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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立项依据和目标任务 

1.1 立项目依据 

根据 2004 年 6 月 11 日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司局便函《关于申报

2004 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项目的通知》（财

建便函[2004]29 号）及《广东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要求，深圳市龙

岗区城市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鹏茜大理岩矿拟转型开发

为广东鹏茜国家矿山公园，为实现矿山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改变矿

区环境和城市面貌，龙岗区人民政府开展矿山环境治理项目申报工

作。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主持编制了深圳市鹏茜大理岩矿山环境治理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2 目标任务 

项目的总体目标为通过矿区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测量，制订科学

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方案，并通过治理工程的实施，对鹏茜大理

岩矿区因采矿活动破坏的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主要任务如下： 

①开展矿区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调查测量，调查区内环境地质、

工程地质条件，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施工设计提供所需的地形、地质、

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资料。 

②开展矿区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采用加固堤岸、回填、压

实等土地平整措施，对矿区地面开采破坏的土地资源进行恢复，以满

足国家矿山公园建设的需要。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使矿区地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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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得到改善和恢复，为矿山地质公园建设打好良好的基础，实现矿山

的可持续发展，得到矿山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从

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1.3 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①矿区位于深圳市腹地，龙岗区中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

是龙岗区规划的城市发展区之一，随着矿山资源的逐步枯竭，区内经

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矿山的开采已不适应当地产业政策和城市发展

的要求，因此矿山遵循国家有关矿山循环开发和生态环境恢复的产业

政策，利用现有矿区，结合深圳旅游产业的特点，将矿区打造成为一

个一流的国家级的矿山公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将为推动该项工作起

到积极的作用。 

②通过对矿区上世纪 80~90 年地面开采破坏的土地资源的整理

和恢复、重建矿区因采矿而破坏的土地资源、生态系统。改善和恢复

矿区地质环境系统，为矿区土地利用和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国家矿山

公园，实现矿山的可持续发展，得到矿山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统一，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③通过治理工程的实施，使矿山采空区地质环境得到改善和恢

复，结合矿山公园的规划，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实现的矿山的可

持续发展，对改变矿山环境和城市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④由于矿山周边为隐伏岩溶发育区，有潜在的岩溶地面塌陷等地

质灾害存在，通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有效减少矿山引发这些灾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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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可能，提高周边地区地面稳定性，达到保护城市建设安全的目的。 

⑤通过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矿山公园的开发建设，实现矿山经

济的转型，为实现矿山的持续发展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树立一个良的

典范。 

第二章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2.1 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2.1.1 地理位置 

鹏茜大理岩矿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山汤坑，地理坐标东经

114°16′46″至 114°20′50″，北纬 22°39′22″至 22°40′48″，地面海拔约

+45～+50m。目前地上面积约 2.8×105m2，地下采空面积约 4.6×105m2。

拟建国家矿山公园的矿区北侧紧临深惠公路横岗—坪山段，交通十分

便利(图 1-1)，东距坪山约 5km，西距横岗约 8km，经深惠公路可达

深圳、广州、汕头、惠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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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鹏茜大理岩矿交通位置示意图 

2.1.2 自然条件 

2.1.2.1 地形地貌 

鹏茜大理岩矿位于坪山谷地中西部，南、北、西三面为低山和丘

陵，矿区范围内地势开阔，地面地形总体上起伏较小，中部为低平的

坪山河谷平原，谷地呈北东 70°方向延伸,南北宽 700～1200m。河谷

内为冲洪沉积，大部分为农田，其中分布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水塘，矿

区范围内还分布有较多原地面采矿残留下的积水废矿坑。区内地势西

高东低，北高南低，地形较平坦，相对高差小于 15m。 

矿区南部打鼓岭是区域内最高峰，海拔 527.8m，相对高程 457m，

山坡较陡，一般 25～30°，局部形成陡崖峭壁，由燕山三期中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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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母花岗岩组成，其余山势平缓，山形呈椭圆形，海拔一般 100～

150m，相对标高 30～100m，坡度 10～15°，由上泥盆统及下石炭统

石英砂岩、粉砂岩、千枚状页岩、绢云母片岩组成。山脊大致呈北东

70～80°方向展布，其延长方向一般受地层产状控制。山脊、山坡多

为坡残积层覆盖，岩石露头较少。谷地中部开阔平坦，西高(65m)东

低(40m)，宽 700～1200m，长 8000m 以上，由冲洪积亚砂土、含砾

砂土、砂砾层堆积而成，一般厚度 3～10m，大理岩矿床隐伏于其下。 

2.1.2.2 气候 

鹏茜大理岩矿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性气候，潮湿多雨，年降雨量为

1700～2888.5mm，多年平均降雨量 2273mm，降雨分布不均匀，主要

集中在每年 5~9 月，多年平气温 22.4℃，最高 38.7℃，最低 1.9℃。

本区近海，台风频繁，最大风力达 11 级以上，常年主要风向为东南

风，风力一般 1～2 级。地下水主要由大气降水补给，并受大气降水

控制，水位变化曲线与大气降水变化曲线一致，与地表水联系密切。

由于当地降雨量丰富，地下水补给条件好。 

2.1.2.3 水文 

矿区三面环山，有利于地下水向矿区内汇集。区内地表水系较发

育，受水面积约 70km2，地表水系有碧岭河、梅坑河，由西向东流动，

常年流水，于茜坑附近汇入坪山河。坪山河由西向东纵贯全区，是区

内最大的河流。 

碧岭河：发源于打鼓岭及铜锣经山，经碧岭安田北东至西坑与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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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汇合，全长 4000m，河床宽 3～5m，局部达 10m，常年流水，2002

