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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服务皖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会同安徽省国土资源部门，系统梳理了以往地质调查

成果，特别是 2015-2016 年省部合作取得的成果，对皖江经

济带资源环境条件和重大地质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结果表

明，皖江经济带水资源、土地、矿产、页岩气和地热等资源

环境条件优越。适宜种植绿色农产品的土地面积 4.84 万平方

千米，富硒土地 5204 平方千米，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累

计探明铜金属量 699 万吨、铁 32 亿吨、金 570 吨、铅锌 350

万吨、水泥用灰岩 131 亿吨，可基本满足钢铁、有色、建材、

化工等支柱产业发展。安徽页岩气地质资源量约 3.37 万亿立

方米，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每年可利用量折合标准煤 2960

万吨，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热量折合标准煤 149 万吨，

有利于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改善能源供应结构。皖江经济带

膨胀土分布广泛，局部存在软土、可液化砂土、岩溶塌陷、

崩塌滑坡泥石流等问题，影响城镇、高速铁路、过江通道、

港口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局部水土环境污染和矿山地质环

境问题较为突出，影响皖江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应予以关注。 

一、支撑皖江经济带发展的 5 大有利资源环境条件 

皖江经济带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具有承

东启西、连南接北、融入长三角、连接中西部的区位优势和

交通便捷的高速公路、铁路和长江航运条件，城镇化基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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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矿产、清洁能源等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具有 5 个方面

的有利资源环境条件。 

（一）皖江经济带水、土地、林地、湿地等自然资源丰

富，城镇化基础好，国土开发强度约 13.6%，有利于承接产

业转移和城镇化建设。 

皖江经济带总体以平原和山地丘陵为主，土地总面积

（不含水域）为 7.09 万平方千米，开发利用条件优越。其

中，平原、低丘缓坡的面积 5.33 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

长江两岸和巢湖周围地区，地势低平，山地丘陵面积 1.76

万平方千米，主要包括西部大别山区、东南部皖南山区和江

淮丘陵。根据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皖江经济带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1.05万平方千米，国土开发强度约 13.6%，

林地面积 3.18万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2.81万平方千米、湿

地面积 6380 平方千米。 

皖江经济带水资源丰富，地表水资源总量约 480亿立方

米/年，水域面积 5870平方千米，主要包括长江及皖河、滁

河、青弋江等一级支流和巢湖、龙感湖、升金湖等 25 个湖

泊，其中巢湖水域面积约 825平方千米，为全国五大淡水湖

之一。地下水资源总量约 85 亿立方米/年，水质优良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依据《地下水水质标准》分析测试的 1277

个浅层地下水点中，46%可作生活饮用，38%经过处理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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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深层地下水质总体优良，可作为城镇应急或后备水源

地。区内矿泉水资源较丰富，以偏硅酸型、锶型和偏硅酸锶

型为主，已查明的可开发利用量 1.27万吨/天，尤其是天长

—芜湖一带赋存珍稀碳酸矿泉水。 

总体上，皖江经济带水、土地、林地、湿地等自然资源

丰富，禀赋较好，可为皖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和城镇化建

设提供基础保障，建议加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加大地

上、地下和多门类自然资源管理，强化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

开发利用。 

（二）适宜种植绿色农产品的土地面积 4.8万平方千米，

富硒土地面积 5204 平方千米，建议充分利用绿色富硒土地

资源，打造一批富硒产业园或特色农产品基地。 

依据《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皖江经济带适宜

种植绿色农产品的土地面积 4.8 万平方千米,集中分布在江

淮丘陵国家农产品主产区诸县，以及沿江平原宿松县—怀宁

县及郎溪县、广德县等地，国家重点开发区肥东县、肥西县

亦有部分连片绿色土地分布。建议优先将绿色耕地划定为永

久基本农田予以保护。 

皖江经济带已发现富硒（硒元素含量≥0.35毫克/千克）

土地面积 5204 平方千米，集中分布在合肥市庐江县、巢湖

市、池州市、宣城市、芜湖市等地。初步建成了池州富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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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石台富硒茶叶、庐江富硒蓝莓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在

