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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oad project of Musun Road in Shunyi District of Beijing as an example, focusing on the natural geography of the project area, traffic and location and project overview, etc.,
on the road engineering of Musun (Tonghuai Road to Jingping Expressway) in Shunyi District, Beijing. The construction land and its underlying crushed mineral resources we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and the resources of road overburden minerals were calculated to provide a correct
site selection basis for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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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顺义区木孙路道路建设工程为例，阐述了项目区评估对象和范围，评估依据等，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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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顺义区木孙(通怀路至京平高速)道路工程建设用地及其下部压覆矿产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计算
了道路压覆矿产的资源量，为该项目建设提供正确的选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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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6 年 3 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矿产资源法》，其中第三十
三条规定：在建设铁路、工厂、水库、输油管道、输电线路和各种大型建筑物或者建筑群之前，建设单
位必须了解拟建工程所在地区的矿产资源分布和开采情况，非经批准，不得压覆重要矿床。这部法律的
制定强有力的保护了已经查明的矿产资源避免或减少被工程建设项目压覆，特别是重要的矿产资源，提
高了我国对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以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做好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对于项目
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国家矿产资源的充分利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2] [3] [4]。

2.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次拟建木孙路(通怀路-京平高速)道路工程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东北部，北起通怀路，沿线经过木林、
张镇、龙湾屯、大孙各庄四镇，南止京平高速公路，连结京承和京平高速公路(图 1)。
道路全长约 34.085 公里，其中，通怀路至昌金路段长约 18.26 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设计车速
60 Km/h，双向 2 车道，整体式路基全宽 15 米；昌金路至京平高速公路段长度为 15.825 公里，采用一级
公路标准，设计车速 80 Km/h，双向 4 车道，整体式路基全宽 25.5 米。路面结构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结
构。全线共设置立体交叉一处(下穿大秦铁路)，大、中桥梁 10 座，涵洞 117 道(其中箱涵 10 道，盖板涵
51 道，圆管涵 56 道)，停车休息区 8 处，每处占地约 600 m2，港湾式公交站 46 处。

Figure 1. Traffic location map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land
图 1. 项目建设用地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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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煤炭工业局 2000 年颁发的《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巷道、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
确定建设用地的保护等级为Ⅱ级，因此，围护带宽度设定为 15 m，以此圈定其围护带边界[5] [6] [7]。

3. 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主要以近年来北京地区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总结，最新的地质成果和认识，以及部分通过
了有关部门组织评审的项目报告为依据。主要有：
1) 国土资源部队建设用地压覆矿产资源的有关规定和技术要求
2) 评估合同及技术委托书
3) 《北京市顺义区华山水泥用灰岩矿 2012 年度矿山储量年报》北京市地质工程设计研究院，2013 年
4) 《北京市顺义区顺平南线道路改造工程建设用地压覆矿产资源储量核查报告》北京市地质调查研
究院，2012 年
5) 《北京市大唐煤制天然气管道北京段工程建设用地压覆矿产资源储量核查报告》北京市地质研究
所，2013 年
6) 《木林幅 1:50,000 区域地质调查说明书》北京市地质调查所，1995 年
7) 《杨镇幅 1:50,000 区域地质调查说明书》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2001 年

4. 压覆资源储量计算
据勘查得知，本次道路建设工程压覆长山煤田岭上勘探区煤矿及华山水泥用灰岩矿部分资源[8] [9]
[10]。《北京市顺义县二十里长山煤田岭上勘探区普查地质勘探总结资料》对七、八、九、十二和十四号
煤层计算了储量，建设用地对岭上勘探区七、九和十二号煤层造成了压覆，因此本次核查只对建设用地
压覆的七、九和十二号煤层压覆范围内、原普查地质报告提交储量的范围进行压覆煤炭资源量估算。

4.1. 资源储量估算方法
(一) 煤矿
建设用地下伏煤层产状平缓，倾角小于 45˚，本次核查沿用《北京市顺义县二十里长山煤田岭上勘探
区普查地质勘探总结资料》，采用水平投影法估算压覆的煤炭资源储量。
储量计算公式为：
Q
=