年 11 月 14 日实测流量 0.45m3/s，穿过矿区中部。 

梅坑河：发源于枚坑南部山区，在高岭村西分为二个支流，西支

向北西流入碧岭河，东支经高岭向北东在茜坑东侧与坪山河汇合，常

年流水，但水量小于碧岭河，2002 年 11 月 14 日实测流量 0.15m3/s，

于矿区南部通过。 

坪山河：长 5000m以上，经坪山流出，河床宽 15～20m，勘查期

间实测流量 1.32m3/s，是矿区内最大河流。 

矿区地表分布有较多水塘，在现有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地表分布有

多处前期地面采矿形成的积水废矿坑，这些废矿坑在地表形成了大量

的地表水体。鹏茜矿开采区地面分布的几处积水废矿坑面积约

16000m2，储水量达到 50 万m3以上。积水废矿坑最大深度达到 50m，

最底部标高达+2.90m。 

2.1.4.4 植被 

鹏茜大理岩矿周边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次生林，主要树种有桂

北木姜、南酸枣、山乌桕，裂斗锥，闽粤栲、鹿角栲、黄杞、木莲、

大叶龙眼、厚皮香、罗浮柿、秋枫、樟树、毛冬青、黎蒴、楠木等。

这一群落的树种树高 7～10m，胸径 10～20cm，终年常绿，枝叶繁茂，

林冠稠密，覆盖面大，组成种类丰富，但优势树种不明显。林下灌木

主要是上层乔木的幼树，常有菝葜、鸡血藤、倪藤、山木通等。藤本

植物攀援于树木及树冠，地面有机凋落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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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坪山河谷远眺 照片 2  矿区废弃露天采坑形成的

湖塘 

2.1 3 社会经济概况 

2.1.3.1 矿区社会经济概况 

鹏茜大理岩矿所在的龙岗区是深圳市的市辖区，位于深圳市东北

部，东临大亚湾、大鹏湾，南接深圳经济特区，西连宝安区，北靠惠

州市、东莞市，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全区总面积 844.07km2，总人口

193 万人，其中常住人口 20 万人。辖平湖、布吉、横岗、龙岗、龙

城、坪山、坪地、坑梓、葵涌、大鹏、南澳 11 个街道办事处。 

龙岗区盛产鲜活海产品和其它农副产品，其中荔枝、芒果、龙眼、

金龟桔、龙岗鸡等享有盛名，特别是大鹏湾的四季海鲜，更是闻名遐

迩。 

龙岗矿产资源丰富，有金、锡、钨、钼、铜、硫、铁、石英石等

矿藏，有淡水沙、大理石、花岗石、石灰石等建筑材料，但目前总的

来说矿业遗迹的开发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 

龙岗区已形成海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区内公路四通八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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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公路已形成网络，村村通公路。区内有一级公路 7 条，机荷（深

圳机场-横岗荷坳）、深汕（深圳-汕头）、惠盐（惠州-盐田港）、盐坝

（盐田港-葵涌坝光）等 4 条高速公路跨区而过。沿机荷高速公路，

龙岗区中心城至深圳机场的车程仅 20~30 分钟。沿新建成的龙岗第二

通道，龙岗区中心城至市中心车程仅需 20 分钟。铁路方面，广深铁

路、平南（平湖镇-深圳市南山区）铁路、平盐（平湖镇-盐田港）疏

港铁路贯穿龙岗区，在其交汇处建有大型的平湖铁路编组站，规划面

积 16.25km2的平湖物流基地正在建设中。龙岗区南面紧邻国际大港盐

田港，西距蛇口港约 35km，区内还建有沙渔涌等多个港口码头，可

泊 5000 吨级的轮船。 

深圳市已将龙岗区的发展明确定位，即“要稳定加工贸易，发展

‘三高’农业，成为高新技术出口加工基地、物流配送基地和海滨度假

旅游基地”。进入新世纪，龙岗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深圳市高

新技术产业带规划建设和全国五大出口加工区之一的深圳出口加工

区封关运作，龙岗区将成为深圳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十五”计划期间，

龙岗区将围绕“基本实现农村城市化”的奋斗目标，抢抓机遇，创新体

制，提升素质，加速发展，力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 15％以

上，经济总量在 5 年内再翻一番，形成以高新技术工业、生态农业、

现代物流和商贸旅游骨架的产业体系，以及功能配套、交通便捷、生

态环境优美的城市生活体系，努力把龙岗建成深圳东部大工业区、高

新技术产品加工基地、平湖物流中心和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 

由此可见，无论是矿区和其周边环境，都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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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1.3.2 矿山经济概况 

深圳市鹏茜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位于深圳市龙岗

区坪山汤坑村，是深圳市唯一从事地下开采大理岩矿的矿山企业。10

几年来，鹏茜公司依法办矿、守法经营、安全生产，在市、区采矿行

业中做出了表率作用，在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矿产资源与土地资源

的合理开发利用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得到了省、市、区各级主管部门领导及有关专家的认可，

并赢得了一系列的荣誉。 

鹏茜矿从 1994 年创办，公司全体员工艰苦创业，合理开发和利

用地下矿产资源、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到 2002 年底

共缴纳国家税费 1010 多万元（其中，2002 年底前已上交矿产资源费

110.3 万元，地税 198 万元，为当地政府和坪山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贡

献）；按照办矿初期坪山政府和汤坑村提出的要求，公司每年回报汤

坑税前利润 170 万元，10 年累计回报 1120 万元。同时，公司累计投

资 100 多万元，用于矿区及周边地区的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负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便利。该矿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得到了市政府充分的肯定和赞

扬。 

深圳市鹏茜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股份制的地下开采大理石

矿和进行综合加工的企业。该公司自 1994 年开始生产，至今已生产

11 年，目前已开采至地下-90m 水平（地面标高+50m），已形成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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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 45 万吨，年加工矿石 15 万吨的生产能力。公司现有井筒一对，