南陵县硒元素含量 0.3—0.35 毫克/千克的足硒土地上种植

45 万亩水稻达到富硒标准，尚有 4400 平方千米具有形成富

硒土壤的地质背景区尚未开展调查。建议加快富硒潜力区和

地质背景区调查，推广池州、石台富硒产业开发经验，科学

编制绿色富硒土地开发利用规划，强化数量和质量动态监

管，打造一批富硒产业园或特色农产品基地。 

（三）累计探明铜金属量 699 万吨、铁矿石量 32 亿吨、

金金属量 570 吨、铅锌金属量 350 万吨、水泥用灰岩 131 亿

吨，可为钢铁、有色、化工、建材四大支柱产业发展提供保

障。 

皖江经济带拥有庐枞、马芜 2 个国家级整装勘查区和铜

陵、怀宁等 6个省级整装勘查区，累计探明铜金属量 699 万

吨、铁矿石量 32 亿吨、金金属量 570 吨、铅锌金属量 350

万吨、水泥用灰岩 131 亿吨、硫铁矿 9.09 亿吨，形成了马

鞍山钢铁基地，铜陵有色、贵金属基地，芜湖建材基地，安

庆化工基地等。 

“十二五”以来，新增大中型金属矿产地 32 处，新增

铁矿石量 9.2亿吨、铜金属量 134 万吨、铅锌金属量 196 万

吨、金金属量 70 吨。深部找矿取得重大突破，庐江县小包

庄铁矿普查提交铁矿资源量 2.61 亿吨；庐江沙溪地区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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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明铜金属量超过 150万吨；南陵县姚家岭锌金多金属矿累

计探明铜铅锌资源量 234 万吨、金 30.5 吨。在宣城、东至

等新区取得找矿突破，宣城茶亭铜矿普查初步估算铜金属量

166 万吨，共生及伴生金金属量 238 吨；东至兆吉口地区累

计提交铅锌金属量 63 万吨。建议加强铜陵、马芜、庐枞等

矿集区深部矿产资源调查与勘查，开拓宣城、滁州新区，促

进皖江地区钢铁、有色、化工、建材四大支柱产业发展。 

（四）安徽页岩气地质资源量约为 3.37 万亿立方米，

港地 1 井“三气一油”取得重大发现，有利于推动页岩气相

关产业发展，改善皖江经济带能源供应结构。 

安徽省页岩气地质资源量约为 3.37 万亿立方米，是全

国页岩气五大优选地区之一。近年初步圈定了南陵盆地、宣

广盆地、石台向斜、来安-天长盆地、无为盆地、潜山盆地、

望江盆地等 8个页岩气远景区，优选了 9 个有利勘查区块。

在宁国市港口镇实施的“港地 1井”钻获二叠系大隆组和龙

潭组页岩气、致密砂岩气、煤层气、页岩油“三气一油”，

是二叠系陆海过渡相页岩气的重大发现，为战略调查提供靶

区 1 处，开辟了 2 万平方千米页岩油气勘探新区。宣城泾县

实施的“泾页 1 井”在二叠系龙潭组全烃峰值最高可达 10%

以上，煤层气解吸点火成功，最高值可达 9.33立方米/吨。

建议进一步加强页岩气远景区勘查，推动页岩气相关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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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善皖江经济带的能源供应结构。 

（五）探明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每年可利用量折合标准

煤 2960 万吨，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热量折合标准煤 149

万吨，建议加强地热能开发利用，促进城市节能减排。 

皖江经济带以浅层地热能和水热型地热资源为主。9 个

地级市规划区浅层地热能评价表明，可开发利用总热容量每

年折合标准煤 2960 万吨。城镇人口聚居区适宜于地埋管地

源热泵开发的区域面积 2800 多平方千米，适宜于地表水源

热泵开发区域面积 626 平方千米。已建成 67 处浅层地热能

开发利用工程，总服务面积 382万平方米，每年节约标准煤

约 3 万吨。近期出台的《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地

源热泵系统运行管理技术规程》等文件，促进了安徽名人馆、

合肥大剧院、南屏家园等浅层地热能规模化开发利用。 

皖江经济带水热型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巢湖-含山-和

县、金寨-霍山-舒城一带，以小型地热田为主，埋深 50 米

—200米，温度 30℃—66℃，以温热水、温水地热田为主。

初步评估，2000米深度内水热型地热可开采总量每年约 2200

万立方米，可开采热量折算标准煤约 149 万吨。目前开发利

用的水热型地热资源主要包括和县香泉、巢湖半汤、庐江东

西汤池、潜山县天柱山温泉、岳西县汤池畈等，庐江汤池和

巢湖半汤地热田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合肥于 2011 年被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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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温泉之乡”，温泉地热水每年开采量达 108万立方米，

