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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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产业集聚区香九厚工业园裴岗村南地块，位于淅川县厚坡

镇裴岗村南，东至园区伏牛路，西至园区污水处理厂，南至前河河道。

北至裴岗村安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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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产业集聚区香九厚工业园裴岗村南地块，规划建设用地面

积约 108132.3 平方米（约 162.2亩），为工业建设项目。 

东北角坐标点：E290168.8441m、N3626764.5889m 

西北角坐标点：E289841.6167m、N3626674.7013m 

西南角坐标点：E289931.3522m、N3626374.8382m 

东南角坐标点：E290287.7413m、N3626477.2212m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保护文物   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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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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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苗，局部覆盖有杂草、树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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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前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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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前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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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前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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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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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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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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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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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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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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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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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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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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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九

厚工业园裴岗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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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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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晗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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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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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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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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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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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好项目安全防护、文明施工等工作。 

4.资料员，由赵强、海清亮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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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初步研判土样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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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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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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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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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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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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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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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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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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工作时间及面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文物勘探工

作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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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开始，

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结束，历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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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32.3 平方米（约

162.2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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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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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工作照片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保护文物   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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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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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米，土色呈褐色，土质疏松，主要

包含物为植物根茎等。本层下发现墓葬 14 座、编号 M1——M14；窑

址 6 处、编号 Y1——Y6；灰坑 4 个、编号 H1——H4；冲积沟 1 条、

编号 G1；淤积坑 3 个、编号 K1——K3；文化层区 1 处。 

第②层：褐色土层，厚度约 0.5——0.7 米，土质较硬，包含物

较少。 

下见生土。土质较硬，纯净无包含物。 

 

探区地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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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遗迹分布情况： 

 本次文物勘探发现墓葬 14 座、窑址 6 处、灰坑 4 个、冲积沟 1

条、淤积坑 3 个、文化层区 1 处，分述如下： 

1、墓葬类： 

M1：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东北角，南北走向，形制为竖穴土

坑墓葬。长约 3.0 米、宽约 1.5 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2.3 米。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168.1224m、N3626761.7722m 

西北角坐标点：E290166.3782m、N3626762.3278m 

西南角坐标点：E290166.2196m、N3626761.4641m 

东南角坐标点：E290168.0044m、N3626760.9522m 

 

五花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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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东北部，南北走向，形制为竖穴土

坑墓葬。长约 3.1 米、宽约 2.0 米、开口约 0.3 米、底深约 1.4 米。

土质较松，底部见棺木和黑灰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63.3905m、N3626691.8832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62.1308m、N3626692.6939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60.9507m、N3626690.5087m 

东南角坐标点：E290062.1565m、N3626689.7903m 

M3：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西北部，南北走向，形制为竖穴土

坑墓葬。长约 4.5 米、宽约 3.0 米、开口约 0.3 米、底深约 1.7 米。

土质较松，室见砖等。 

东北角坐标点：E289889.8911m、N3626591.633m 

西北角坐标点：E289887.6856m、N3626590.9252m 

西南角坐标点：E289888.8077m、N3626586.935m 

东南角坐标点：E289890.9038m、N3626587.4665m 

M4：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南北走向，形制为竖穴土

坑墓葬。长约 2.6 米、宽约 1.6 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2.1 米。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70.8164m、N3626467.3444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69.7716m、N3626466.9269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70.7983m、N3626464.919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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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角坐标点：E290071.8432m、N3626465.5435m 

 

 

五花土照片 

M5：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东西走向，形制为竖穴土

坑墓葬。长约 3.5 米、宽约 2.5 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2.3 米。

土质较松，室见砖和陶片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75.9304m、N3626484.2505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73.1653m、N3626484.9757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72.9337m、N3626483.3531m 

东南角坐标点：E290075.5766m、N3626482.855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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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孔提取物 

M6：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南北走向，形制为竖穴土

坑墓葬。长约 3.2 米、宽约 2.0 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2.2 米。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78.2611m、N3626465.8059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76.6654m、N3626466.6549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75.7009m、N3626466.6549m 

东南角坐标点：E290077.3027m、N3626464.8581m 

M7：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南北走向，形制为竖穴土

坑墓葬。长约 3.2 米、宽约 2.1 米、开口约 0.5 米、底深约 2.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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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质较松，底部见棺木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74.4602m、N3626458.4092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72.8729m、N3626457.7669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73.8794m、N3626455.1968m 