年提升能力为 50 万吨，同时拥有配套完善的地面工业广场、地面办

公及生活设施，完善的供水、供电、通风、运输、排水等设施。 

矿山已形成了矿石开采、加工、销售、矿产品开发利用等产业链。

该矿所采大理岩矿石，主要加工为重质碳酸钙，是玻璃、涂料、化妆

品、橡胶、饲料、塑料等工业的重要原料和添加剂。 

目前，生产的矿石加工品种，有玻璃砂、饲料粉、双飞粉、公路

粉、肥料粉和超细超白粉等，市场销路很好。 

鹏茜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将大理石采场及其综合加工厂，利用

其地下开采形成的地下空间，通过结构调整，转型开发为国家矿山公

园。现正处于积极的筹备、建设阶段，考虑到矿山公园以利用地下空

间为主，作为科普和旅游的精品项目，要保证地下矿坑遗址的绝对安

全。 

2.2 矿区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惠阳凹陷南部，五华—深圳断裂带的南东盘，屯洋岩体

北缘外接触带上（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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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鹏茜大理岩矿区域地质图 

2.2.1 地层 

受区域动力变质作用及燕山第三期侵入体的影响，矿区中生代以

前的地层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质作用。 

矿区出露的地层自老而新分述如下： 

1、中上泥盆统春湾组（Dc）：出露于矿区南部，下部为黑云母

石英片岩、透辉石角岩夹白云质大理岩透镜体，上部由石英砂岩、绢

云母片岩、石榴石绢云母石英片岩、千枚状页岩、绢云母页岩等组成。

总厚度＞500m。 

2、下石炭统大塘阶（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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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磴子组（Cs）：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建造，由方解石大

理岩、白云质大理岩及白云石大理岩组成，分布于山间谷地，上部大

部分为第四系覆盖，仅在河流、水沟处有零星出露。该岩组总厚度＞

700m。按岩性组合特征，石磴子组可分为三个岩性段，自下而上为： 

第一岩性段（Csa）：下部为白色、乳白色、灰白色细粒白云石大

理岩、透闪石化白云石大理岩夹薄层中粒方解石大理岩。上部为白—

灰白色细粒白云石大理岩与中粒方解石大理岩互层。岩层厚＞260m。 

第二岩性段（Csb）：为白色、灰白色及浅灰色细粒白云石大理岩，

近顶部夹薄层中—粗粒浅灰色方解石大理岩，走向北东 70°～85°，

倾向北西，倾角 54°～60°，本岩性段厚约 180m。 

第三岩性段（Csc）：为白色、乳白色中—粗粒方解石大理岩夹薄

层白、灰白色至深灰色条带状细粒白云石大理岩、白色中粒方解石大

理岩，局部夹白云石、硅质条带或团块。本岩性段与上覆测水组呈断

层接触。岩层厚度＞270m。 

3、测水组（Cc） 

为一套海陆交互相含煤砂泥质碎屑岩建造，由石英砂岩、粉砂岩、

页岩夹炭质页岩和透镜状劣质无烟煤组成。矿区出露的测水下部为绢

云母页岩、千枚状页岩夹黑色炭质泥岩，局部夹灰白色含砾石英砂岩，

砾石一般呈浑园状，砾径 4～5mm，砾石由石英质及硅化岩组成；上

部为片岩化绢云母粉砂岩、绢云母片岩夹云母石英片岩。本岩组与下

伏石磴子组呈断层接触，出露厚度＞200m。 

4、第四系（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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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成因可分为：冲洪积层和坡残积层。 

冲洪积层：分布于山间谷地，直接覆盖在大理岩矿体之上，厚度

自 1.4～21.5m，一般为 5～9m，谷地北部薄，南部厚，其厚度变化受

基岩岩溶起伏面控制，谷地中部较厚。本层岩性特征自下而上为： 

褐黄色含砾砂土层，砾石含量 10～30%，砾径 0.3～0.4cm，少数

达 5～10cm，浑园至次园状，由硅质、长英质砂岩组成，厚自几米至

十几米不等。 

土黄色亚砂土、砂质土层，手捻成粉状，厚 2～5m。 

腐植土层：灰黑，略带粘性，局部含植物根系，厚 0.3～1.00m。 

坡残积层：分布于谷地周围的山坡、山脚地带，由土黄色砂土、

碎石层组成，厚度不一，一般谷地与山脚接触带较厚约 3～5m，山坡

较薄为 0.5～2m。 

2.2.2 矿区构造 

2.2.2.1 褶皱 

矿区位于龙岗复式向斜南东翼。矿区地层褶皱构造不发育，仅在

砂页岩层中可见一些平缓波状挠曲。地层总体走向 75～85°，倾向北

西，倾角 50～60°，局部地段较缓 25～30°。 

2.2.2.2 断裂 

五华—深圳大断裂从矿区北侧通过，走向北东 70°，沿断裂带出

现 200～300m 宽的片理化带及糜棱岩化带，清风岭至澳头段硅化强

烈，形成硅质岩，岩石致密坚硬，裸露山腰中，形成陡崖，与之相伴

生的次一级断裂发育，主要有北东东向及北北东向二组断层（图 2-1）。 

 13



（1）北东东组：以压扭性为主，纵贯全矿区，形成时间较早，

主要有： 

F1 断层：位于矿区南部，产在中上泥盆统春湾组与下石炭统石

磴子组接触部位。走向北东 70～75°，倾向南东，倾角 70°左右。全

长 7000m 以上，属逆冲断层。断距大于 100m。 

F2 断层：分布于矿区北部，纵贯矿区。产于测水组与石磴子组

接触部位，走向北东 70°，倾向北西，倾角 70～75°，南西至碧岭，

北东至坪山圩，全长 3500m，沿断裂面形成十余米宽的破碎带。破碎

带由粉砂岩、石英砂岩、硅质岩、黑色含炭质页岩组成，呈不规则棱

角状，大小不一，角砾多具压碎现象。属走向逆断层。 

F3 断层：分布于矿区北部，走向 70～75°，倾向北西，在坪山圩

向北延伸，延伸长大于 3000m，北西盘为坪山岩体，南东为测水组地

层。断裂性质不明。 

（2）北北东组：走向 15～45°，倾向北西或南东，倾角 60～70°，

形成时间较晚，切割错断北东东组断裂。主要断层有： 

F4 断层：分布于矿区南部，沿梅坑—赤子香一带分布，走向北

东 15～20°，倾向南东，倾角 55～60°，长约 1300m。沿断裂有花岗

斑岩充填，推测属逆断层。 

F5 断层：沿汤坑老围—乌泥浪一带分布，全长 1300m，走向南

东，倾角 60°左右，沿断裂面形成 2～3m 宽的挤压带，多处可见擦痕

和绿泥石化。在碳酸盐岩区，断裂带及两侧大理岩溶蚀强烈，呈现蜂

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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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 断层：沿黄竹坑—洋母账一线分布，全长 3200m，走向北东