年经济产值 3.7亿元。建议加强地热资源勘探，鼓励开发利

用，支撑温室养殖和温泉旅游等产业发展。 

二、皖江经济带发展需要关注的 4 个重大地质问题 

皖江经济带区域地质环境条件总体较好，是依托长江黄

金水道，打造“一轴双核两翼”的承接产业转移和城镇化格

局，构建“五纵三横”综合运输通道的有利条件。但膨胀土、

软土、沿江塌岸、岩溶塌陷、崩塌滑坡泥石流和矿山地质环

境问题等较为突出，初步查明全区膨胀土面积 2.3 万平方千

米，软土面积 5380 平方千米，地面塌陷易发区面积 4000平

方千米，崩滑流灾害易发区面积 4.2 万平方千米。城镇和沿

江港口、高速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需高度关注这些地

质问题。 

（一）“一轴双核两翼”的城镇化区域主要存在膨胀土、

软土地基稳定性和局部地面塌陷问题，城市规划建设和地下

空间利用应予以关注。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规划提出“一轴

双核两翼”布局。“一轴”即沿江产业带,主要城镇包括芜

马组合城市群、铜池组合城市群、安庆天都市区，主要存在

岩溶塌陷和膨胀土、软土地基稳定性问题，其中铜陵市重点

是岩溶塌陷和采空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安庆、芜湖、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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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重点是软土和膨胀土地基稳定性问题，池州市重点是隐

伏岩溶塌陷问题。“双核”中合肥市主要存在膨胀土和局部

软土地基稳定性问题，郯庐断裂带、桥头集—东关断裂对城

市规划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也有重要影响。“两翼”包括滁

州和宣城市，主要存在隐伏岩溶和膨胀土地基稳定性问题。

其他县（市）级城镇中明光市位于郯庐断裂带，规划建设中

应注意避让主要活动断层，科学抗震设防。建议加强这些重

点城镇区的综合地质调查和整体评价，提高城市地质安全保

障。 

（二）长江航道和港口航运工程、引江济淮工程等沿江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应重视岸线资源综合利用，防范塌岸、软

土地基等工程地质问题。 

长江“黄金水道”在皖江经济带岸线全长 765千米，具

有良好的通航条件和港口资源，沿岸共有 38 个主要港区。

地质条件分析表明，长江稳定岸线 55 千米，较稳定岸线 105

千米，潜在不稳定岸线 605千米。调查统计，有记载的长江

发生塌岸 73 处,长达 230 千米,占岸线长约 30%。皖江左岸

416 千米，历史上多摆动，最大摆幅达 1-3千米，有“30年

河东变河西”之说，如程营、汇口、复兴、雷港、安定街、

刘家渡等老集镇原址均已塌入江中。三峡水库建成后，由于

水流及含沙量的变化导致河流冲刷与摆动，增加了塌岸的不



 

 11 

确定性。最新调查发现芜湖市大桥镇北部、三山区小洲乡龙

湖新区及池州市老洲镇陈瑶湖三个地区存在地下水渗流和

管涌的地质条件，应予以关注。 

沿江软土分布面积达 5380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芜湖-

马鞍山皖江右岸、安庆-池州右岸、铜陵-池州两岸、望江-

宿松左岸等地区，建议沿江港口、堤防和水利工程建设应高

度关注软土地基稳定性和可液化砂土问题。引江济淮调水工

程主要跨越沿江软土、江淮分水岭以北膨胀土地区和巢湖周

边隐伏岩溶区，工程规划建设中应加强防治勘查设计。 

（三）沪汉蓉、商合杭等高速铁路和规划建设的 2 座过

江通道面临软土和膨胀土地基稳定性问题，应依靠新技术方

法降低工程成本。 

规划建设的“三横五纵”综合运输通道中的沪汉蓉、京

福、商合杭等高速铁路均通过沿江软土、膨胀土和江淮分水

岭以北膨胀土分布区域，其中京福、商合杭在巢湖以北、肥

东附近跨越郯庐断裂带以及皖南山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应

加强上述地区高速铁路防治勘查设计，在施工建设和运营维

护中予以关注。 

初步完成的 17 座规划过江通道地质适宜性评价表明：

15 座通道场地工程地质适宜性良好，铜陵横港城市道路过江

通道（D08）和铜陵开发区城市道路过江通道（D07）场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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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地质适宜性一般。其中，D08 过江通道西岸发育约 40m 的