东南角坐标点：E290075.3637m、N3626455.765m 

 

探孔提取物 

M8：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南北走向，形制为竖穴土

坑墓葬。长约 3.2 米、宽约 2.0 米、开口约 0.5 米、底深约 2.4 米。

土质较松，室见卵石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91.6371m、N3626463.013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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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角坐标点：E290090.5413m、N3626462.2366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92.0761m、N3626460.2078m 

东南角坐标点：E290093.0722m、N3626460.8848m 

M9：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东西走向，形制为竖穴土

坑墓葬。长约 2.5 米、宽约 2.0 米、开口约 0.5 米、底深约 1.5 米。

土质较松，室见砖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54.2478m、N3626451.0854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52.5318m、N3626450.3896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53.4493m、N3626448.791m 

东南角坐标点：E290054.9338m、N3626449.5919m 

 

探孔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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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东西走向，形制为竖穴

土坑墓葬。长约 3.4 米、宽约 2.0米、开口约 0.5 米、底深约 2.4 米。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72.6408m、N3626451.8678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71.041m、 N3626449.9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72.0454m、N3626449.0685m 

东南角坐标点：E290073.6115m、N3626450.9942m 

M11：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南北走向，形制为竖穴

土坑墓葬。长约 3.4 米、宽约 2.0米、开口约 0.5 米、底深约 2.4 米。

土质较松，室见砖渣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69.4832m、N3626447.564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67.5045m、N3626448.9949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66.9464m、N3626448.2424m 

东南角坐标点：E290068.9601m、N3626446.7076m 

M12：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东西走向，形制为竖穴

土坑墓葬。长约 3.1 米、宽约 1.5米、开口约 0.5 米、底深约 2.3 米。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74.5247m、N3626453.3183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72.4788m、N3626454.0611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72.2608m、N3626453.189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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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角坐标点：E290074.1948m、N3626452.3984m 

M13：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东西走向，形制为竖穴

土坑墓葬。长约 2.9 米、宽约 1.6米、开口约 0.5 米、底深约 2.0 米。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53.3389m、N3626458.0793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52.9852m、N3626455.0973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52.9538m、N3626456.9707m 

东南角坐标点：E290055.3587m、N3626456.9889m 

 

探孔提取物 

M14：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东西走向，形制为竖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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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坑墓葬。长约 2.6 米、宽约 1.5米、开口约 0.5 米、底深约 2.0 米。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东北角坐标点：E290067.6665m、N3626458.0974m 

西北角坐标点：E290065.7054m、N3626458.1678m 

西南角坐标点：E290065.6495m、N3626457.1633m 

东南角坐标点：E290067.6274m、N3626457.0949m 

2、遗迹类： 

G1：冲积沟，位于探区东北部，平面呈长条状，东西走向，均出

探区，长约 110 米，宽约 20 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4.2 米。填

土为灰褐色土，土质较松，见淤土等。 

G1-1:  E290111.5368m、N3626739.005m 

G1-2:  E290117.3651m、N3626730.3602m 

G1-3： E290121.3595m、N3626723.5236m 

G1-4： E290123.9844m、N3626719.1942m 

G1-5： E290129.4369m、N3626712.4369m 

G1-6： E290138.6776m、N3626710.4137m 

G1-7： E290147.7968m、N3626708.3027m 

G1-8： E290157.9287m、N3626706.7126m 

G1-9： E290161.8471m、N3626706.7247m 

G1-10：E290174.7285m、N3626702.275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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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1：E290186.799m、N3626686.0555m 

G1-12：E290194.4012m、N3626679.1697m 

G1-13：E290203.4109m、N3626672.4459m 

G1-14：E290183.7283m、N3626718.6609m 

G1-15：E290165.886m、N3626722.8593m 

G1-16：E290147.5665m、N3626721.8766m 

G1-17：E290135.8314m、N3626722.1109m 

G1-18：E290128.5912m、N3626732.6023m 

G1-19: E290123.2291m、N3626742.4453m 

 

探孔提取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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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窑址，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东部，平面呈不规则形，南

北向，长约 3.5 米，宽约 3.0 米，底深约 2.0 米。填土为褐色黏土，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黑灰和碎砖等。 

