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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拟建工程概况

1.1 拟建工程的名称及位置

南内乡县产业集聚区智慧物流园项目，位于内乡县新 312 国道以

南、长信路以西区域。

文物勘探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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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勘探区域示意图

1.2 拟建工程的基本情况

2021年 9月，内乡县产业集聚区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

集聚区规划范围内进行区域评估，并列出负面清单。内乡县产业

集聚区智慧物流园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173055平方米，为

智慧物流园建设项目。

第二章 拟建区域及周边环境概况

2.1 周边环境及地形地貌

内乡县是河南省南阳市下辖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西

缘。东接镇平县，南连邓州，西邻淅川县、西峡县，北依嵩县、南召

https://baike.so.com/doc/6447723-66614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47227-595998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9625-557506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48079-5583529.html
https://baike.so.com/doc/742946-7864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9737-5575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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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古有"守八百里伏牛之门户，扼秦楚交通之要津"和"东接宛镇、

南瞩荆襄、西带丹江 、北枕嵩邙"之说。

内乡境内山地面积 1662.9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土地面积 72.2%。

北部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中部和南部浅山南北延伸。板场、夏馆、

七里坪、马山口 4个乡镇境内山势雄伟，横亘连绵，山峰海拔多在 1000

米以上，相对高差 300-500 米左右，是内乡主要林区，面积为 349.1

平方公里，占全县山地面积的 21%.赤眉、余关、城郊、师岗、乍岖、

瓦亭、桃溪镇等乡镇部分地区为低山区，面积 1313.8 平方公里，占全

县山地面积的 79%。

县境内南部、西部和中部为丘陵区，丘陵区内有低山分布，面积

为 488.7 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 21.3%。西、南部丘陵区包括城

郊乡西部、大桥乡西南部及师岗、乍岖、西庙岗等乡镇，中部丘陵包

括赤眉东部、马山口镇南部、余关乡中部、赵店乡西部。丘陵区为垄

岗地形，地面起伏大，岗高坡陡，河谷纵横。

县内平原多是小盆地和河川平原，且河川平原和盆地交错分布，

面积为 151.4 平方公里(不含水域面积)，占全县总土地面积 6.5%。境

内较大盆地有县城盆地、夏馆----七里坪盆地、马山口盆地 3 个。较

大的湍河河川平原北起夏馆镇，呈条带状沿河展布，穿越夏馆、七里

坪、赤眉、赵店、城郊、大桥等乡镇。默河河川平原北起马山口镇，

穿过王店镇、灌涨镇，在大桥乡与湍河平原相接，为境内第二大河川

平原，此外，还有黄水河平原和长城河平原。

该项目位于内乡县新 312 国道南侧，长信路西侧，属丘陵地带，

https://baike.so.com/doc/5339737-5575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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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多被植被覆盖，整体南北两侧偏高。

勘探现场照片

2.2 历史沿革情况

商朝时期，在今河南西峡北部山地出现了一个"析谷"的名字。"

析谷"是指西峡北部这一带山地。但"析"这个地名概念的出现，对后来

这一带定名为"析水"(即淅水，今西峡的老灌河)、"析邑"(邑意为县)、

"析县"等，均有重要意义。

据《春秋左传》记载:春秋末期，今西峡县城一带有"白羽"。周襄

王十六年(公元前 636 年)把"白羽"改为"析"，于时就有了"析邑"，属

楚地。但由于列国之间相互争夺地盘，特别是秦国对外扩张，在秦、

楚边界上多次发生战争，因此"析邑"时属楚，时属秦，反复变更。

春秋时期，当楚国设置"析邑"时，在今内乡县城北十华里处(赵店

乡申营村)同时设置了"郦邑"。郦邑同析邑一样都遭受秦、楚边界战争

的骚扰，在地域权属上或楚或秦，不断发生反复变更。

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内乡这一带属于南阳



内乡县产业集聚区智慧物流园项目 【勘探报告】

- 5 -

郡。秦将"析邑"改为"中乡县"(因地处南乡与北乡之间而故名。旧时，

今淅川境内设有一南乡，西峡北设有一北乡，见南乡郡)，"郦邑"改为

"郦县"。

西汉时期，内乡一带分建有郦、析、博山、丹水四个县。当时划

分郦、博山二县属南阳郡，析、丹水二县属弘农郡。"析"即"淅"，所

谓"析县"，即把原中乡县改名析县;郦县封为侯国。

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于公元 420 年把析县分置为析和

修阳两个县，但时隔不久，这两个县均被撤销，析县自此不复出现。

南齐第一个皇帝萧道成，保持顺阳郡，把顺阳县改为南乡县，划

南乡、丹水二县归顺阳郡。郦县仍属南阳郡。而在原析县地方(今西峡

口)建立了一个析阳郡，并在郡治地方新设了一盖阳县。

北魏迁都洛阳后，于南齐边界上的析阳郡的北乡，另建一修阳郡，

并于郡治所在地置修阳县，同南齐所设的析阳郡和盖阳县紧紧相对。

孝明帝孝昌元年，元魏占据了内乡这一带，则把修阳郡恢复为析阳郡，

保留了盖阳县，并设析州。把丹水县升格为丹川郡，把顺阳郡恢复为

南乡郡，同时在这里设立析州。把南乡县划出一部分，增设一个淅川

县(淅川县名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但不久又把淅川县升格为西淅阳

郡，郡治设在今马蹬镇一带。

西魏文帝时将修阳郡、修阳县的州、析阳郡撤销，把盖阳县改为

内乡县(故址在今西峡县城附近)，于是"内乡县"之名从此开始出现。

但到西魏废帝时(552 年)又改内乡县为中乡县，内乡县名这一段共存

在 16年。西魏还将新城县改为临湍县，新城县从元魏时的 529 年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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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魏时改名，共存在 16~20 年时间，临湍是第一次出现。