35～40°；该断裂切割、错断上泥盆统和石磴子组地层，断距大于

200m。 

2.2.2.3 节理裂隙 

通过井下裂隙的观察研究，矿区内裂隙密度一般为 0.1～0.2 条

/m2，个别达到 0.52 条/m2，主要有： 

北东东组： 

走向北东 70～75°，倾向北西，倾角 54～63°，是一组层面裂隙，

裂隙面平直，裂隙间隔一般为 2～3m，个别 1.5m，是矿层中最主要

的一组节理裂隙。 

北西组： 

走向 300～340°，倾向北东，倾角 64～80°，裂面平直无充填物，

切割北东东组，延长几米至十几米，裂隙间隔 0.5~3m，局部地段发

育。 

2.2.3 岩浆岩 

矿区岩浆活动强烈，以燕山期侵入活动为主，地表出露较广。主

要侵入体有屯洋岩体、坪山岩体。 

屯洋岩体为燕山第三期侵入体，出露于矿区南部，呈岩基产出，

由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组成，岩石呈灰白色，中粗粒结构或中粒斑状

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25%～30%）、钾长石（35%～

45%）、斜长石（25%～35%），暗色矿物以黑云母为主，约占 3%～5%，

角闪石少量，岩体边缘局部地段暗色矿物较为集中，其含量可达 15%。 

 15



坪山岩体为燕山第三期酸性侵入岩，分布于 F3 断层北侧，呈舌

状岩株产出，由中—细粒花岗岩组成，岩石呈灰白色略带肉红色，中

粒至中—细粒似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石英 25%，钾

长石 50%，斜长石 20%，黑云母 1%～2%，副矿物微量。 

燕山第四期侵入体，主要沿 F4 断层侵入，呈脉状产出，脉宽 2m，

多为花岗斑岩，斑晶为石英及肉红色钾长石，含量 5%～10%，基质

致密，岩石蚀变强烈，主要有绢云母化、绿泥石化，局部见矽卡岩化、

绿帘石化。 

2.2.4 矿床地质条件 

鹏茜大理岩矿赋存于下石炭统石磴子组中，石磴子组为一套浅海

相碳酸盐岩建造，由方解石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及白云石大理岩组

成。矿山所采矿石即是开采石磴子组岩层，故矿体产状与地层产状基

本一致，走向北东 70～85°，倾向北西，倾角 54～60°。 

由于井下所采的岩石均能满足矿石加工的要求，故矿体中不存在

夹石层。 

2.3 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 

2.3.1 水文地质 

矿区位于坪山河上游岩溶谷地内，为北、西、南三面环山，向东

开口的箕状谷地，坪山河支流碧岭溪、梅坑溪自西向东流过矿区，在

茜坑附近汇入坪山河；以谷地分水岭为界的汇水面积 21.0km2，谷地

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 39.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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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岩溶谷地为一近东西向展布的狭长形山间谷地，谷地上部为

第四系松散堆积层，下部为碳酸盐岩。 

通过本次水文地质调查，坪山岩溶谷地及其周边山区分布有第四

系孔隙潜水、碳酸盐岩类裂隙溶洞水（岩溶水）和基岩裂隙水三种类

型地下水。 

2.3.1.1 第四系孔隙潜水 

第四系孔隙含水层（Q）：主要分布于谷地中部，为坪山河河流

冲积阶地，地势平坦，第四系堆积层厚度受其下伏的大理岩溶蚀顶面

的控制，变化较大，其厚度一般>10，最大可达 34.5m。其组成以隔

水的粉质粘土，粘土为主，夹有数层含砾粗砂土、中砂土及粉土含水

层，含水层分布不稳定，相变较大，剖面上呈透镜状，厚度 5~15m，

水位埋深 2.5~4.0m ，据勘探及民井调查，单井涌水量可达

70~200m3/d，局部地段具承压性，该层渗透系数约 3.7~4.3m/d，透水

性良、富水性弱~中等，但其透水性、富水性不均匀。主要由大气降

水和地表水补给，自西向东径流，并向碧岭溪、坪山河排泄。该含水

层分布较广，补给源丰富，是矿坑的主要充水源之一，也是当地居民

的主要供水水源。第四系孔隙潜水地下水动态不稳定，水位随季节变

化，水位变化幅度一般为 0.5～2.00m，水化学类型为 HCO3－Ca 型

水，矿化度 195.82mg/L。 

2.3.1.2 碳酸盐岩类裂隙溶洞水（岩溶水） 

石磴子组裂隙溶洞含水层（Cs）：为覆盖型岩溶水，分布于谷地

中部第四系覆盖层下，沿谷地呈东西向条带状展布。该层由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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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方解石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和白云石大理岩组成，粗粒~细粒

