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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勘 探 报 告 
 

 

一、拟建工程概况 
 

(一)拟建工程的名称及位置 

淅川县产业集聚区县城工业园西坪头村北地块，位于淅川县上集

镇西坪头村北，东至东环路，西至淅川铁厂，北至淅川县顺隆弹簧公

司，南至灌河路。 

 
 

文物勘探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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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项目区域示意图 

（二）拟建工程的基本情况 

淅川县产业集聚区县城工业园西坪头村北地块，规划建设用地面

积约 65400 平方米（约 98.1 亩），为工业建设项目。 

 
 

二、拟建区域及周边环境概况 

 

（一）周边环境及地形地貌 

淅川县，隶属河南省南阳市。位于豫西南边陲，豫、鄂、陕三省

交界的黄金地带，地理坐标北纬 32°55′—33°23′，东经 110°58′

—111°53′。因淅水纵贯境内形成百里冲积平川而得名。 

淅川属西北突起向东南展开的马蹄状地形，西北部为低山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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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丘陵区，东南部为岗地及冲积平原区，亚洲最大人工湖丹江口水

库位于淅川南部。县北部和西北部属于秦岭东段延伸部分的伏牛山南

侧，山体大致为东西走向，海拔在 900 米左右的山脉自北向南连绵不

断，县西和西南部有秦岭和大巴山，与湖北交界的走马岭东西两峰海

拔高度分别为 1033 米和 1086 米。丹江口水库东边属于南阳盆地西南

边缘，呈平垄岗状。 

本次文物勘探区域属新征地，地势高低起伏，地表大部分种植为

蔬菜、麦子，局部覆盖有杂草、树木、建筑垃圾等。 

 

 

勘探前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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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前现场照片 

 

 

 5 



 

 

勘探前现场照片 

（二）历史沿革情况 

淅川历史久远，早在 70 万年前人类就在这里聚居生息。尧舜时，

淅川是舜的儿子丹朱的封地。西周时，淅川是楚族熊绎的封地。 

春秋时，淅川属于楚国及其附庸鄀国之地，楚始都丹阳（如今已

经被丹江口水库淹没）在淅川境内。战国时，淅川西北部为秦国商、

於之地，余为楚国丹淅地。公元前 313 年，秦国张仪欺骗楚怀王要其

与齐国断交来换取秦国六百里的商於之地，怀王中计，与齐国断交后

只得六里地。怀王恼怒不已，发兵进攻秦国，然而楚兵却在今淅川境

内的丹水和淅水一带大败于秦军。 

秦朝时，秦始皇 26 年设置丹水县，县治今淅川寺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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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时，西汉成帝初年（前 31 年前后）刘骜封胶东顷王刘音的

三子刘共为顺阳侯，封地位于李官桥镇一带。汉成帝去世后，汉哀帝

刘欣继位，封孔光为博山简烈侯，改顺阳县为博山县，清人王先谦称

之为孔光国，属南阳郡。东汉设立顺阳县。建安十三年（208 年），

曹操夺荆州，分南阳郡西部设置南乡郡，东晋更名为顺阳郡。北魏置

析阳郡，下辖西析阳县和东析阳县，东析阳县治所位于今马蹬镇一带，

后改称淅川县。后周并入内乡县。 

唐朝初，复置淅川县， 治所位于马蹬，唐武德三年（620 年）

设立淅州，辖淅川、丹水、顺阳三县。贞观八年（634 年）淅州废，

淅川改属山南东道邓州。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淅川由邓州管辖。 

金朝和元朝时期，淅川并入内乡县。 

明朝时，大量的流民涌入淅川，宣德三年（公元 1428 年），仅山

西一省饥民，流徙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明成化元年（公元 1465年）

3 月，河南西华人刘通在淅川的数万流民举行起义。明成化六年（公

元 1470 年）春，明政府同意设置淅川县，县城初设马蹬镇。成化七

年（公元 1471 年），淅川县城由马蹬再向老城（己被水淹没）迁移。

河南按察司事顾以山亲赴淅川考察选点，并作诗《淅阳驻节》。1633

年（崇祯六年）10 月初 2，李自成攻克淅川城。 

清朝时，嘉庆七年（1802 年），荆紫关镇和内乡县李官桥已成为

商业重镇。道光十二年（1832 年）淅川县升为淅川厅。光绪三十一

年（1905 年）新任河南巡抚以淅川界连楚、陕，教堂林立，需加强

管理为由，奏准淅川厅由道辖厅升为省辖淅川直隶厅，县丞驻荆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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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河南省布政司。 

