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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服务长三角经济区发展地质调查报告 

（2016 年） 

长三角经济区作为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重要先进

制造业基地，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国务院近年先

后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

展规划》，新形势下，长三角经济区新型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

重大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支撑服务长三角经济区发展战略，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会同长三角经济区 2 省 1 市国土资源部门，系统梳理了

以往地质调查资料以及近年获得的水土质量、地面沉降、矿产

资源等调查成果，取得以下基本认识和初步判断：长三角经济

区拥有4大有利资源条件，一是沿海滩涂面积1.32万平方公里，

后备土地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二是地下岩盐探明储量 2688亿吨，

有利于打造国家地下盐穴战略储油储气库建设，三是每年可利

用地热资源量折合标准煤 1.22 亿吨，有利于促进城市节能减排，

四是 10 余种非金属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全国第一，有利于推进非

金属新材料产业发展；长三角经济区存在 3 个需要关注的重大

地质问题，一是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问题较突出，32%地下水不

能饮用，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达 0.74 万平方公里，二是累计地

面沉降量大于 200 毫米面积超过 2 万平方公里，影响重大工程

和城镇安全，三是活动断裂等隐患影响长江过江通道开发建设，

7 座拟建过江通道地质适宜性较差，应予以关注。 

http://baike.baidu.com/view/6795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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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撑长三角经济区发展的4大有利资源环境条件 

长三角经济区沿海滩涂资源得天独厚，地下“盐穴战略

储油储气库”潜力巨大，地热清洁能源丰富，非金属矿产资

源优势明显，有利于支撑长三角经济区发展。 

（一）长三角经济区沿海滩涂面积 1.32 万平方公里，

其中，可作为后备土地资源的滩涂面积 5564 平方公里，开

发潜力巨大 

长三角经济区沿海滩涂湿地资源丰富，面积 1.32 万平

方公里（附图 1），主要分布在江苏大丰-如东、长江口、杭

州湾等地，其中，江苏沿海滩涂是亚洲大陆边缘最大的滩涂， 

面积 4790平方公里，最宽处可达 90 公里。  

目前，沿海滩涂围垦新增土地面积 6228 平方公里，分

布在江苏大丰-海安、上海崇明岛东滩、杭州湾南岸、宁波

象山、舟山等地。开发利用方式有农业种植、水产养殖、盐

业、生态保护、港口建设和临港工业等，农业用地约占 60%，

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各占 20%。可作为后备土地资源的滩涂

面积 5564 平方公里，开发潜力大（附图 2）。其中，潮上带

滩涂面积 460 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江苏沿海，潮间带滩

涂面积 3024 平方公里，分布在江苏沿海辐射沙脊区、杭州

湾南岸、台州和温州等地，潮下带（5米水深）滩涂面积 2080

平方公里，以浙江、江苏海域为主。 

滩涂开发利用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部分滩涂的不

合理围垦易改变海洋水动力条件，引起港口和航道侵淤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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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东临海工业园和腰沙围垦、太阳岛码头等工程建设，

造成小庙洪潮汐水道局部深槽不断萎缩直至消失，影响洋口

港运行和航道通航。二是沿海滩涂部分区域出现重金属含量

增高现象，如江苏大丰滩涂调查发现，镉、汞最高含量分别

达 304.1 和 187.0 微克/千克，平均含量均超过全国浅海沉

积物丰度的 2倍以上。 

建议充分利用沿海滩涂资源优势，科学规划 5 米水深以

上的滩涂围垦和港口、码头、风电场等工程布局，加强沿海

滩涂资源状况及海岸带侵蚀淤积、重金属污染等重大地质问

题调查评价与动态监测，促进滩涂后备土地资源合理规划布

局、有序开发与保护。 

（二）长三角经济区地下岩盐探明储量 2688 亿吨，淮

安盐矿储量居世界前列，岩盐开采可形成的盐穴空间巨大，

有利于打造国家地下盐穴战略储油储气库基地建设 

  长三角经济区地下岩盐资源量 4243亿吨，主要分布在

江苏淮安、金坛、丰县、洪泽和浙江宁波等地，已探明储量

2688亿吨。江苏淮安盐矿已探明储量 2500多亿吨，国内最

大，居世界前列，分布在以淮安市为中心 227平方公里地域

内，盐层埋藏深度在地下 700～2500 米之间，盐层累计厚度

240～1050 米，最大单层厚度 130 米。江苏金坛盐矿分布面

积 60 平方公里，盐层埋藏深度在地下 750～1300米之间，

厚度 160～240米，储量 162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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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盐矿开采留下的巨大盐穴空间，可用于储存石油天