变晶结构、块状构造，层理较清楚，节理裂隙不发育，属覆盖型岩溶

含水层。地下水赋存于大理岩裂隙、断裂和溶洞之中，据钻探资料，

石磴子组岩溶不发育，钻孔岩溶见洞率 21%，溶洞无充填或半充填。

岩溶发育程度一般受断裂和裂隙控制，在断裂带和裂隙密集带及其附

近，由于岩石相对较破碎，溶洞和溶蚀裂隙发育，地下水富水性强；

断裂和裂隙不发育地段，岩石相对较完整，溶洞和溶蚀裂隙不发育，

富水性差。受岩溶及构造等控制，该层顶面埋深起伏较大（见物探报

告）。大理岩溶洞水、溶蚀裂隙水局部具承压性，水位埋深 2.0~10.5m，

水位标高 52.78~35.08m。根据抽水试验资料，岩溶发育地段单井涌水

量 295.49m3/d，渗透系数 0.8905m/d，水量中等，半透水；该层地下

水主要接受地表水补给，基岩裂隙水的侧向补给及第四系孔隙水的越

流补给，地下水沿坪山谷地由西向东径流，并在坪山谷地东部下游咸

水湖一带以上升泉形式排泄，并汇入坪山河。岩溶水为矿坑直接补充

水源。岩溶不发育地段单井涌水量一般小于 100m3/d，水量贫乏。动

态较稳定，水位受季节性影响较小，水质类型为 HCO3－Ca 型，矿

化度 138.25mg/L。 

2.3.1.3 基岩裂隙水 

分布于谷地南、北两侧，主要为中上泥盆统春湾组和下石炭统测

水岩层中，地下水赋存于碎屑岩节理裂隙和含水断裂之中，含水介质

具网状和脉状特征。地下水靠大气降雨补给，由分水岭一带高处向谷

地边缘低处迳流，大部地下水排泄于谷地边缘冲沟溪流之中，部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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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于第四系含水层或下部岩溶含水层，水力性质以潜水为主，在少数

含水断裂中具承压性质。地下水位埋深随地形起伏，变化较大，水量

贫乏。 

2.3.2 工程地质 

2.3.2.1 岩土工程地质特征 

区内按岩土工程地质条件分为四个工程地质岩组类，即坚硬花岗

岩、大理岩岩组，半坚硬岩组，软弱岩组和松散土体类。 

坚硬岩组分布于谷地及其外围一带，岩组由燕山期花岗岩和下石

炭统石磴子组大理岩组成。其中花岗岩分布标高 100～527.8m。区内

花岗岩由于长期遭受区域构造作用，区内岩石节理裂隙较发育，地形

上多为坡陡，多见“V”型谷、陡崖和跌水及瀑布等。本组岩石坚硬、

强度大，岩石单轴抗压强度 60～134MPa。 

半坚硬岩组分布于谷地外围泥盆系春湾组、石炭系测水组砂岩、

页岩及花岗岩强风带底部至中风化带之间。该岩组裂隙发育，岩石较

破碎，单轴抗压强度 30～60MPa。 

软弱岩组主要指强风化带和断裂带及节理裂隙密集带中的花岗

岩和大理岩、页岩、片岩等，区内谷地边缘一带的岩石受长期的风化

剥蚀，风化层厚度大，一般 20～30m，最厚达 40～60m。在局部断裂

和节理密集部位，岩石破碎，强度明显降低，多形成条带状或囊状软

弱体，软弱岩石单轴抗压强度小于 30 MPa。 

松散土体类主要由第四系残积层、残—坡积层、冲—洪积层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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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层组成。其中残积层以砂质和砾质粘性土为主，地形上多形成浑圆

形山包或山顶。残—坡积层多分布于谷地外围山坡至山脚一带，土层

以砂质和粉质粘土为主。冲积层分布于谷地内地形较平坦地段，主要

由砾质的砂土、砾质粘性土和少量粉土构成。区内松散土体类工程地

质条件较好，承载力标准值为 120～250kPa。 

2.3.2.4 不良地质现象 

区域不良地质现象主要有岩溶塌陷和水土流失等。 

岩溶塌陷主要分布于区内浅部岩溶发育，地下水位变幅频繁且变

幅较大地段，一般天然状态下，矿区一带未发现岩溶塌陷的迹象，谷

地内发生岩溶塌陷的概率较低，塌陷范围小，危害性小。 

洪流主要发育于周边山地的冲沟内及碧岭溪、梅坑溪两岸局部地

段，其影响范围较局限，危害性小。 

水土流失主要分布于谷地山前建筑平土区及人工采石场下部一

带，水土流失多形成冲沟，但冲沟发育短小，水土流失不严重。 

2.4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矿区地形平缓，外动力地质作用相对较弱，无崩塌、滑坡、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主要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为： 

①鹏茜大理岩矿位于深圳市腹地，龙岗区中部，是龙岗区规划的

城市发展区之一，矿山的开采已不适应当地产业政策和城市发展的要

求。 

②由于矿区土地资源的破坏，影响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矿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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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景观差，影响城市风貌，对城市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 

③矿区及其周边为隐伏岩溶发育区，矿山在早期露天开采过程

中，由于没有采用先进的技术、安全保障措施，乱挖滥采，造成土地

资源严重破坏，水土大量流失，环境污染严重，在矿区形成了 5 个露

天采石坑塘，最大开采深度达 50 余米。 

④矿区为覆盖型岩溶区，岩溶受岩性、构造、裂隙、地下水活动

等影响，其发育极不均匀，2001 年 3 月 22 日 5 时左右，-40m中段SM3

石门开采时揭露了含泥浆的岩溶裂隙造成矿坑突水事故，突水口处最

大涌水量达 10152m3/d，引起矿区南部 140m处汤坑村菜地出现塌陷和

出现两处近圆形的地面裂隙及少量下沉，后经采取措施将水堵住，未

造人员伤亡和地面财产损失。 

⑤矿坑局部断裂、裂隙发育地段岩石破碎，产生渗水及滴水，局

部坑道的稳定性较差，易产生掉块及崩落，对后续矿山公园建设利用

地下空间的安全性带来不利影响。 

⑥矿区无论是地表、地下均已对地质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

时是潜在的矿坑突水、矿坑坍塌、岩溶塌陷和地面变形区，由于浅部

岩溶发育，基岩顶面起伏不平，上覆第四系松散堆积层岩土性质及厚

度变化较大，下部可能发育岩溶、土洞等，在地下水位大幅变动及不

当工程活动影响下，有潜在的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 

第三章 矿山环境治理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法 

3.1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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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技术路线为：用工程地质学、岩土工程学、环境地质学理论