Y1-1： E290193.279m、N3626659.0965m 

Y1-2： 290194.1724m、N3626660.2786m 

Y1-3： E290194.0316m、N3626663.0215m 

Y1-4： E290193.5137m、N3626665.6135m 

Y1-5： E290191.0365m、N3626665.3697m 

Y1-6： E290189.3031M、N362663.8443m 

Y1-7： E290188.2365m、N3626661.5911m 

Y1-8： E290187.7291m、N3626659.5285m 

Y1-9： E290188.3659m、N3626657.5681m 

Y1-10：E290190.1727m、N3626657.1989m 

Y1-11：E290191.5619m、N3626658.748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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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孔提取物照片 

Y2:窑址，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东北部，平面呈不规则形，

东西向，长约 11.0 米，宽约 6.0 米，底深约 2.3 米。填土为褐色黏

土，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黑灰等。 

Y2-1： E290148.1208m、N3626707.3738m 

Y2-2： E290150.9917m、N3626708.3792m 

Y2-3： E290153.8085m、N3626710.2781m 

Y2-4： E290156.0106m、N3626711.3211m 

Y2-5： E290157.6483m、N3626712.492m 

Y2-6： E290157.0239m、N3626714.464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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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7： E290154.4276m、N3626716.0083m 

Y2-8： E290152.0146m、N3626715.2058m 

Y2-9： E290150.5928m、N3626713.2999m 

Y2-10：E290148.3961m、N3626713.299m 

Y2-11：E290146.4976m、N3626711.8103m 

Y2-12： E290146.4223m、N3626709.9858m 

Y2-13：E290146.8556m、N3626708.38m  

Y3:窑址，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东北部，平面呈不规则形，

东西向，长约 3.0 米，宽约 2.5 米，底深约 1.5 米。填土为褐色黏土，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黑灰、砖等。 

Y3-1：E290162.1119m、N3626695.637m 

Y3-2：E290163.1638m、N3626695.1258m 

Y3-3：E290164.2968m、N3626695.2842m 

Y3-4：E290164.6213m、N3626696.2774m 

Y3-5：E290163.56m、N3626697.0453m 

Y3-6：E290162.5958m、N3626696.9686m 

Y3-7：E290161.7204m、N3626696.522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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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孔提取物照片 

Y4:窑址，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部，平面呈不规则形，东

西向，长约 22.0 米，宽约 13.0 米，底深约 1.8 米。填土为褐色黏土，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黑灰、砖等。 

Y4-1：E290025.7598m、N3626602.3861m 

Y4-2：E290026.4692m、N3626604.7192m 

Y4-3：E290029.172m、N3626604.4601m 

Y4-4：E290031.3911m、N3626604.1437m 

Y4-5：E290033.204m、N3626605.9525m 

Y4-6：E290036.4681m、N3626605.84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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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4-7：E290039.4328m、N3626606.1981m 

Y4-8：E290041.4052m、N3626605.229m 

Y4-9：E290043.2876m、N3626603.3977m 

Y4-10：E290043.0116m、N3626601.7193m 

Y4-11：E290041.0579m、N3626601.015m 

Y4-12：E290037.9317m、N3626600.4583m 

Y4-13：E290034.8747m、N3626600.559m 

Y4-14：E290032.6451m、N3626601.5914m 

Y4-15：E290029.9517m、N3626602.012m 

Y4-16：E290027.9019m、N3626602.1194m 

Y4-17：E290026.5988m、N3626603.127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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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孔提取物照片 

Y5:窑址，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部，平面呈不规则形，南

北向，长约 5.5 米，宽约 4.0 米，底深约 1.0 米。填土为褐色黏土，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黑灰等。 

Y5-1：E290006.0848m、N3626586.6108m 

Y5-2：E290003.8517m、N3626585.3027m 

Y5-3：E290004.4361m、N3626582.8241m 

Y5-4：E290004.8591m、N3626580.7479m 

Y5-5：E290006.526m、N3626580.6867m 

Y5-6：E290007.4351m、N3626582.598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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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5-7：E290008.4541m、N3626583.6836m 

Y5-8：E290009.0692m、N3626585.3871m 

Y5-9：E290007.1988m、N3626586.8367m 

 

探孔提取物照片 

 