然气。与地面储油储气设施相比，利用盐穴储存油气具有基

建投资少、占地面积小、运行成本低、安全可靠等优势，且

十分利于战备，被称为“具有高度战略安全的储备库”。 

 金坛盐矿埋藏适中，盐矿品质好，夹层少，断裂系统不

发育，盐穴可塑性和密封性良好，可建单体 20～30 万立方

米盐腔，具备建设大规模盐穴储油和储气库的条件。作为“西

气东输一线”配套工程—江苏常州金坛盐矿作为首选库址，

建设储气规模为 10 亿到 26 亿立方米，是亚洲首个国内最大

的“盐穴储气库”。中石油金坛盐穴储气库一期工程 2007

年已经储气投产，其中 19个盐穴用于储气，库容 3 亿立方

米，可调用工作气量 1.8 亿立方米，可供上海和江苏地区 12

天“削峰填谷”使用。预计 2020-2023年实现库容 26 亿立

方米，可调用工作气量 17亿立方米。“西气东输二线、三

线”配套工程的江苏淮安储气库正在规划建设。 

金坛、淮安盐穴储气库的建设必将为我国地下储油库的

建设积累丰富经验。这些地下储气库建成后，将成为“西气东

输”供气应急调峰的关键枢纽，可有效缓解长三角经济区季节

性用气不均的供求矛盾，对于长三角经济区乃至我国能源安

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建议加强淮安、金坛等地下岩盐层精细地质结构勘查和

适宜性评价，加快推进淮安、金坛等地下储油储气库建设，

http://jump.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1Wo7fqTYdPMfkmN1oQyK0X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cyHzEJDzub8ZqaSSzGe6+5E8DfoFdqjylkMnnS5myQruKaS3TFc5e313lnzx8c7/GJFoaxuGR1dj2oeHoEzTI=
http://xiaoyuananquan.unjs.com/
http://xiaoyuananquan.un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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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家油气战略地下储备首批示范基地。 

（三）长三角经济区每年可利用地热资源量折合标准煤

1.22 亿吨，浅层地温能利用工程 1300 多处，有利于促进城

市节能减排和地热相关产业发展  

长三角经济区热水型地热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江苏南

京、扬州、如东、东海和浙江嘉兴、慈溪等地，资源储量 8.07

×10
17
千焦，折合标准煤 276亿吨，每年可采热水量超过 22.3

亿立方米，可利用热量折合标准煤 755万吨，目前年利用量

仅有 0.55％（附图 3）。现有地热井 160 多口，经济效益显

著。江苏南京汤山、东海汤庙已被列为全国地热开发利用示

范区，南京市汤泉镇被评为温泉之乡，扬州市被评为中国温

泉之城，2014年江苏已启动地热能开发利用基地建设，首批

打造如东等地热勘查研究和开发利用产学研基地。 

长三角经济区省会城市浅层地温能潜力巨大，总资源量

140000 亿千瓦时，折合标准煤 17.22 亿吨，可利用资源量

9215 亿千瓦时，折合标准煤 1.14 亿吨。若采用地源热泵系

统充分开发利用浅层地温能，每年可实现夏季制冷面积 8.43

亿平方米，冬季供暖面积 19.8 亿平方米，可减排二氧化碳

0.95 亿吨。截至 2016 年，上海、南京和杭州 3 城市计有浅

层地温能利用工程 1300多处，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建议充分利用地热资源和浅层地温能优势，进一步打造

南京汤山等地“地热开发利用示范区”、“温泉之乡”、“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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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城”等地热品牌，推进上海、南京和杭州 3个城市新区浅

层低温能应用，降低生态环境压力，支撑地热供暖制冷、温

室养殖和温泉旅游等产业发展。 

（四）长三角经济区非金属矿产优势明显，叶蜡石、明

矾石、凹凸棒石等 10 余种资源储量全国第一，温州苍南明

矾石矿储量世界第一，有利于推进非金属新材料产业发展 

长三角经济区发现非金属矿产 78 种，已探明储量的有

39 种，矿产地 1570 处，非金属矿产在全国优势明显，其中，

叶蜡石、伊利石、明矾石、凹凸棒石、保温材料粘土、方解

石、泥灰石、水泥用辉绿岩等 10 余种居全国第一位，萤石

第二位，硅藻土第三位，沸石、硅灰石、珍珠岩、膨润土、

高岭土等位于前列。浙江泰顺、温州苍南和江苏盱眙分别享

有“世界蜡都”、“世界矾都”、“中国凹土之都”等美誉。 

叶蜡石主要用于生产耐火材料、陶瓷、填料、涂料、杀

虫剂，主要分布于浙江青田、泰顺和临安等地，已查明储量

3896.5 万吨，约占全国的 52％，其中青田山口累计探明储

量 1347.2万吨，年出口量已达 15万吨。伊利石可用于制作

钾肥、涂料、高级化妆品等，主要分布于浙江瓯海、开化和

淳安等地，已查明资源 882.3万吨，目前年出口量已超过 2.5

万吨。明矾石是工业上提取明矾和硫酸铝的原料，也用来炼

铝和制造钾肥、硫酸，主要分布于浙江，其探明储量占世界

60%以上、中国 70%以上，尤以温州苍南矾山最多，储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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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亿吨，含纯明矾石 45.4%～47.71%，是迄今世界上探明