分析，采用专门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测量、地形测量等手段进行地质

及工程勘查，为治理工程设计、施工提供必需的基础资料，在此基础

上进行矿山环境的恢复治理工作。 

3.2 工作方法 

3.2.1 工程勘查 

开展前期工程勘查，完成地质环境治理区 1：500 精度的地形测

量，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调查，井巷及坑道地质调查，并布置

一定的勘探工作时，按照总体技术路线的原则要求。编制经济、科学、

合理的治理工程施工图。 

3.2.2 恢复治理工程 

在工程勘查的基础上，精心设计治理方案，精心组织施工。具体

工作如下：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现状，潜在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矿山和当地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目标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方案设计，主要的恢复治理内容和

方案如下： 

3.2.2.1 土地恢复 

主要工程为将原露天开采时破坏的河道、土地进行整理，使河道

顺直，因开采而变得坑洼不平的土地进行回填、平整，使矿区范围的

土地得到充分利用。矿区坪山河河道整治工程已实施，本次土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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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主要有两方

面的内容，其一

为鹏茜矿区坪山

河两岸土地平

整，即对鹏茜大

理岩矿区坪山河

段两岸因采矿而

形成的坑洼不平

的土地进行平整

（照片 3），该项工程以整治后的坪山河为基础，沿河床顶设 2m 高的

护坡墙，其后填土平整并压实。其二为岩溶地面塌陷坑处理，由于鹏

茜大理岩矿矿区岩溶地面塌陷发生于 2001 年 3 月，距今已达 4 年，

原塌陷坑主要为农田，已被回填复耕多年，因此，本次不再作进一步

的处理。 

照片 3 鹏茜矿区坪山河两侧因露天采矿形成的坑洼地形

3.2.2.2 矿坑局部坍塌的治理 

鹏茜矿矿坑总体稳定，作为采矿活动空间可不采取支护措施，但

将深部开采的坑道等地下空间规划为矿山公园，作为其产业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矿坑内巷道的稳定安全是保证开发利用的

前提，为此，对矿坑内不稳定地段采取加固措施，加固的重点为现有

运输大巷，拟进行开发利用的坑道，采用锚格喷砼进行支护，以保证

坑道的稳定与安全。 

3.2.2.3 矿坑渗水、滴水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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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鹏茜矿地下空间为其产业转型和可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矿坑的内部环境改善的是开发利用的重要前提，因此，对矿坑运输大

巷及拟开发石门的渗、滴水点进行封堵处理，处理方法为高压注浆封

闭。通过治理使矿坑涌水明显减少，减少矿排水的能源消耗。 

第四章 实施方案 

4.1 项目起止时间与进度安排 

4.1.1 起止时间 

项目起止时间：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8 月，周期为 1 年。 

4.1.2 进度安排 

项目工程施工进度安排及所费用见表 1 所示。 

表 1  施工进度安排及所需费一览表 

时间 主要工程量 资金投入量 

（万元） 

2005 年 10~11 月 制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

案和范围，并编写工作设计

 

2005 年 12~2006 年 5

月 

恢复土地、矿坑局部坍塌、

矿坑渗、滴水点封堵施工 

 

2006 年 6 月 全面竣工、验收、移交、编

写竣工报告 

 

2005 年 11 月~2006 年

8 月 

环境治理监测  

4.2 实施方案 

 24



4.2.1 实施依据 

根据治理矿区地质环境现状及投资规模制定目标、治理范围及任

务；依据规划的主要内容制定恢复治理工程方案；依据规划的任务、

投资，确定应完成的工作量。各项目工程的治理、依据相关的规范执

行。 

4.2.2 实施原则 

鹏茜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应以恢复为重点，以恢复宝贵的

土地资源、稳定矿山开采区为目的，以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中心，

结合龙岗区城市规划和产业调整的目标，围绕鹏茜国家矿山公园建

设，本着技术成熟、经济合理、施工易行，通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使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恢复，矿山的土地资源及地下空间得到充分利

用，实现矿山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项目治理主要原则有： 

①符合地土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产业政策

的原则； 

②因地制宜的原则； 

③工程可行性和经济合理的原则； 

④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原则。 

4.2.3 恢复治理内容 

对鹏茜大理岩矿区开展土地恢复，面积 8 万m2，主要恢复目的是

治理因露天采矿造成的坑洼不平的土地，使矿区土地符合城市规划建

设和矿山公园建设的要求；对矿区-40m水平矿坑局部节理裂隙发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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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地段进行锚固，保证矿坑安全，便于矿山公园利用；对矿坑渗水、

滴水点进行封堵，减少矿坑涌水量，改善矿坑环境，为矿山公园建设

服务。主要工作量： 

①河岸顶设 2m高的浆砌石护坡墙，浆砌石方量 3400m3。 

②回填平整恢复土地面积 8×104m2，回填土方 12×104m3， 

③锚固坑道面积 2000m2，共需锚杆 500 根，总长度 2500m，喷

砼面积 2000m2； 

④共 22 个，每点设计 5 个注浆孔，平均深度按 5m 计，总进尺

550m。 

4.2.4 矿区环境治理恢复方案 

4.2.4.1 土地恢复 

鹏茜大理岩矿区内坪山河段已由龙岗区水务部门进行了河道整

治，本次土地恢复在河道整治工作的基础上，对其两侧因露天采坑而

形成的坑洼不平的地段进行平整。 

为保证平整后河岸场地的稳定，在道整治工程的基础上，沿坪山

河岸顶设 2m 高的护坡墙，护墙采用浆砌块石砌筑。块石应采用石质

一致、颜色均匀、不易风化、无裂缝、无其它结构缺陷的坚硬石料，

其强度不得低于 MU30，块石中部厚度应大于 20cm，不得采用薄片

及卵石状的石块。用于砌筑的砂浆强度为 M7.5，抹面及勾缝砂浆为

M10。 

护坡墙应分段、分层错缝砌筑，基顶及墙趾转折处，不得做成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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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缝，砂浆水灰必须符合要求，并填塞饱满。 