隋开国皇帝杨坚，于开皇三年(583 年)在原来的南乡郡的地方重

建了南乡县，而把淅州改为淅阳郡，撤销了西淅阳郡和顺阳县，把这

些地方分别并入南乡县和丹水县，并都划归淅阳郡管辖。他又把临湍

县恢复为新城县，并为避其父杨忠名讳，而改中乡县为内乡县。这是"

内乡县"名第二次出现。他还把郦县改为菊潭县，而且将其县治向北移

动，并划菊潭、新城二县归南阳郡。

金王朝建立后于哀宗正大末年(1230 年)把内乡县治从西峡口迁

移至渚阳镇(今内乡县城所在地)，仍保留内乡县名没有变，这是内乡

县历史的一次重大变迁。内乡县，在西峡口这个地方，从春秋时建立

析邑起，经过更名为析县、盖阳、中乡、析阳郡、析州、内乡县等，

到到金朝末年迁移县治止，在那里约有 1860 年左右时间，是内乡县这

一带建邑县最长的一个地方。

元朝时，忽必烈撤销了顺阳县，并入内乡县。至元二年(1265 年)，

又撤销博山县，也并入内乡县。这时内乡县管辖的地区包括了原来的

博山、顺阳、丹水、淅川、郦县、菊潭、默水、临湍等各县所有的地

域。这是内乡县历史上管辖面积最大的县。这时内乡县属南阳府。

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 年)，根据河南巡抚都御史杨璇的建议，将

内乡西部十个保划出，重建了淅川县。这次县治移至丹江北岸。

1948 年 5月，内乡县境的田关、袁店以北地区划出，曾短期设立

西峡县，后于 1949 年元月重新并入内乡县。同年 12月，又再次分设

内乡、西峡二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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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3月将内乡县马山口区石庙乡的小街、架鸡窝和岳岗乡的

徐营、峰子山自然村 250 户分别划归南召县和镇平县。

1955 年农业合作化后，内乡县将师岗区的堰子等村划归邓县，邓

县的胡刘营、梁营，西峡县的张楼房、大峪、黄营以及南召县的大、

小东沟等村划归内乡。

第三章 勘探工作情况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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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产业集聚区智慧物

流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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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南阳光电产

业园经济和社会文化协调发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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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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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常立伟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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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峰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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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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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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常立伟、王峰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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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名，由常立伟、王峰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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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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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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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应标注在文物勘探平面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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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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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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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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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作时间及面积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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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队对内乡县产业集聚区智慧物流园项目范围内进行了文物勘探工

作。勘探工作自 2022 年 4 月 7日开始，至 2022 年 5 月 15 日结束，历

时 40天。

该项目共派工作人员 17人，其中项目负责 1 人，技术员 2 人，探

工 14人，勘探面积 17305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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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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勘探结果

4.1 地层堆积情况

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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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层，深 0—0.3 米，灰褐色色，土质疏松，主要包含

物为植物根茎、少量现代生活垃圾。

第 2层：扰土层，0.3—0.5 米，呈黄褐色，结构松软，且包含有

少量植物根茎及礓石等。

第 3层：生土层：0.5 米以下为生土层，土质结构紧密，含礓石。

探区地层照片

4.3 结语

1、由于文物勘探自身具有的局限性，探孔土样内发现包含物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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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明显的地下古代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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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议办理文物审查批准书。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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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件

5.1 文物勘探登记表

单位：:米 共 1 页 第 1 页

序

号

编

号
形制

墓室（米） 墓道（米）
时代 备注

长 宽 深 长 宽 深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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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物勘探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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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法律条文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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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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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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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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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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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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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文物勘探发现的古文

化遗迹及包含物初步认为：该遗迹

为东周至汉代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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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

审

人

员

意

见

同意技术人员意见

验审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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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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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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障碍未探区域待障碍清理

完毕，再进行补探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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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位

意

见

单位签章（公章）

时 间： 年 月

日


	第一章 拟建工程概况
	1.1 拟建工程的名称及位置
	1.2 拟建工程的基本情况

	第二章 拟建区域及周边环境概况
	2.1 周边环境及地形地貌
	2.2 历史沿革情况

	第三章 勘探工作情况
	3.1 工作目的
	3.3 工作方法
	3.4 工作步骤
	3.5 工作时间及面积

	第四章 勘探结果
	4.1 地层堆积情况
	4.3 结语

	第五章  附件
	5.1 文物勘探登记表 
	5.2 文物勘探平剖面图

	第六章 法律条文依据
	第七章 文物勘探预算依据及定额内容
	第八章 文物勘探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