最大的明矾石矿。 

长三角经济区非金属矿产是国家重要原材料供给核心

区，目前叶蜡石、伊利石、明矾石、凹凸棒石、保温材料粘

土等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年产矿石量 36 亿吨，年工业产

值 229 亿元，年利润达 27 亿元。但矿山以中小型为主，规

模小、生产和加工水平较低，资源利用程度较低、浪费严重。 

建议提升矿业开发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推进新型节能

环保精细加工非金属产品的开发应用，建设江苏盱眙凹凸棒

石-淮安石盐芒硝等建筑化工材料产业基地，浙江嵊州-缙云

硅藻土、沸石等新型节能环保材料产业基地和浙东南叶腊石、

伊利石出口创汇优势产业基地。 

二、长三角经济区发展需要关注的 3 个重大地质问题 

长三角经济区地貌单元多样，南部以丘陵山区为主，北

部以平原占主导地位，地质条件复杂，城镇化程度高、国土

开发强度大，面临水土污染、地面沉降等重大地质问题，重

要城市群、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规划建设应对

这些重大地质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一）长三角经济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 0.74 万平方

公里，地下水 32%不能饮用，建议加强土壤和地下水质量调

查，抑制耕地和地下水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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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明，长三角经济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 0.74 万

平方公里（附表 1，附图 4），主要分布在城镇、工业区及

其周边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以镉、铜和汞污染为主。强酸

性土壤（pH值≤4.5）面积 104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红壤

和水稻土分布区（附表 2）。土壤有机污染在局部地区较严

重，有机污染“毒土地”事件频出，如常州某农药厂场地土

壤苯、氯苯和二氯丙烷严重超标，含量分别高达 1730、184

和 1230毫克/千克。 

长三角经济区 18%地下水可以直接饮用，50%经适当处理

后可以饮用，32%不宜作为生活饮用供水（附图 5）。地下水

“三氮”和重金属污染日趋严重，有机污染检出率高，但超

标率低（附图 6、附图 7）。“三氮”污染比例为 17.26%，

以硝酸盐和铵氮污染为主。地下水重金属含量较高的组分主

要为砷、铅和汞，超标率分别为 11.93%、2.98%和 2.59%。

地下水中有机物检出率较高的有机物主要有二氯甲烷、1,2-

二氯乙烷、三氯甲烷、甲苯、苯等，有机污染超标率为 0.85%，

呈点状分布，多系工业污染所致。 

建议加强苏南和上海等地大比例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

调查和重要含水层质量调查，开展苏南、上海、杭嘉湖等地

工业用地转型评估和水土污染修复工作，加大水土环境保护

力度，着力做好水源区、城镇及其周边等重点地区水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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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采取监测预警与工程治理相结合，遏制耕地和地下水

质量下降趋势。 

（二）长三角经济区地面沉降总体趋缓，但局部仍呈发

展态势，累计地面沉降量大于 200 毫米区域超过 2 万平方公

里，建议加强地面沉降监测预警和风险管控，优化城镇和重

要基础设施布局 

上海、苏锡常、杭嘉湖等地区地面沉降严重，累计沉降

量大于 200 毫米的沉降区面积接近 1 万平方公里（附表 3，

附图 8）。上海市、苏锡常、杭嘉湖受地面沉降影响，最大沉

降量分别达 2.98米、2.80 米、1.97 米，经多年防治，已经

得到了有效控制，沉降速率趋缓，2014 年沉降量普遍低于 7

毫米，但是，局部地面沉降控制形势仍不乐观，吴江南部、

江阴南部年最大沉降速率仍分别达 30 毫米和 15毫米。 

在江苏盐城、大丰等地新发现地面沉降现象，且呈发展

态势，累计沉降量大于 200毫米的沉降区面积超过 1 万平方

公里，2014年最大沉降量超过 25毫米；2014年调查发现浙

江沿海温黄平原的台州城区、温岭东南部最大沉降速率也达

20 毫米/年以上，最大累计沉降量超过 1000 毫米。 

长三角经济区地面沉降主要由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

面沉降的分布范围与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展布形态基本吻合，

多位于城镇区域。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建筑

物荷载、密度、深基坑开挖和地铁工程等成为了长三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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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沉降新的诱发因素。据上海地面沉降监测结果，90年代