浆砌块石护坡墙每隔 15m 设一道伸缩沉降缝，缝宽 20～30mm，

缝内沿顶、内、外三侧填塞沥青麻筋，填塞深度 50mm。。 

护坡墙面勾缝为凸缝，不可在石料及砂浆受浆的情况下进行；勾

缝砂浆 M10，缝应嵌入砌体内 2cm，缝体抹浆高度 1~2cm。如缝槽过

线以及砌体露面未留缝槽时，均应先开槽后勾缝。挡土墙顶部及排水

沟坡顶部，采用 M10 水泥砂浆抹面，厚度 2cm。 

护坡墙其后填土应外购或收纳其它地区平整场地的余土，用推土

机摊铺，每层厚度不大于 0.5m，用羊角碾或压路机分层压实，场地

平整标高 50m，土层压实密度 90%以上。 

4.2.4.2 矿坑局部塌坍治理 

对矿坑内不稳定地段采取锚固措施进行加固，加固的重点为现有

运输大巷，拟进行开发利用的坑道。 

锚固地段主要们于断裂穿越矿坑地段、矿坑节理裂隙发育地段、

或坑道顶、壁有危石的地段，共有约 12 段矿坑需进行加固。 

设计锚杆沿坑道走向及横向为间距 2m，锚杆长度 5m，采用Φ25

精轧螺纹钢筋，锚头采用厚钢板作锚垫板，用六角螺母用钣手紧固施

加预应力，设计轴向抗拔力 50kN，锚杆沿矿坑顶、壁呈放射状布置，

成孔直径不小于 90mm，梅花型布设，锚固长度 3m，采用水灰比为 1：

1 的水泥砂浆。坡面挂网Φ6@200×200mm，喷射砼 C20 厚 100mm。 

锚杆成孔采用风钻或锚杆钻机，在坑道内架设升降机作为作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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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4.2.4.3 矿坑渗水、滴水点治理 

鹏茜大理岩矿渗、滴水点近 40 处，本次封堵位于运输大巷、拟

开发利用矿坑的渗、滴水点，共 22 个，每点设计 5 个注浆孔，平均

深度按 5m 计；注浆孔沿渗、滴水裂隙钻进，注浆浆液为 1：1 纯水

泥浆，用高压泥浆泵灌注，注浆压力不小于 2MPa，注浆孔采用风钻

成孔，每个渗、滴水点以注浆后不再出现渗滴水现象为准。 

4.2.4.4 环境监测 

监测时间：工程施工期间及竣工后一个丰水期。 

监测内容为水系水质及变化情况，矿坑涌水理的变化情况，矿坑

锚固段的稳定性，渗、滴水点封堵点等封堵效果等情况。 

4.3 实施步骤  

1、建立鹏茜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管理及组织机构。 

2、落实专业施工队伍，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确定施工方案，确

定监理单位。 

3、进行治理工程土地恢复、矿坑局部坍塌、矿坑渗、滴水封堵

等治理工程施工。 

4、治理工程单项目工程检查、验收，总体工程检查验收及交付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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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投资概算 

5.1 编制说明 

鹏茜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概算以《深圳市建筑工程综合价

格（2003 年）》为计价基础，定额未列入项目参考市场价格。 

注浆堵水项目经费参照锚杆成孔注浆计算。 

5.2 投资概算 

鹏茜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投资概算总值为 328.0 万

元，其中工程费用为 284.0 万元，占总投资的 86.48%；独立费用为

29.8 万元，占总投资的 9.09%；预备费 14.2 万元，占 4.33%，详见表

一（概算表）。 

5.3 资金来源——申请财政资金的数额及使用方向 

鹏茜大理岩矿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实施，将极大地改善当环境，恢

复宝贵的土地资源，促进当地产业更新升级和矿山可持续发展，是利

国利民的民心工程，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申请财政 337.0 万元。 

对申请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经费，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实

行项目经费独立核算，将申请财政经费 337.0 万元的 86.86%用于治理

工程的主体内容（土地恢复、矿坑局部坍塌治理、矿坑渗、滴水封堵

等），见概算表编号一的费用；余额用于工程管理、勘测设计、监理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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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概（预）算表 

工程名称：鹏茜大理岩矿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第 1 页，共 1 页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工程费用 

（元） 

其它费用 

（元） 

合计 

（元） 
备注

一 工程费用     

1 土地恢复 1273158.00    

2 矿坑局部坍塌治理 1354700.41    

3 矿坑渗、滴水封堵 212475.67    

      

      

      

      

4 工程费用合计   2840334.08  

二 独立费用     

1 工程建设管理费 2%  56806.68   

2 勘测及设计费 8%  227226.73   

3 工程监理费 3.5%  99411.69   

      

4 独立费用合计   383445.10  

三 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 5%  142016.70 142016.70  

      

      

      

      

      

      

      

      

      

      

 一至三项合计   3365795.88  

 总投资   336579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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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项目实施的保障措施 

6.1 组织管理 

为实现鹏茜大理岩矿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项目的“优质、高效、安

全、文明”的施工目标，应建立具较高管理水平的项目管理机构，从

鹏茜大理岩矿抽调较高管理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同志任项目经理，

抽调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组建项目部。项目部管理层

由项目经理、技术负责、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化验员等人员组

成，在监理和公司的指导下负责对本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成本

等实施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和决策，对各施工生产要素实施全过

程的动态管理。 

6.2 管理体制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项目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对工