Y6:窑址，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南部，平面呈不规则形，

南北向，长约 1.2 米，宽约 1.0 米，底深约 1.2 米。填土为褐色黏土，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黑灰等。 

Y6-1：E290085.6041m、N3626448.3637m 

Y6-2：E290085.5089m、N3626448.890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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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6-3：E290084.6166m、N3626449.0682m 

Y6-4：E290084.0453m、N3626448.7195m 

Y6-5：E290084.0759m、N3626448.2409m 

Y6-6：E290084.7315m、N3626448.2513m 

 

探孔提取物照片 

H1：灰坑，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东北部，东西走向，平面呈

不规则形，长约 6.0 米，宽约 5.0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1.8 米。

填土为浅褐色土，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淤土和少量砖块等。 

H1-1：E290144.8316M、N3626742.761m 

H1-2：E290146.3789m、N3626743.249m 

 4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保护文物   人人有责 
 

 

H1-3：E290147.8349m、N3626742.4664m 

H1-4：E290148.8219m、N3626741.2132m 

H1-5：E290148.4541m、N3626739.3377m 

H1-6：E290147.2722m、N3626737.7991m 

H1-7：E290145.3413m、N3626737.9514m 

H1-8：E290143.7271m、N3626739.5832m 

H1-9：E290143.9616m、N3626741.551m 

H2：灰坑，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东北部，南北走向，平面呈

不规则形，长约 3.5 米，宽约 1.4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1.5-1.9

米。填土为浅褐色土，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陶片等。 

H2-1：E290159.1424m、N3626698.9667m 

H2-2：E290159.7824m、N3626698.2057m 

H2-3：E290159.7343m、N3626697.0579m 

H2-4：E290159.4471m、N3626696.1148m 

H2-5：E290158.3526m、N3626696.1837m 

H2-6：E290158.2695m、N3626697.4104m 

H2-7：E290158.4678m、N3626698.579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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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孔提取物照片 

H3：灰坑，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西部，南北走向，平面呈 

不规则形，长约 3.0 米，宽约 1.8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4.0 米。

填土为浅褐色土，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陶片等。 

H3-1:E290072.9500m、N3626617.3428m 

H3-2:E290073.2650m、N3626616.9997m 

H3-3:E290073.0270m、N3626616.1121m 

H3-4:E290072.2379m、N3626615.2850m 

H3-5:E290072.1015m、N3626616.1515m 

H3-6:E290072.3017m、N3626617.222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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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孔提取物照片 

H4：灰坑，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中西部，东西走向，平面呈

不规则形，长约 6.0 米，宽约 5.0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0.7 米。

填土为浅褐色土，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陶片等。 

K1：淤积坑，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东南部，东西走向，平面

呈不规则形，长约 53.0 米，宽约 35.0 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3.5-7.5 米。填土为浅褐色土，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

淤泥等。 

YJK0-1：E290262.4797m、N3626533.6261m 

YJK0-2：E290259.3243m、N3626536.311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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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K0-3：E290253.5259m、N3626540.2072m 

YJK0-4：E290248.1061m、N3626543.616m 

YJK0-5：E290241.9517m、N3626546.9131m 

YJK0-6：E290235.6534m、N3626549.011m 

YJK0-7：E290228.0349m、N3626549.1884m 

YJK0-8：E290221.8556m、N3626547.2238m 

YJK0-9：E290215.7962m、N3626544.312m 

YJK0-10：E290210.6324m、N3626540.273m 

YJK0-11：E290210.0448m、N3626530.7265m 

YJK0-12：E290212.6092m、N3626524.6314m 

YJK0-13：E290218.8111m、N3626520.1779m 

YJK0-14：E290225.2196m、N3626517.1844m 

YJK0-15：E290232.6685m、N3626514.4664m 

YJK0-16：E290239.4905m、N3626510.9795m 

YJK0-17：E290245.062m、N3626507.2108m 

YJK0-18：E290251.1464m、N3626503.3711m 

YJK0-19：E290257.1808m、N3626500.1907m 

YJK0-20：E290262.9122m、N3626497.6679m 

YJK0-21：E290276.7118m、N3626492.38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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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孔提取物照片 

 

K2：淤积坑，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西南部，南北走向，平面

呈不规则形，长约 21.0 米，宽约 19.0 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2.3 米。填土为浅褐色土，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淤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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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孔提取物照片 

