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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 
 

摘    要 

评估对象：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 

评估委托人：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探矿权转让。  

评估基准日：2013 年 1 月 31 日。  

评估日期：2013 年 1 月 15 日至 2013 年 2 月 3 日。 

评估方法：勘查成本效用法。 

评估主要参数：  

（一）有关实物工作量          表 1 

工 作 项 目 单位 累计完成工作量 备  注 

1:5 万地质测量 平方公里 53.96  

1:2.5 万地质测量 平方公里 53.96  

1:1 万地质测量 平方公里 54  

1:1 万水工环测量 平方公里 53.96  

1:2 千剖面测量 公里 27.21  

1:1 千剖面测量 公里 3  

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平方公里 53.96  

1:2.5 万高精度磁法测量 平方公里 43  

1:5 千激电法测量 平方公里 3  

1:5 千高精度磁法测量 平方公里 3  

1:5 千重力测量法测量 平方公里 3  

物化探测网布设 平方公里   

1:2 千激电剖面测量（长导） 公里 2  

激电测深（AB﹤1000 米） 个 10  

激电联剖（个）100 个 100  

钻孔 米 1294  

探   槽 立方米 10264  

探槽采样 米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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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录 米 10264  

浅井 米 50  

薄片鉴定 件 105  

化探样分析 件 242  

化学分析 件 795  

（二）重置成本（Cr）：1025.25 万元 

（三）效用系数（ F ）：1.92 

评估结果：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按照探矿权评

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认真估算，确定西藏山南乃东

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的评估价值为 1947.98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玖佰肆拾柒万

玖仟捌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若超过一年，

此评估结果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主管机关审查

而作。评估报告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和公开。除

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

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该探矿权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注册矿业权评估师：   

 

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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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受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根据国家有关探

矿权评估的规定及国土资源部相关文件要求，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进行了价值评估。

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

权”进行了实地查看、市场调查与询证，并对该探矿权在 2013 年 1 月 31 日所表现的

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 

现将该探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昌区梅苑小区二期 1 号楼 12 层 1 室； 

法定代表人：方国成；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420106000022029；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14 号。 

2．评估委托人 

本次评估项目为转让项目，评估委托人为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 

3．评估对象和范围 

3.1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对象为“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 

探矿权证号：T5412008120202021078；探矿权人：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勘查

项目名称：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勘查矿种为铬铁矿；图幅号：H46E017007；

勘查面积：53.96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2 年 5 月 9 日至 2013 年 5 月 9 日；勘查单

位：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发证机关：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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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权范围各拐点坐标一览表（1980 西安坐标系）    表 2 
点号 东经 北纬 X Y 

1 91°35′56.08290″ 29°13′59.51600″ 3235931.552 31363779.842 

2 91°44′56.09370″ 29°13′59.51940″ 3235766.769 31378365.111 

3 91°44′56.09520″ 29°11′59.51750″ 3232071.599 31378325.762 

4 91°35′56.08430″ 29°11′59.51410″ 3232236.264 31363735.763 

本次评估范围根据勘查许可证（证号：T5412008120202021078），评估范围为 53.96

平方公里。 

3.2 探矿权的历史沿革 

西藏鑫灿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9 月 23 日首次登记取得西藏山南乃东县金

鲁铬铁矿普查矿探矿权。2007 年 9 月 8 日四川梓豪矿业有限公司，2012 年 5 月 9 日

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先后依法转让取得该探矿权。 

4．评估目的 

探矿权转让。 

5．评估基准日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13 年 1 月 31 日。评估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

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的标准。 

6．评估依据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6.2 《矿产资源普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6.3 《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6.4 《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6.5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02）； 

6.6 《铁、锰、铬矿地质勘查规范》（DZ/T0200-2002）； 

6.6 《固体矿产勘查/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DZ/T 0033-2002）； 

6.7 《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2010 年试用）》（中国地质调查局，2009 年 10 月）； 

6.8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第一批九项）（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 年 8 月）； 

6.9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6.10 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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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勘查许可证（证号：T5412008120202021078）； 

6.12《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地质工作总结》（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6.13《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地质工作总结》评审意见书（藏矿储评字

[2013]024 号）； 

6.14 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相关资料。 

7．评估原则 

7.1 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原则； 

7.2 尊重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7.3 探矿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8．评估过程 

8.1  2013 年 1 月 15 日，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进行本项目探矿权评

估。 

8.2  2013 年 1 月 25 日，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矿业权评估合同，

并转交评估资料。 

8.3  2013 年 1 月 26 日，本公司项目评估人员到项目所在地进行现场考察。由于

普查区交通不便和路途遥远，因此本次评估只在室内对野外原始资料进行核实。评估

人员到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综合物探大队进行室内资料核实。主要核实槽

探编录原始图件、地化剖面原始图件、地质简测原始记录等。通过原始资料核实证实

前人在普查区进行的普查工作是真实可信的。 

8.4  2013 年 1 月 27 日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分析、归纳资料，确定评估方案，