程的质量、安全、工期、成本等进行全面控制和负责，项目部下设的

各工程技术、质量安全、机械物资供应、后勤财务等部门完成各自的

职责，并对项目经理负责。 

6.3 组织机构 

按项目法施工模式组建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部主要成员有：项

目经理 1 人，项目副经理兼技术负责 1 人。项目部下设工程技术部、

质量安全部、机械物资部、后勤财务部、生产调度部，各司其职、职

责分明。作业队根据工程情况设置。施工组织机构形式详见如下施工

组织机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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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资金管理 

1、项目经费实行独立核算。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杜绝项

目经费挪作它用。 

2、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对资金实行归口分级管理，

搞好资金使用的清理、考核和核算工作。 

3、及时做好统计工作，统计内容包括人员工资统计、材料的供

应、品种、数量等统计、流动资金数额、利润分析等。 

4、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按照《会计法》、《财务通则》等有关规

定开展财务工作，发现违规行为及时制止和纠正。 

第七章 项目预期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分析 

7.1 经济效益评价 

项目的实施，可使矿区宝贵的土地资源得到恢复，经过回填平整，

可恢复土地近 8 万m2，按 300 元/m2保守价估算，其价值达 2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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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矿坑局部坍塌地段的加固，使矿坑达到的更高标准的安全稳定

状态，为后续矿山公园建设，开发地下空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间

接的经济效益巨大；通过对矿坑渗、滴水的封堵处理，同样改善了矿

坑的环境，也为后续矿山公园建设，开发地下空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减少矿坑涌水量，减轻了矿山排水负担，降低了能耗，年节约电

费可达数万元。 

7.2 生态效益评价 

通过鹏茜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实施，可使地质条件

得到改善和恢复，改变了矿区面貌，避免了水土流失及环境污染，从

促进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 

7.3 社会效益评价 

通过治理工程的实施，使矿山采空区地质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

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实现的矿山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有效减少矿山引发岩溶地面塌陷、矿坑

坍塌、矿坑突水等灾害发生的可能，提高周边地区地面稳定性，达到

保护城市建设安全的目的。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为矿山公园的开发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实

现当地经济升级转型和结构调整作出积极贡献，也为实现矿山的持续

发展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树立一个良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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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项目的风险与不确定因素 

鹏茜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施工场地主要在矿区范围

及矿坑内；项目实施有可靠的组织保障、质量安全保障措施，经济效

益及社会效益明显；项目不会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当地政府和群众支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进行矿山公园的开发建设，

因此，项目的实施风险小。项目的不确定主要为土方量的计算，矿坑

支护规模的计算精度不高，但到项目设计书编写阶段即可解决。 

第九章 结语 

鹏茜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所采用的工程措施较简单，

技术成熟，施工容易，项目投资仅 337.0 万元，所产生经济效益及社

会效益明显，项目实施有可靠的组织保障、质量安全保障，风险很小，

因此，进行鹏茜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是完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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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概（预）算表 

工程名称：鹏茜大理岩矿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第 1 页，共 1 页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工程费用 

（元） 

其它费用 

（元） 

合计 

（元） 
备注

一 工程费用     

1 土地恢复 1273158.00    

2 矿坑局部坍塌治理 1354700.41    

3 矿坑渗、滴水封堵 212475.67    

      

      

      

      

4 工程费用合计   2840334.08  

二 独立费用     

1 工程建设管理费 2%  56806.68   

2 勘测设计费 5%  142016.7   

3 工程监理费 3.5%  99411.69   

      

      

4 独立费用合计   298235.10  

三 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 5%  142016.70 142016.70  

      

      

      

      

      

      

      

      

      

      

 一至三项合计   3280585.88  

 总投资   32805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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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单位工程名称：鹏茜大理岩矿矿坑局部坍塌治理（锚杆喷砼部分） 

第 1 页  共 1 页 
金额（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合价 

1 1002-279 锚杆成孔灌浆（软土层） 100m 25 8862.47 221561.75 

2 1002-280 锚杆钻孔入岩、灌浆入岩增加费 100m 25 29769.47 744236.75 

3 
1004-165 

1004-166 换 

锚杆Φ25 钢筋制安（每吨 18.87 孔，实

际 46.30 孔，增 27.43 孔） 
t 10.8 13516.89 145982.41 

4 1004-182 Φ20 钢筋制安 t 5.03 3706.14 18641.88 

5 1004-184 φ6 钢筋制安 t 11.31 3934.13 44495.01 

6 1002-84 喷射混凝土护坡 网喷 初喷 5cm 100m2 20 4185.52 83710.40 

7 1002-85 换 喷射混凝土护坡 网喷 每增 1cm 100m2 20 4803.61 96072.20 

       

       

       

       

       

       

       

       

       

       

       

       
       
       
       
       
       
       
       
       
       
       
       
       
       
       
       

合计      13547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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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单位工程名称：鹏茜大理岩矿地质环境治理土地恢复（填土夯实平整） 
 第 1 页  共 1 页 

金额（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合价 

1 1003-122 毛石护坡  浆砌 10 m3 340 1824.63 620374.20  

2 1003-149 毛石墙勾缝 100 m3 34 920.70 31303.80  

3 1001-254 机械填土夯实、平地 100m3 1200 507.40 608880.00  

4 估 安泄水孔 m 360 35.00 12600.00  

       

       

       

       

       

       

       

       

       

       

       

       

       

       

       

       

       

       

       

       

       

       

       

       

       

       

       

       

       

       

 合  计     12731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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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单位工程名称：鹏茜大理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矿坑渗、滴水处理（注浆堵水） 
  第 1 页  共 1 页 

金额（元）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合价 

1 1002-279 锚杆成孔灌浆（软土层） 100m 5.5 8862.47 48743.59 

2 1002-280 锚杆钻孔入岩、灌浆入岩增加费 100m 5.5 29769.47 163732.09 

       

       

       

       

       

       

       

       

       

       

       

       

       

       

       

       

       

       

       

       

       

       

       

       

       

       

       

       

       

       

       

 合  计     2124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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