K3：淤积坑，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西南角，东西走向，平面

呈不规则形，长约 42.0 米，宽约 10.0 米，开口约 0.4 米，底深约

2.4 米。填土为浅褐色土，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淤泥

等。南部和西部出探区。 

文化层区：开口于①层下，位于探区西南部，平面呈不规则形，

东西向(地表发现有少量砖块、陶片、瓦片等)，长约 92 米，宽约 70

米，底深约 1.0-1.4 米。填土为褐色黏土，土质较松，呈灰褐色。主

要包含物为少量炭灰、砖渣和烧土颗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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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采集的陶片照片 

 

探孔提取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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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1、由于文物勘探自身具有的局限性，探孔土样内发现遗物数量

太少，对于发现的遗迹，勘探本身仅能了解其大致形制，而无法做到

对其时代、性质、文化内涵的精确研判和解读。在此只能做出初步判

断，具体情况有待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证实。 

2、基于地下文物埋藏和遗迹分布的特殊性和偶然性，虽然经过

了较为细致的考古勘探工作，但地块区域内仍可能存在遗漏的古代文

化遗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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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文物勘探发现的历史遗迹，具有考古价值。为保证工程顺利

进行，建议建设单位依法及时上报文物行政部门，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待考古发掘结束后完善文物审查批准书后方可施工。 

  3、通过对该区域的文物勘探发现的遗迹，对该区域地下文物

分布及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2 年 4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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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物 钻 探 墓 葬 登 记 表 

项目名称：淅川县产业集聚区香九厚工业园裴岗村南地块                                                                 单位：米 

墓号 墓葬形制 长 宽 口深 底深 面积(平方米) 开口层位 方向 时代 备注 

M1 竖穴土坑 3.0  1.5  0.4  2.3  4.50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M2 竖穴土坑 3.1  2.0  0.3  1.4  6.20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底部见棺木和黑灰等。 

M3 竖穴砖室墓 4.5  3.0  0.3  1.7  13.50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砖等。 

M4 竖穴土坑 2.6  1.6  0.4  2.1  4.16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M5 竖穴砖室墓 3.5  2.5  0.4  2.3  8.75  ①下 东西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砖和陶片等 

M6 竖穴土坑 3.2  2.0  0.4  2.2  6.40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M7 竖穴土坑 3.2  2.1  0.5  2.3  6.72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底部见棺木等。 

M8 竖穴土坑 3.2  2.0  0.5  2.4  6.40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卵石等。 

M9 竖穴砖室墓 2.5  2.0  0.5  1.5  5.00  ①下 东西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砖等。 

M10 竖穴土坑 3.4  2.0  0.5  2.4  6.80  ①下 东西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M11 竖穴砖室墓 3.4  2.0  0.5  2.4  6.80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砖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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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 竖穴土坑 3.1  1.5  0.5  2.3  4.65  ①下 东西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M13 竖穴土坑 2.9  1.6  0.5  2.0  4.64  ①下 东西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M14 竖穴土坑 2.6 1.5 0.5 2.0  3.9 ①下 东西 汉代 土质较松，室见五花土和淤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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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物 勘 探 遗 迹 登 记 表 

项目名称：淅川县产业集聚区香九厚工业园裴岗村南地块                                                                     单位:  米 

编号 名称 形状 长 宽 口深 底深 
面积(平方

米) 
开口层位 方向 时代 备  注 

Y1 窑址 不规则 3.5  3.0  0.5  2.0  10.50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

黑灰和碎砖等。 

Y2 窑址 不规则 11.0  6.0  0.4  2.3  66.00  ①下 东西 汉代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

黑灰等。 

Y3 窑址 不规则 3.0  2.5  0.5  1.5  7.50  ①下 东西 汉代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

黑灰、砖等。 

Y4 窑址 不规则 22.0  13.0  0.5  1.8  286.00  ①下 东西 汉代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

黑灰、砖等。 

Y5 窑址 不规则 5.5  4.0  0.5  1.0  22.00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

黑灰等。 

Y6 窑址 不规则 1.2  1.0  0.4  1.2  1.20  ①下 南北 汉代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烧土颗粒、