以来上海市区因高层建筑和快速通道建设引起的地面沉降

量已占总沉降量的 30%。地面沉降给防洪排涝、土地利用、

城市规划、航运交通等造成严重影响。截止 2010 年底，仅

区内的上海、苏锡常、杭嘉湖地区地面沉降地质灾害造成的

经济损失达 3759.38 亿元。 

调查显示，区内沿江沿海高速铁路和西气东输沿线有

498 公里存在地面沉降隐患（附表 4），建议在高铁、西气东

输等线路规划建设和营运过程中应予以高度关注。 

建议继续合理调控上海、苏锡常、杭嘉湖等地面沉降趋

缓区地下水开采，严格限制江苏沿海和浙江沿海地面沉降加

剧区地下水开采，注意控制城市建筑密度和建筑荷载，关注

深基坑开挖和地下空间动荷载活动，加强地面沉降监测预警

和风险管控，合理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优化城镇和重要基础

设施布局，提高城镇集约节约用地水平。 

（三）长三角经济区沿长江港口、大桥及过江隧道开发

建设需关注活动断裂、崩岸等地质问题隐患，规划的14座过

江通道中，7座地质适宜性较差，建议针对相关地质问题，

进一步开展地质勘查，合理确定通道位置和过江方式 

综合考虑地形地貌、活动断裂、工程地质条件、河势水

文、岸线稳定性等因素，对长江下游干线港口码头、过江隧

道、长江大桥建设适宜性进行评价（附表 5，附图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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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评价结果表明，三汊河口-上元门等 27段港口码头建设

适宜性好，总长 281 公里，航道宽度及通达性均满足建设万

吨级及以上泊位要求；北河口-三汊河等 23段过江隧道适宜

性好，总长 331公里，可采用盾构法一次掘进过江；梅子洲

等 19 段跨江大桥建设适宜性好，总长 208 公里。 

对区内规划的 14座过江通道，调查表明，7座地质适宜

性中等-好，7 座地质适宜性较差。江苏张靖、常泰、上元门、

五峰山 4 座通道位置受活动断裂影响，锦文路、七乡河和宁

仪 3 座通道位置则受崩岸或河床深切等因素影响。建议在过

江通道规划建设中，针对相应问题进一步开展地质勘查，合

理确定过江通道具体位置。 

从工程建设的地质适宜性角度，对 14 座通道的过江方

式进行了初步比选。综合考虑河道切割深度、河床沉积物厚

度及均一性、河流深水线位置、江岸稳定性等因素，七乡河、

上元门、宁仪、五峰山、江阴第二和锡通 6座过江通道宜采

用大桥方式，锦文路、南京第五、张靖、南京 4号线和常泰

5 座宜采用隧道方式，汉中西路、和燕路和江阴第三 3 座采

用桥梁和隧道方式均可（附表 6）。建议进一步勘查河道水下

地形、水文条件、河床沉积物工程地质与岸线稳定性条件，

结合施工工艺和交通状况，合理确定通道过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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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五”支撑服务长三角经济区发展地质工作设

想 

    “十三五”期间，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将全面贯

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关于推进长江经济

带和长三角经济区发展战略的要求，以到 2020 年力争率先

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等重

大任务为目标，紧密围绕长三角经济区国家和地方迫切需求，

以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上海市、南通陆海统筹示范区和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为重点区，突出沿江、沿海、沿高

铁等重点发展轴线，以重要城镇、重大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区、重大地质问题区、重要生态脆弱区为重点，开展高

精度地质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是围绕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展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南

京市江北新区、宁波和温州市城镇规划区等 1:5 万环境地质

调查；二是围绕重大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南京-

上海-温州沿江沿海 1：5 万工程地质调查、南通等陆海统筹

地质环境综合调查；三是围绕重大地质问题，开展苏锡常、

江苏和浙江沿海等地区地面沉降调查；四是围绕现代农业发

展，开展上海、浙江等地区 1:5 万耕地质量地球化学示范调

查；五是围绕生态廊道建设，开展环洪泽湖、太湖等生态脆

弱区 1：5 万环境地质调查；六是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开展

http://baike.so.com/doc/3891732-4084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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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等地地下岩盐精细地质结构勘查以及页岩气和非金属

矿产等资源调查。 

为加快推进长三角经济区地质调查工作，国土资源部中

国地质调查局将创新构建中央和地方两省一市地质工作联

动协调机制，按照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划分的原则，统筹地

方财政资金，共同推进地质调查工作，构建国土资源环境承

载力评价与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建立后工业化时期的地质工

作模式，为长三角经济区国土规划、城市群规划、重大工程

建设规划、重大基础设施规划提供依据，为优化国土空间格

局和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基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