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撑服务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地质调查报告 

（2016 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需要关注的 

五大有利资源环境条件和三个重大地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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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服务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地质调查报告 

 

（2016 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区位优势突出。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

导意见》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从城市群规划建

设、长江岸线资源综合利用、高速铁路等重大工程安全运营、

现代农业基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对地质工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会同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

国土资源部门，系统梳理了以往地质调查成果，对长江中游

城市群资源环境条件和重大地质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以

下基本认识：一是无重金属污染耕地 1.2 亿亩，绿色富硒耕

地 2056 万亩，有利于现代农业基地建设。二是河湖湿地分

布广泛，面积 1.98 万平方千米，生态功能完善，但仍然存

在湖泊萎缩、湿地退化等现象。三是区域地壳稳定性总体较

好，水资源丰富，有利于重大工程、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带规

划建设。四是鄂西、湘中页岩气和油气调查获得突破，地热

和浅层地温能资源量大，新型能源开发利用前景广阔。五是

矿产资源品种多，铜、钨、磷、稀土等矿产储量大，适宜矿

业发展和相关产业。 

长江中游城市群存在岩溶塌陷、沿江岸带崩岸和管涌、



 

 

矿山环境地质问题等，对沿江岸线资源综合利用、高速铁路

和城市群规划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应予以关注。 

一、 支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 5 大有利资源环境条件 

（一）无重金属污染耕地 1.2 亿亩，绿色富硒耕地 2056

万亩。建议将优质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推进鄱阳湖平原、

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西部现代农业基地建设，加大汉江流

域等富硒土地开发利用 

长江中游城市群耕地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平

原、环鄱阳湖平原及其周缘地带，其中平原区耕地面积约 1.3

亿亩。肥力相对丰富且环境清洁的优质耕地分布面积 1.0 亿

亩,占平原区耕地面积的 83%，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及鄱阳湖

平原大部、洞庭湖平原的松虎平原、澧水下游、沅江下游。

土壤肥力相对丰富但环境受到一定程度污染的中等质量的

耕地面积 0.2亿亩，主要分布在长株潭、武汉、黄冈、南昌、

余干等大中型城市邻域或矿集区（附图 1）。建议将优质耕地

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加以严格保护和科学开发利用，对中等

质量的耕地需注重土地环境治理。推进鄱阳湖平原、江汉平

原和洞庭湖平原西部地区现代农业基地建设。 

调查发现，表层土壤富硒区面积 4349 万亩，圈定可利

用富硒区面积为 2056 万亩，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和鄱阳湖

平原南部地区，以及韶山、桃源、临澧和九江等地（附表 1，



 

 

附图 2）。其中江西丰城富硒土壤面积达 78.6 万亩，平均含

硒量 0.54毫克/千克，属有机硒形态，富硒农产品开发利用

较成功，已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和较大的经济效益，被誉为

“中国生态硒谷”，为利用土地资源禀赋优势发展特色农业

探索了道路。湖北江汉流域可作为农产品开发基地的富硒土

壤面积 1510 万亩，具备总量大、分布广、品质优三大特点。

建议推广江西丰城和湖北恩施等地富硒耕地开发经验，科学

规划，合理利用绿色富硒耕地资源，进一步将江汉平原打造

成为“富硒粮都”。  

（二）河湖湿地面积 1.98 万平方千米，湿地环境总体

良好，但仍然存在湖泊萎缩、湿地退化等现象。建议加强湖

泊湿地保护力度，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评估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运营对湖泊湿地的影响 

长江中游湿地面积为 1.98 万平方千米，其中，湖泊水

域总面积 1.90万平方千米，集中分布在江汉-洞庭湖群、鄱

阳湖以及长江干支流及其洪泛平原。湿地保护总面积 1.19

平方千米，已列为重点保护的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 45 个，

面积 8647 平方千米，其中国际重要湿地 6 个，包括洪湖湿

地(414 平方千米)、沉湖湿地（116 平方千米）、东洞庭湖湿

地（1900平方千米）、西洞庭湖湿地（357 平方千米）、南洞

庭湖湿地（1680平方千米）、鄱阳湖湿地（224平方千米）。 

湖泊湿地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有围湖造地、垦殖等造成



 

 

的湖泊萎缩和湿地功能退化。从上世纪 50年代初到 80 年代

末，“千湖之省”湖北省 100亩以上湖泊从 1332个锐减为 843

个。80 年代以后，湖泊萎缩势头有所减缓，但总体上仍呈萎

缩趋势（附图 3）。此外，湖区养殖、污染造成的水质超标和

富营养化等，50％以上的湖泊出现轻度以上污染。 

三峡工程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后，江汉-洞庭平原

沿江一带地下水位下降 0.8-2米，湖泊湿地面临进一步萎缩

的风险。建议加强湖泊湿地保护力度，遏制围湖造地、湿地

退化趋势。加强地质环境监测工作，进一步评估三峡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建设运营对江汉-洞庭湖群和鄱阳湖等

