夹石剔除厚度： 2m; 爆破安全距离：

> 300m; 最终边坡角: < 50°0 

2. 估算结果

采用平行断面法估算矿区资源量。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探明资源量 10107.0 万立方米、控制资

源量 27877.5 万立方米、推断资源量 27008.2 万立方米，探明＋

控制＋推断资源量 64992.8 万立方米。

熔剂用灰岩矿：探明资源量 3387.8 万吨、控制资源量 7466.3

万吨、推断资源量 12359.0 万吨，探明＋控制＋推断资源量 23213.1

万吨。

水泥用灰岩矿：探明资源量 435.6 万吨、控制资源量 4674.3

万吨、推断资源量 10103.7 万吨，探明＋控制＋推断资源量 15213.7

万吨。

另估算边坡下尚难利用矿产资源：建筑石料用灰岩 7495.8

万立方米，熔剂用石灰岩： 1272.2 万吨，水泥用石灰岩： 5459.8 

万吨。

三、报告评审情况

（一）评审依据

1.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13908-2020) ; 

2. 《固体矿产资源量分类》 (GB/Tl 7766-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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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用石料》 (DZ/T 0341-2020) ; 

4.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石灰岩、水泥配料类》 (DZ/T 

0213-2020) ; 

5. 《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 (GB/T 33444-2016) ; 

6. 《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 (GB/T 18341-2001) ; 

7.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报告编写规范》 (DZ/T 0033-2020) ; 

8.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GB 12719-91) ; 

8.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 (DZ/T 0078-2015); 

10.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资料综合整理综合研究技术要求》

(DZ/T 0079-2015) ; 

11. 《固体矿产勘查概略研究规范》 (DZ/T 0366-2020) ; 

12. 《矿产勘查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

(DZ/T 0340-2020) ; 

13. 《矿坑涌水量预测计算规程》 (DZ/T 0340-2020) ; 

14. 《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鄂土资规 (2013 J 2 号）；

15.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管理若干事

项的通知》（鄂自然资函 (2021 J 17 号）。

16. 《阳新县袁广—良昄矿区石灰岩矿勘探地质技术服务合同》。

（二）主要评审意见

1. 详细查明了矿区地质构造特征和含矿层位。详细查明了

矿矿体的分布、规模、形态、产状特征，矿体中夹层及夹石分布

特征。详细查明了矿石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化学成份、物理性

能、放射性以及矿石类型、矿石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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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床勘查类型确定为 I 类依据充分。 以 200x185~223m

工程网度圈定探明资源量，以 400x310~412m 工程网度圈定控制

资源量基本合理。工程质量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各类样品测试质

量满足规范指标要求。基本达到勘探阶段的工作要求。

3. 采用《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用石料》(DZ/T 0341-2020) 、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石灰岩、水泥配料类》 (DZ/T 0213-2020) 

推荐的一般工业指标估算资源量估算方法选用平行断面法 。 资源

量估算采用的工业指标合理，估算方法合适，参数确定基本正确，

资源量类型划分正确，估算结果可靠。

4. 《勘探报告》详细阐述了矿区地形地貌特征，对地表水

及地下水的分布特征、富水性、导水性及各含水层之间补径排条

件。分析了采坑的主要充水因素，并采用地表水径流系数法和大

井法估算了矿坑涌水量，指出了矿区未来开采的供水水源地。论

述了矿区各工程地质岩组的特征，评价了矿体围岩和顶、底板的

稳固性及开采边坡的稳定性，指出了矿区未来开采可能出现的主

要工程地质问题；确定了矿区区域地壳稳定性类型，分析并预测

了矿区未来开采可能产生的环境地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

措施。综合分析了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条件，确

定了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类型属以工程、环境问题和合问题为主的

中等矿床类型 (II -4) 。确定的勘查类型合理，开采技术条件工

作程度达到勘探要求，可作为开采设计的依据。

5. 开展了建筑用石料矿实验室加工技术性能研究，开展了

熔剂用石灰岩矿、水泥用石灰岩矿加工技术性能对比研究，对矿

石加工技术性能作出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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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了勘查区的自然地理、综合分析了市场形势、勘查

区内外部建设条件、生态环境影响、资源开发其他影响因素等开

展了矿床开发经济意义概略评价。收集调查市场资料丰富，分析

评价内容较全面，拟定开采方式、产品方案及技术经济参数合理 。

7. 《勘探报告》章节齐全、内容完整，附图附表附件齐全，

编制规范，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四、评审结论

经会议评审，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眅矿区建筑石料用（熔

剂用、水泥用）石灰岩矿地质工作达到勘探工作阶段要求， 《勘

探报告》的编制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备案《勘探报告》所估

算的资源量（不含矿区边坡下资源）：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主矿产）：探明资源量 10107.0 万立方

米、控制资源量 27877.5 万立方米、推断资源量 27008.2 万立方

米，探明＋控制＋推断资源量 64992.8 万立方米，探明资源量约占

总资源 15.54%, 探明＋控制资源量占总资源量 58.43%; 熔剂用

灰岩矿（共生矿产）：探明资源量 3387.8 万吨、控制资源量 7466.3

万吨、推断资源量 12359.0 万吨，探明＋控制＋推断资源量 23213.