民国元年（1912 年）2 月，淅川地方绅士全子杰、金橹樵、宋莲

舫等人响应辛亥革命，宣布淅川独立，清王朝在淅川的统治从此结束；

1913 年 3 月撤销淅川厅改为淅川县，1915 年，淅川桐油、生漆、石

棉、金沙参加美国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23 年 12 月下旬，宝

丰土匪老洋人（张庆）攻占内乡李官桥镇，杀害 4 千余人，绝 34 户；

1929 年 9 月，淅川与邓县、内乡、镇平结为联防，时称宛西联防，

即宛西自治；从 1932 年红四方面军西征途经淅川，到邓淅边界农民

武装起义；1935 年党组织在淅川建立；1940 年 5 月，日军轰炸淅川

县城； 为躲避日军侵略，1944 年 6 月初，河南大学迁驻荆紫关镇。

1945 年日军大肆侵略淅川，4 月 2 日，淅川县城沦陷，此后国民党军

队与日军激战。1948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淅川县城，

并设立淅川县人民民主政府，属南阳地区行政公署，国民党在淅川长

达 30 多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1959 年，淅川县在对寺湾、卡房和上集等 8 处新县城的城址反

复比较后，最终选择了距老县城 40 公里处的上集镇建设新县城，政

府所在地从老城搬迁到今上集镇附近。 

1960年 8月由于丹江口水库蓄水，包括淅川最为富庶的顺阳川、

丹阳川和板桥川在内的 54.84 万亩土地被水淹没。? 

淅川依山傍水，旅游资源丰富。是世界最大调水工程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和渠首工程所在地。拥有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丹

江口水库，“天下第一渠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全国重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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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单位千年古刹香严寺和荆紫关古镇以及丹江大观苑、八仙洞、坐

禅谷、神仙洞景区、丹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景区是河南省人民

政府确定的全省八条旅游热线之一。形成了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

生态观光带为龙头的中原旅游名城和国内旅游热点城市。 

 

 

三、勘探工作情况 
 

(一）工作目的  

文物勘探是为了解地下古代文化遗存的性质、结构、范围、面积

等基本情况而进行的钻孔取样工作，分为普通勘探和重点勘探两种形

式。 

文物普探是指在基本建设涉及文物点占地范围内，按照孔距 1 米

的技术要求，对用地区域全面进行钻孔取样的勘探。重点勘探是指为

了解重要文物遗迹的开口层位、形状、大小、深度、方向（走向）等

详细信息而进行的钻探工作，俗称“卡边定形”。 

此次文物勘探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查明淅川县产业集聚区县城

工业园西坪头村北地块建设项目区域内的地下文物遗存的埋藏情况。

勘探中如果发现有文物遗存，则初步对其大致时代、文化内涵等做出

判断，编写文物勘探工作报告，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出具选址意见提

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建设

环境，助力淅川县经济和社会文化协调发展。 

（二）文物勘探队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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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文物勘探工作由项目负责人、工地负责人、安全员、资料员、

技术员、探工等组成。 

1.项目负责人，由张含担任。其职责包括： 

（1）负责主持本次文物勘探工作，制定工作计划，管理协作服

务单位勘探队伍，组织和协调与文物勘探相关的各项工作。 

（2）主持编写考古勘探工作报告。 

（3）做好安全应急预案并及时上报文物钻探工地重要发现。 

（4）做好文物钻探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 

2.工地负责人，由赵强、海清亮担任。其职责包括： 

（1）熟悉并遵守文物保护法规，具备良好的文物保护意识和职

业操守。 

（2）对文物勘探项目的工作计划、协议相关内容必须熟悉并在

项目施工时严格执行。? 