湖泊湿地的影响。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地壳稳定性总体较好，水资

源丰富，适宜重大工程规划建设与产业布局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地壳稳定性总体较好，主要断裂带

的活动性较弱。断裂活动较显著的主要集中在襄樊-广济断

裂与郯庐断裂交汇的九江-瑞昌-阳新地区。虽有幕阜山系和

九岭山系，但中低山区面积总体相对较小，沿江平原岗地地

形平缓，起伏小，宽度大，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产业布

局以及港口建设。 

长江中游城市群水资源丰富，多年平均年径流量达 4500

亿立方米，占全流域总径流量的 47.2%，是我国水资源最为

丰富的区域。2012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年水资源总量达到



 

 

3191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 3135 亿立方米。地表

水资源量相对丰富的地区包括咸宁、长沙、株洲、岳阳、益

阳、常德、衡阳、九江、宜春、上饶、抚州、吉安等地，水

资源总量达 100 亿立方米，上饶、抚州水资源总量突破 300

亿立方米。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的用水总量占比分

别为 72%、26%和 26%。上饶、鹰潭、景德镇、九江、萍乡、

咸宁、宜春、宜昌、株洲、益阳、新余、娄底等 12 个城市

用水量占比不超过 20%。长江中游城市群地下水资源丰富，

水质较好，经综合评价，圈定主要城市地下水应急（后备）

水源地 46个，其中 18 处应急水源地反映可供 100万以上人

口的应急水源地（附图 4）。 

重大工程和过江通道建设宜考虑襄广断裂、郯庐断裂活

动性；建议提高瑞昌-阳新地区抗震设防等级，控制城市规

模，规避地震诱发岩溶塌陷区。建议结合水资源潜力，统筹

规划区域发展战略，差异化管控不同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发

展节水农业，提高工业用水效率。 

（四）长江中游城市群页岩气等油气资源调查获得突

破；沉积盆地型中低温地热流体每年可利用资源量折合标准

煤 141.6 万吨，浅层地温能每年可利用资源量折合标准煤

3453.5 万吨，建议加强新能源开发利用，强化能源保障 

2014年底，长江中游已探明页岩气地质资源总量为 16.1

万亿立方米，其中，湖北、湖南和江西分别为 8.7 万亿立方



 

 

米、5.7 万亿立方米、1.7 万亿立方米。2015 年国土资源部

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的页岩气和油气调查取得一系列重大

发现和重要进展。湖北宜昌页岩气调查钻获 70 米厚优质含

烃岩层，显示该区页岩气资源潜力大。鄂西秭归和湘中武陵

山地区页岩气和油气资源勘查获得突破。 

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能源储量大。沉积盆地型中低温地

热流体每年可利用资源为 41.6万亿焦耳，折合标准煤 141.6

万吨，其中湖北 127 万吨、江西 14.6 万吨。隆起山地型中

低温地热流体每年可利用资源量为 19.1 万亿焦耳，折合标

准煤 65万吨，其中湖北、湖南和江西分别为 22.4万吨、17.6

万吨和 14.6 万吨。 

浅层地温能每年可利用资源总量 2810 亿千瓦时，折合

标准煤 3453.5万吨，其中，湖北、湖南和江西分别为 1779.1

万吨、1046.5 万吨和 627.9万吨。 

建议加强对页岩气、地热、浅层地温能等新能源的勘探

开发，加快推进宜昌等地区页岩气综合开发示范区建设，加

快技术创新，推动页岩气相关产业发展，优化能源供给体系，

保障能源供给安全。 

（五）矿产资源品种多，铜、钨、磷、稀土等矿产储量

大，适宜矿业发展和相关产业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我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区，已发现各类

矿产 166 种，主要分布在秦岭成矿带、桐柏-大别-苏鲁成矿



 

 