S
× M ×γ
cos α

(1)

式中，Q ：储量(t)；S：块段平面面积(m2)；M ：煤层厚度(m)；α ：煤层倾角(˚)；γ ：煤层容重(t/m3)。
(二) 灰岩矿
沿用《北京市顺义区华山水泥用灰岩矿区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的水平断面法估算压覆范围内的资
源储量，具体公式如下：
1) 当相邻两断面上矿体相对面积差(Sa − Sc) ÷ Sa × 100% < 40%时(其中 Sa > Sc)，用梯形公式：

=
Q ( Sa＋Sc) × L × D ÷ 2

(2)

2) 当相邻两断面上矿体相对面积差(Sa − Sc) ÷ Sa × 100% > 40%时，用截锥公式：
Q=

l
Sa + Sc + Sa × Sc × D
3

(

)

(3)

3) 当仅有一断面，矿体端点呈楔形尖灭时，用楔形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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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 = S × L× D ÷ 2

式中：Q 为矿石量(t)；S、Sa 和 Sc 为矿体断面面积(m2)；L 为相邻两断面间距(m)；D 为体重(t/m3)。

4.2. 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的确定
(一) 煤矿
1) 块段平面面积 S：利用软件工具，在煤层底板等高线及储量计算图上直接读取压覆范围内压覆块
段的水平投影面积；
2) 煤层倾角 α：采用原报告相应块段的煤层倾角值；
3) 煤层厚度 M：采用原报告相应块段的煤层厚度；
4) 煤层容重 γ：沿用《北京市顺义县二十里长山煤田岭上勘探区普查地质勘探总结资料》中各煤层
的容重值：七号煤层为 1.50，九号煤层为 1.68，十二号煤层为 1.64。
(二) 灰岩矿
1) 压覆矿体面积：利用软件工具，在水平断面图上直接读取压覆范围内压覆矿体的水平面积；
2) 相邻断面距离：为两水平断面间的间距；
3) 矿石体重
矿石体重值沿用《北京市顺义区华山水泥用灰岩矿区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数值 2.68。

4.3. 压覆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结果
(一) 煤矿
建设用地对岭上勘探区七、九和十二号煤层造成了压覆。经估算，建设用地共压覆该勘探区煤炭资
源量 11,382.02 千吨，其中 332 资源量 1323.69 千吨，333 资源量 10,058.33 千吨，经核查，本项目建设用
地在岭上勘探区的压覆范围与顺义区金牧草业有限公司仓储物流工程建设用地保护煤柱共重复压覆岭上
勘探区有煤矿储量的块段 10 个，重复压覆煤炭资源量为 5684.12 千吨，其中 332 资源量 1206.07 千吨，
333 资源量 4478.05 千吨。扣除重复压覆资源量，则本项目建设用地保护范围新增压覆资源量为 5697.90
千吨，其中 332 资源量 117.62 千吨，333 资源量 5580.28 千吨。
(二) 灰岩矿
建设用地对位于华山水泥用灰岩矿区南东区域的矿体造成了部分压覆，共压覆灰岩矿 332 资源量
144.27 千吨，全部为新增压覆资源储量。

5. 结语
通过实地调查及资料的综合研究、分析论证，北京市顺义区木孙路道路工程建设用地压覆矿产资源，
截止 2013 年 7 月 31 日，压覆岭上勘探区煤炭资源量 11,382.02 千吨，其中 332 资源量 1323.69 千吨，333
资源量 10,058.33 千吨，扣除邻区其它建设项目保护煤柱压覆煤炭资源储量，建设用地保护范围新增压覆
资源量为 5697.90 千吨，其中 332 资源量 117.62 千吨，333 资源量 5580.28 千吨；共压覆华山水泥用灰岩
矿区灰岩矿 332 资源量 144.27 千吨，全部为新增压覆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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