（3）合理安排文物勘探工作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并配备文物

勘探项目所需的相关装备。 

（4）协助项目负责人做好现场的安全、管理、技术、质量、进

度等工作。 

（5）文物勘探工地现场结束后，按要求审核并上交文物勘探资

料，申请文物勘探工地项目验收。 

3.安全员，由马涛担任。其职责包括： 

（1）协助工地负责人制定落实项目安全防范措施。 

（2）组织从探人员学习安全知识，树立文物安全意识，确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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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从探人员的人身安全。 

（3）负责安全施工的日常监督与管理工作，做好定期与不定期

的安全检查，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4）做好项目安全防护、文明施工等工作。 

4.资料员，由赵改革担任。其职责包括： 

（1）协助项目负责人、工地负责人与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根据

规划图确定勘探区域位置，核对面积。 

（2）制定测绘方案，设置勘探坐标原点和测绘需要的其他控制

点，建立坐标系统。 

（3）汇总、整理田野工作日记、探孔记录、遗迹现象登记、数

据采集、影像记录和矢量图等，并编号建档。 

5.技术员 3 名，由赵强、海清亮、李素军担任。其职责包括： 

（1）负责文物勘探现场的相关技术工作。 

（2）按要求打十字标准孔，做好标准孔的文字及图片记录，摸

清现场地层堆积情况后，确定普探深度，按照“梅花点”放线、布孔。 

（3）鉴别土样，研判所发现的遗迹现象性质及分布情况。 

（4）对所发现的遗迹现象进行科学、准确卡边定型，初步判断

遗迹现象的时代及类型。 

6.探工 30 名，其职责包括：   

（1）树立“文物安全，人人有责”意识，在工作过程中爱护文

物。                                

（2）负责勘探，提取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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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步研判土样性质。 

（4）明确文物勘探项目区域地层堆积情况。 

（三）工作方法 

文物勘探工作方法严格按照《文物勘探工作规程（试行）》执行。 

1.定点、放线：技术员应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位置图设置勘探坐

标原点，构建测控系统，以保证测绘数据与城市规划坐标系统相对接。

按照勘探坐标原点，使用测绘工具和仪器，标定出勘探区域的边角。 

2.标准探孔：按照拟定的勘探区域分布标准探孔位置及数量，通

过对标准探孔的土样分析，摸清勘探区域的地层堆积，确定普探深度。

标准探孔除进行文字记录外，须现场留取图象清晰、色彩真实的探孔

土样的影像记录。 

3.确定布孔方法和勘探孔距：根据地形地势情况采用等距布孔法，

探孔应错列分布。探孔行距与孔距皆控制在 1 米。需要进一步调查的

重点区域，可适当加密探孔。 

4.普探：普探是在勘探区域内进行逐行勘探，提取土样并记录。

探孔应排列规整，土样依次摆放整齐。探孔记录应包括各堆积层距离

地面的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包含物、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等。发

现遗迹现象时，应现场在文物钻探平面图上标注记号。 

5.重点卡探：发现遗迹现象时应进行重点卡探，进一步掌握遗迹

形制，探明堆积范围、厚度。古墓葬应探至墓口，重点确定墓葬形制、

方向、深度，尽量减少探孔数量。重要遗迹应布设“十”字形排孔，

了解遗迹的纵、横剖面及堆积情况。重点卡探的所有勘探及堆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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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标注在文物勘探平面图上。 