带、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龙门山-大巴山成矿带、上扬子中

东部成矿带、江汉-洞庭成矿区、江南隆起西段成矿带、江

南隆起东段成矿带、湘中成矿亚带、幕阜山-九华山成矿亚

带、武功山-北武夷山成矿亚带和南岭成矿带中段北部 12个

成矿带（附图 5）。区内磷矿、萤石、重晶石、长石、海泡石

等储量均居全国第一位，钛矿保有资源储量排名全国第四，

钒矿保有资源储量位列全国第三。 

建议推进宜昌-襄阳磷矿、黄石-九瑞铁铜矿、德兴铜金

矿、赣北钨矿、湘中金锑矿、湖北云应-天潜盐硝矿等矿业

经济区等优势产业基地建设；扶持并引导宜昌-襄阳磷矿等

大型矿山探、采、选、冶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提高资源利用

率；对湖北鄂州—黄石铁铜金主要矿产潜力区加大勘探经费

投入，加大深部找矿，提高勘查精度，扩大勘查范围。逐步

减少江西赣西煤钨稀土三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开发，延长稀土

矿的开采寿命，提升保证年限。 

二、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需要关注的重大地质问题 

岩溶塌陷、沿江岸带崩岸和管涌、矿山环境地质问题等，

对城市群规划建设、高速铁路和沿江岸线资源综合利用构成

重大影响。应予以关注。 

（一）长江中游城市群岩溶塌陷发育，16 个重点城市、

307 千米高铁线路、137 千米长江岸带受岩溶塌陷威胁。应



 

 

加强区域岩溶塌陷调查评价和地下水动态监测，强化岩溶塌

陷易发区城市建设用地管制，防范岩溶塌陷 

长江中游城市群岩溶发育广泛。岩溶塌陷易发区面积

4900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于湖北武汉、黄石-大冶、咸宁-

赤壁地区，湖南娄底和宁乡煤炭坝地区，江西九江沿江地区

和萍乡-丰城一带。煤矿抽排地下水是岩溶塌陷的首要诱发

因素，集中降雨影响的矿山抽排地下水疏干区地面塌陷、关

闭矿坑后地下水位抬升区地面塌陷，是煤矿抽排地下水诱发

岩溶地面塌陷的另外两种表现形式。岩溶塌陷的诱发因素还

包括不规范的工程施工、农业耕作、人工堆载、抽采地下水

等人类工程活动。大气降水、地震也可能触发岩溶塌陷，甚

至造成较大的次生地质灾害。 

16 个主要城市不同程度上面临岩溶塌陷威胁，包括湖北

武汉、咸宁、鄂州、黄石、荆门，湖南长沙、益阳、娄底、

株洲、湘潭，江西九江、丰城、新余、萍乡、宜春、景德镇

等（附图 6），其中，武汉市岩溶塌陷危害最为严重。调查表

明，武汉市核心区共发育 8条岩溶条带，呈近东西向展布，

岩溶分布区面积 1089 平方千米，岩溶塌陷高易发区分布面

积 143平方千米，中易发区约 539 平方千米，分别占武汉市

岩溶分布面积的 13.1%和 49.5%。岩溶塌陷高易发区位于武

汉市三环线以内武昌、汉口及汉阳主城区及新城区，人类工

程活动强度大，在城市地下管线渗漏、工程施工等诱发因素



 

 

作用下，容易发生岩溶塌陷。武汉市近 10 年发生岩溶塌陷

23 处，17处为桩基施工或地下水疏排诱发。 

307 千米高铁线路位于岩溶塌陷易发区。京广高铁武汉-

江夏段 26 千米、咸宁-赤壁段 53 千米，沪昆高铁江西樟树

湾-萍乡段 180 千米、湖南湘潭-娄底段 48 千米，存在岩溶

塌陷地质隐患（附表 2）。咸宁市城区官埠桥 1986年至 1996

年，曾发生 6 次岩溶地面塌陷，共产生陷坑 25 个，陷坑最

大直径 10米、深 15 米，影响范围约 1.5 平方千米，威胁京

广铁路和 107国道安全。 

长江岸线 137千米位于岩溶塌陷易发区，其中嘉鱼段 34

千米、武汉市段 43 千米、鄂州段 7千米、江西段 53千米（附

表 3）。2008 年 2月 29 日，长江岸线武汉纱帽段发生岩溶塌

陷，产生最大直径 140米的 8个塌陷坑，面积共 1.8 万平方

米，严重威胁长江堤防安全。 

建议加强区域岩溶塌陷调查评价，强化岩溶塌陷易发区

新增建设用地管制，新城规划建设区应尽量避让高易发区，

受岩溶塌陷威胁的建成区，应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方式和

施工强度监管力度，严格监控地下水抽排和城市地下管线渗

漏。加强岩溶塌陷高易发区地下水动态监测，防范岩溶塌陷。 

（二）长江中游岸线 2031 千米，总体稳定，湖北荆江

和江西九江段存在崩岸、管涌等重大地质隐患。建议沿江产

业带规划建设应重视岸线资源综合利用，加强河势监测，强



 

 