1 万吨，探明资源量约占总资源 14.59%, 探明＋控制资源量占总

资源量 46.76%; 水泥用灰岩矿（共生矿产）：探明资源量 435.6

万吨、控制资源量 4674.3 万吨、推断资源量 10103.7 万吨，探明

＋控制＋推断资源量 15213.7 万吨，其中探明＋控制资源量占总资

源量的 33.59%。《勘探报告》可作为矿山建设设计的地质依据，

也可作为可行性研究的地质依据。

五、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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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勘探工作未开展加工选冶试验（轧制试验），建议

矿山正式生产前完成该研究工作。

2. 本次勘探工作基础地质研究程度不够深入。地层划分与

区域地层层序存在一定差异， 16 线以西地段断层构造特征尚待

进一步查明。建议在未来矿区生产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基础地

质工作，提高基础地质研究程度。

3. 二叠系栖霞组岩性主要为炭质瘤状灰岩，本次资源量估算

未扣减岩石中炭泥质组分，实际生产对矿石的产率有一定的影响。

4. III 、 W号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体样品分析项目不全，矿

石质量研究程度欠缺。鉴于不是主要矿体，本次作问题指出。

5. 二叠系龙潭组、栖霞组等煤系地层硫含量较高，矿山开

发过程中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本次勘探中未做深入评价。

6. 未来矿山开采、废石渣堆积、矿坑排水等矿业开发活动，

可能诱发边坡失稳、泥石流、掉块、崩塌、山本开裂、水土体污

染等工程环境地质问题，局部地段会造成水土流失，需采取相应

的预防措施。建议矿山应严格按照矿山开采设计由上而下分台阶

进行开采，矿山生产过程中应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工作，尤其是

稳定性较差的边坡地段（北西坡）应加密布置监测点网。由于矿

山溶洞、溶蚀洼地较发育，建议在矿山生产中，对矿区内可能发

生的岩溶塌陷区域进行详细勘查，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附件： 1. 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昄矿区建筑石料用（熔剂

用、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量汇总表

2. 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昄矿区建筑石料用（熔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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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用）石灰岩矿矿权范围与资源量估算范围叠合图

3. 《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昄矿区建筑石料用（熔剂

用、水泥用）石灰岩矿勘探报告》评审专家组名单

4. 出席《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眅矿区建筑石料用（熔

剂用、水泥用）石灰岩矿》评审会议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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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袁广—良昄矿区资源侬估算结果汇总表

（不含矿区边坡下资源）
资源量

矿产类型 矿体号 品级
资源类型

矿石量 备注
(104m勺 (104t) 

1 2 3 4 5 6 7 

探明 9417.0 25331.6 

I 1 级品
控制 22431.3 60340.2 

推断 18003.1 48428.2 

探明＋控制＋推断 49851.3 134100.1 

探明 690.1 1870.1 

II 1 级品
控制 5446.2 14759.3 

建筑石料 推断 6155.3 16680.9 

用石灰岩 探明＋控制＋推断 12291.6 33310.3 
矿 III 1 级品 推断 1928.3 5206.5 

IV 1 级品 推断 79.9 215.8 

零星矿体 1 级品 推断 841.6 2263.9 

探明 10107.0 27201.7 

累计
控制 27877.5 75099.4 

推断 27008.2 72795 .3 

探明＋控制＋推断 64992.8 175096.4 

探明 1259.4 3387.8 

熔剂用石 V 控制 2775.6 7466.3 

灰岩矿 推断 4577.4 12359.0 

累计 探明＋控制＋推断 8612.3 23213.1 

控制 1126.2 3040.7 

VI 1 级品 推断 1982.0 5351.4 

控制＋推断 3108.2 8392.1 

探明 161.3 435.6 

Vil I 级品
控制 605.1 1633 .7 

水泥用石 推断 1760.1 4752.3 
灰岩矿 探明＋控制＋推断 2526.5 6821.6 

探明 161.3 435.6 

控制 1731.2 4674.3 
累计 推断 3742.1 10103.7 

探明＋控制＋推断 5634.7 15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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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贩矿区石灰岩矿勘探报告〉 评审专家组名单

姓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评审专业 单位 签名

祝敬明 男 教授级高工 地质 湖北省地调院 卢✓•

阮志桥 男 教授级高工 地质 湖北省地质局笫八地质大队
气 I 

刘兴平 ' 男 教授级高工 地质 湖北省地质局笫六地质大队 扫 l~

冯劼东 男 教授级高工 水工环 湖北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 归
肖友发 男 教授级高工 水工环 湖北省地质局第四地质大队 芳眈、

杨首亚 男 高级工程师 采矿 湖北省地质事业海外中心 ` 咪伪/张建军 男 高级工程师 经济 武钢资源集团程潮铁矿有限公司



附件 4

出席《湖北省阳新县袁广－良昄矿区石灰岩矿勘探报告》

评审会议人员名单

时间 ： 2022. 3. lb 
, 卢」 l 职务（职称）
;\ 

工作单位

u 子
勺入

妇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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