6.遗迹研判：技术员应根据遗迹形制、土样、提取物等，初步分

析遗迹类型、形制，现场记录研判结果。记录内容应包括分布范围、

埋藏情况（距现地表深度和开口层位）、形制结构、堆积状况（含与

相关遗迹关系）、保存状况、影像记录等。土样中包含物或遗迹形制

特征明显时，应初步判断遗迹年代。遗迹单位确认后，应及时在文物

勘探平面图上标注遗迹单元的平面形制。 

7.遗迹编号：经文物勘探发现、并初步确认的遗迹单位，应以勘

探区域为单位，按照遗迹类型进行统一编号。 

8.测绘成图：资料员应及时采集现场数据并绘制相关图纸。 

（1）在既有测绘系统的基础上，利用全站仪或 RTK 等测绘仪器

测量遗迹单位，并绘制平面矢量图。 

（2）为保证室内成图质量，应现场绘制草图，可使用勘探单元

探孔布设图作为草图的底图。 

（3）每幅测绘图须注明图名、比例、绘图者、审定者、绘图日

期、图例、方向等必要说明。 

（4）应根据文物勘探结果，绘制文物钻探平、剖面图，选择文

物勘探剖面图的剖面位置时，应充分考虑探孔布列、遗迹分布等实际

情况。 

9.资料汇总：资料员应协助工地负责人对考古勘探资料进行汇总、

整理。内容包括：田野钻探日记、遗迹现象登记表、文物钻探平剖面

图，现场工作照、标准探孔土样照片、重点遗迹现象卡探照片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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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四）工作步骤 

本次文物勘探工作大致按照普探、重点卡探、遗迹研判、编写报

告、检查验收等六个步骤进行。 

1、普探 

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具备进场条件后，由技术员带领探工在地块内

逐行勘探。本次勘探工作，探孔间距为 1 米，自上而下打孔提取土样，

直至生土。由探工仔细记录地层堆积情况，技术员鉴别土样、探孔采

样和登记。 

2、重点卡探 

发现遗迹现象时，由探工加密探孔，进行重点卡探。古墓葬应探

至墓口，重点确定墓葬形制、方向、深度，尽量减少探孔数量。重要

遗迹应布设“十”字形排孔，了解遗迹的纵、横剖面及堆积情况。 

3、遗迹研判 

由技术员根据遗迹形制、土样、提取物性状等，初步分析遗迹类

型、性质，现场记录研判结果，并对遗迹进行编号。 

4、形成报告 

文物勘探结果明确之后，由项目负责人主持编写文物勘探成果报

告。若有重要发现，工地负责人在现场部署加强安全保护措施后，应

立即上报，由项目负责人拟定下一步保护措施。 

5、检查与验收 

文物勘探工作结束后，由我单位按照相关规定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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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时间及面积  

我单位依据有关规定，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和指导，对

淅川县产业集聚区拟建的香九厚工业园裴岗村南地块建设项目范围

内进行了文物勘探工作。勘探工作自 2022 年 3 月 18 日开始，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结束，历时 14 天。 

该项目共派工作人员 33 人，其中项目负责 1 人，技术员 2 人，

探工 30 人。探区平面呈不规则形，勘探总面积约 65400 平方米（约

98.2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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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作照片 

 

 16 



 

 

 

现场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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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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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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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作照片 
 

四、勘探结果 

 

（一）地层堆积情况 

根据该区域本次文物勘探的结果，地层堆积情况大致如下： 

第①层：耕土层，厚度约 0.4 米，土色呈褐色，土质疏松，主要

包含物为植物根茎等。 

第②层：褐色土层，厚度约 0.5——0.8 米，土质较硬，包含物

较少。 

下见生土。土质较硬，纯净无包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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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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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土照片 

（二）结语 

1、经文物调查勘探，淅川县产业集聚区县城工业园西坪头村北

地块内，未发现有文物遗迹现象。 

2、由于文物勘探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和地下文物埋藏的特殊性和

偶然性，虽然经过了较为细致的文物勘探工作，但项目地块区域内仍

可能存在遗漏的古代文化遗存。建议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当中，如发

现有地下文物现象，应及时停工保护现场，并通知文物部门处理。 

3、建议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有古文化遗迹应立即停工报文

物主管部门处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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