化护坡和岸堤工程 

长江中游岸线总体稳定，荆江河段、江西九江段存在崩

岸和管涌隐患。长江中游干流两岸岸线长度 2031 千米，其

中左岸线长 1008千米，右岸线长 1023千米。 

崩岸段主要分布在湖北枝城-城陵矶即荆江段（347 千

米）、城陵矶-簰洲湾段（长 192 千米）和江西九江-彭泽段

（152 千米）。其中，枝城-簰洲湾段崩岸发育长度达 334.6

千米，主要分布在荆州、沙市、江陵、石首、监利、洪湖等

县市区境内；九江-彭泽段岸几乎全线都发生过崩岸现象。

1998年大洪水期间，湖北省嘉鱼簰洲湾、江西省九江长江大

堤 4-5号闸口处由于崩岸出现决口，造成了重大的人员、财

产损失。 

区内长江沿岸管涌共 162 处，主要分布在荆江大堤、洪

湖监利长江干堤和九江长江大堤，共 152处，占总数的 93.8%，

其他堤段分布数量均小于 10 处，共涉及到荆州区、沙市区、

江陵县、监利县、洪湖市、松滋市、公安县、石首市、赤壁

市、嘉鱼县、黄石市、阳新县、武汉市、黄冈市、浠水县、

钟祥市、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汉川市及华容县、岳阳

县、九江县等 23个县（市、区）。 

三峡工程运营后，清水下泄冲涮江槽，长江河道的冲淤

变化、河势变迁等发生了重大调整。为进一步保障长江黄金

水道通航和防洪安全，建议针对崩岸和管涌严重的荆江、九



 

 

江河段，加强河势和地下水动态监测，为科学防治崩岸及控

制河道演变提供依据，沿江产业带规划建设重视岸线资源综

合利用，加强河势监测，强化护坡和岸堤工程。 

（三）长江中游矿山环境地质问题突出，环境影响严重

区面积 5000 平方千米，污染土壤 516 平方千米，采空塌

陷 148 处。建议加大矿集区地质环境综合治理，推进绿色矿

山建设 

长江中游是我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区。矿山地质

环境影响严重区 56 处，影响面积 5000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

在湖北远安-荆门等地磷矿区、荆门石膏矿区、黄石-九瑞铁

铜矿、湘中金锑矿和大中型煤矿、江西德兴铜金矿、赣北钨

矿、萍乡-上栗煤矿区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 65处，

影响面积 5355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赣西南及上饶等地的

金属、非金属和一些中小型煤矿区（附图 7）。 

矿业活动诱发的主要环境地质问题是采空塌陷和土壤

污染等。近年来，共发生采空塌陷 148处，其中湖北 76处、

湖南 58处、江西 14 处，主要分布在湖北省黄石、大冶、武

穴、阳新、鄂州，湖南宁乡、湘乡、湘潭、浏阳和江西瑞昌、

德安等市县。土壤污染主要分布在大冶、益阳、湘潭、株洲、

上饶等矿集区周缘，其中 516平方千米农用地土壤环境恶化，

重金属等污染严重超标，土壤修复困难。导致矿集区土壤污

染的主要因素是矿山废水排放。 



 

 

建议加大矿山地质环境调查评价和综合治理，加大矿山

抽排水无害化处理或循环利用，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三、“十三五”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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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发展战略的要求，密切结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5 年）》，以支撑服务黄金水道功能提升、立体交通走廊

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绿色生态廊道打造

等重大任务为目标，以研究解决影响和制约长江中游城市群

发展的重大地质问题为导向，开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地质调

查，主要部署在长江中游“两横三纵”重点发展轴（京广、

沪昆、二广、京九、沿江）、丹江口水源区、湘西鄂西等地

区，围绕江河堤岸资源综合利用、城镇规划建设布局、重大

工程规划建设、矿业开发、耕地保护、安全饮水和地质灾害

防治，针对岩溶地面塌陷、水土污染、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开展六个方面工作： 

一是围绕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展长江中游城市群“两横

三纵”重点城市环境地质调查；二是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开

展重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调查和鄂西、湘中等地区页岩气资

源调查；三是围绕重大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沿江

和沿高铁发展轴工程地质调查；四是围绕重大地质问题，开



 

 

展岩溶塌陷调查；五是围绕现代农业基地建设，开展 1:25

万或 1:5万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六是围绕生态廊道建设，

开展丹江口库区、鄱阳湖地区、湘西鄂西等生态脆弱区环境

地质调查。 

为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地质调查工作，国土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联合长江经济带暨长江中游城市群共 11 省国土

资源部门召开“长江经济带地质调查工作研讨会”，创新构

建中央和地方地质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在财政部的支持下，

按照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划分的原则，每年拟安排中央财政

经费 1.5 亿元，统筹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推进长江中游城市

群地质调查工作，构建国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监测预警

体系，更加有力地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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