巨厚粉细砂层，应予以高度重视；D07 过江通道两岸软土厚

度大，且分布面积广。建议加强 D07 和 D08 过江通道的选址

地质勘查，避开软土发育区和江岸不稳定区。 

软土和膨胀土地基稳定性问题虽不是制约工程规划建

设的重要因素，但需要予以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充分依靠

科技创新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降低工程成本。近年来有关

单位研发出一系列针对软土和膨胀土的新技术方法，如基于

工业废渣的合肥膨胀土改良技术、膨胀土地基管桩施工和全

截面质量检测技术等，在众多工程施工中得到应用，取得很

好效果。 

（四）矿山开采年产固体废弃物 3800 万吨，压占毁损

土地面积 241 平方千米，年排放废水 4700 万吨，建议加强

水、土环境污染修复治理。 

截止 2016年底，皖江经济带各类矿山 2073个，包括闭

坑（废弃）矿山 1239个。矿山开采引发地面塌陷 91 处，塌

陷面积 13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铜陵、马鞍山、池州等地；

压占毁损土地面积 24100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2200 公顷、

林地面积 19600 公顷；矿山年排放废水约 4700 万吨，影响

区域含水层面积约 110平方千米；采矿年产固体废弃物 3800

万吨。此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调查结果表明，重金属和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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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铝等的超标多与矿山废渣堆放和废水排放有关。 

“十二五”以来，国家和地方累计投入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资金 19亿元，治理矿山 490多个，恢复土地面积 4550

余公顷，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建议加强矿山水土环境污染调查评价，进一步加大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力度，对有毒有害废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开展

固体废弃物存储场地综合整治和污染土地修复治理，提高尾

矿综合利用率，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三、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 

2015 年 12 月，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安徽省人

民政府签订《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合作协议》，合作编

制 了 《 皖 江 经 济 带 综 合 地 质 调 查 总 体 实 施 方 案

（2015-2020）》，围绕国土规划、产业和城镇建设、农业

发展、地质环境保护、矿产勘查等开展综合地质调查，取得

了初步成效。下一步，将在落实总体实施方案的基础上，针

对新的形势和要求，进一步加强需求、项目、成果的精准对

接，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优化和调整项目结构和部署，更加注重自然资源、

城市地质、清洁能源和水土质量调查。探索开展更多门类自

然资源的综合调查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支撑服务自然资

源确权登记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加强城市地质调查和试点

开展合肥城市地下空间探测、整体评价、协同开发与安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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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重视重要矿产基地的地质潜力、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评

价。继续推进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调查评价及勘查，在港地

1 井的基础上实施 3 口参数井，进一步评价资源潜力。加强

皖南及沿江沉积盆地深部地热资源勘查。加强大别山革命老

区土地质量调查等，支撑服务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攻坚。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推进深部资源探测、城市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和土地科技创新。加强庐枞、马芜等地区深部

找矿科技攻关，着力发展万米资源探测、透视资源探测技术。

加强城市地下空间精细化探测技术研究，发展节约集约、立

体化综合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的理论技术；加强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评价和监测预警技术方法研究；加强水、土质量生

态调查评价的有机融合，研发污染土地修复整治技术；探索

开展岩石圈-水圈-生物圈等地球多圈层交互作用带调查研

究，探索空天地一体化自然资源调查技术方法。 

三是加强调查成果集成、发布和应用，形成公益性地质

工作产品体系，及时转化成果。加快推进皖江地区 1:25 万

和 1:5万土地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总结，尽快形成并发布成

果。重视铜陵-池州岩溶塌陷综合地质调查成果、沿江地区

1:5 万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调查成果的总结集成和转化服务。

进一步加强已有地质资料的深度挖掘和开发，形成公益性地

质工作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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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 林地、湿地等自然资源分布图 

附图 2 主要矿产资源分布图 

附图 3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图 

附图 4 绿色农产品产地适宜性评价图 

附图 5 浅部地下水质量评价图 

附图 6 浅部地下水“三氮”含量分级图 

附图 7 有勘查前景的地下水富水地段和主要矿泉水点图 

附图 8 地热资源勘查开发远景区划图 

附图 9 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图 

附图 10 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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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林地、湿地等自然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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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主要矿产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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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土壤环境地球化学等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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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绿色农产品产地适宜性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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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浅部地下水质量评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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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浅部地下水“三氮”含量分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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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有勘查前景的地下水富水地段和主要矿泉水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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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  地热资源勘查开发远景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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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  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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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0  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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