黑灰等。 

H1 灰坑 不规则 6 5 0.4 1.8 30 ①下 东西 明清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淤土和少量

砖块等。 

H2 灰坑 不规则 3.5 1.4 0.4 1.5-1.9 4.9 ①下 南北 明清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

陶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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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灰坑 不规则 3 1.8 0.4 4 5.4 ①下 南北 明清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

陶片等。 

H4 灰坑 不规则 6 5 0.4 0.7 30 ①下 东西 明清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

陶片等。 

K1 淤积坑 不规则 53 35 0.4 3.5-7.5 1855 ①下 东西 明清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

淤泥等。 

K2 淤积坑 不规则 21 19 0.4 2.3 399 ①下 南北 明清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

淤泥等。 

K3 淤积坑 不规则 42 10 0.4 2.4 420 ①下 东西 明清 
土质较松，主要包含物为少量碳灰、

淤泥等。南部和西部出探区。 

G1 冲积沟 长条状 110 20 0.4 4.2 2200 ①下 东西 明清 土质较松，见淤土等。 

 遗址 不规则 92 70 0.3 1.0-1.4 6440 ①下 东西 明清 
土质较松，呈灰褐色。主要包含物为

少量炭灰、砖渣和烧土颗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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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条 文 依 据 

 

一、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

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 

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二、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二）故意或者过失损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的； 

…… 

（七）盗窃、哄抢、私分或者非法占有国有文物的； 

（八）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妨害文物管理行为。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造成文物灭失、损毁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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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勘探预算依据及定额内容 
 
 
一、 文物勘探经费预算编制依据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 
2、 依据河南省物价局、财政局、文物管理局 1998 年 5 月转发国家计委、

财政部会签的国家文物局（90）248 号文件，关于《考古调查、勘探、

发掘经费定额管理办法》的通知进行编制的。 

 

二、 文物勘探经费预算定额内容 

1、 经费预算定额内容：勘探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补助费、民工费、

技术工人费、文具及工具损耗费、设备更新折旧费、资料整理费、回

填费、不可预见费等 

2、 普通勘探用工计算标准：普通土质、孔深在 2.5 米深以内的以每百平

方米用工数量为 6——8 工╱日计算。 

3、 重点勘探用工计算标准：重点勘探指为了解墓葬及其他遗迹现象并在

地面作出形状标记而必须进行的勘探工作。普通土质、孔深在 2.5 米

深以内的以每百平方米用工数量为 80—120 工╱日计算。 

4、 勘探深度计算标准：探孔深度在 2.5 米以上，深度每增加 0.5 米，预算

定额相应递增 10%。 

5、 勘探面积计算标准：普通勘探面积最低从 100 平方米起计算。重点勘

探面积最低从 10 平方米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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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勘探情况表 

 
补 
探 
情 
况 

 

 

 

 

 
 
 
 
 
 
 
 
 
 
 
 
 
 
 
 

补探时间 年    月   日开始               年    月    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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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本次文物勘探中因种种原因所致而未能进行勘探的区域（勘探资料所示），待以

后具备勘探条件已进行补探的，建设单位需办理此手续，以说明原未探区域已补探，否

则视为未探区，由此造成的后果由建设单位负责。 

 

技 
术 
人 
员 
意 
见 

1、由于文物勘探自身具有的局限性，探

孔土样内发现遗物数量太少，对于发现的遗

迹，勘探本身仅能了解其大致形制，而无法做

到对其时代、性质、文化内涵的精确研判和解

读。在此只能做出初步判断，具体情况有待考

古发掘工作进一步证实。 

2、基于地下文物埋藏和遗迹分布的特殊

性和偶然性，虽然经过了较为细致的考古勘探

工作，但地块区域内仍可能存在遗漏的古代文

化遗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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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文物勘探发现的历史遗迹，具有考古

价值。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建议建设单位依

法及时上报文物行政部门，进行考古发掘工

作，待考古发掘结束后完善文物审查批准书后

方可施工。 

  3、通过对该区域的文物勘探发现的遗

迹，对该区域地下文物分布及历史研究提供了

新材料。 

 

技术员签名：                

年   月   日 

验 
审 
人 
员 
意 
见 

 

 

 

 

 

 

 

 

 

 

 

 

 

 

验审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

位

意

见 

 
 

单位签章（公章） 

                                   时   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