选取评估参数，进行探矿权评估。 

8.5  2013 年 2 月 1 日～2 月 2 日，整理出报告初稿并经公司内部复核。 

8.6  2013 年 2 月 3 日，向评估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 

9．探矿权概况 

9.1 普查区位置和交通 

普查区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段南岸。行政区划隶属山南地区乃东县金鲁乡，其地理

坐标为：东经 91°36′00″～91°45′00″；北纬 29°12′00″～29°14′00″，范围：东西长约 14.57

千米，南北宽约 3.72 千米，面积 53.96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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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北部有省道 101 线，到乃东县城仅 3 公里，到山南地区行暑所在地泽当镇 15

公里。经扎囊县城到拉萨市 150 公里，外部交通条件尚好。矿区内部沿大沟系有简易

公路与省道 101 线相接，交通方便。 

9.2 普查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普查区属典型的高山峡谷区。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山高坡陡，是该区的主要地

貌特征。测区内海拔高度为 3680～5008 米，最大相对高差达 1328 余米，地形坡度一

般在 25～40°左右，最大可达 60°以上。由于新构造运动强烈，地形切割明显，水系

较发育。 

普查区气候属大陆高原气候，日温差大，年温差较小。降水主要发生在夏季和冬

季，无霜期短，为 6～8 月，最大冻土深度超过 1 米。 

6～9 月为雨季，常夹有风雪及冰雹，氧气少且空气稀薄，紫外线辐射强烈。 

区内植被不甚发育，主要为灌丛、草甸；山坡上常是裸露的基岩及较薄的残坡积

物或重力堆积物。河谷地带地形较平缓，人口较密集，土壤发育良好，适合种植，属

半农半牧区。主要产业为农业、牧业、采矿业和旅游业，区内物产较丰富，尤以矿产

资源为甚。主要农作物为青稞、冬小麦、油菜等，粮食可自给，但经济欠发达。 

9.3 地质工作概况 

1974～1979 年，西藏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开展了 1:100 万的拉萨幅区域化探扫

面工作。 

2005～2007 年，由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完成《1：25 万

拉萨市幅、泽当镇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1988～1994 年，陕西地矿局区调队开展了 1:20 万的拉萨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发现了一批有勘查远景的铬铁矿化点。 

2003～2005 年，中国冶勘总局中南地质勘查院以及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在区内

进行了铬铁矿的预查工作，发现了铬铁矿露头。 

2008～2010 年，四川梓豪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

地质队进行铬铁矿普查地质工作，发现并圈定矿带 2 条，圈定矿体 6 条。 

2012 年 5 月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依法取得此探矿权后，委托陕西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二综合物探大队对此区继续开展普查工作。完成主要工作量是 1：5000

激电法测量 3 平方公里；1：2000 激电剖面测量（长导）2 千米；激电剖面测点 100

个；激电测深 10 个；槽探 1680 立方米；基本化学分析样 86 件；薄片鉴定 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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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普查区地质概况 

10.1 区域地质概况 

工作区位于雅鲁藏布江构造缝合带中部，拉萨～林芝岩浆岩带南侧，该构造带是

一条发育在喜马拉雅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两构造带之间的缝合线构造单元，由雅鲁

藏布江蛇绿岩带及南、北两侧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区域性大断裂，以及它们所围限

的岩石组成。东起南迦巴瓦地区，西至拉达克，长约 2000 千米，呈东西向沿雅鲁藏

布江谷地分布。 

金鲁超基性岩体位于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东段，严格受雅鲁藏布江构造带的控

制，在成岩期和成岩后都遭受了强烈的构造变形与位移，形成一系列复杂的构造形迹。 

10.1.1 区域地层 

该区出露地层由老至新描述如下： 

三叠系上统 

第三岩性组上段（T3
1-2（3））：灰深灰色中细粒变长石石英砂岩与板岩互层。 

第三岩性组中段（T3
1-2（2））：细-中粒变长石石英砂岩夹板岩。 

第三岩性组下段（T3
1-2（1））上段：灰色千枚岩、板岩夹硅质灰岩及粉砂岩透镜体。 

白垩系 

泽当群上层段（K2
3）：黑色粉砂岩夹薄层硅质岩、砾岩及薄层灰岩透镜体。 

泽当群上层段（K2
3（Si））：硅质岩、碧玉岩夹硅质砾岩、黑色粉砂岩。 

泽当群中层段（K2
2）：细碧岩、角斑岩、细碧质火山角砾岩、蚀变安山岩。 

泽当群下层段（K2
3）：细碧角斑质角砾凝灰岩、纳长石阳起石片岩、青盘石化安

山岩。 

第四系 

上更新统（Qeld）：河湖积粘土状黄土、细砂、亚粘土。 

全新统（Qapl）：风积砂；冲洪积砂砾、亚砂土、亚粘土。 

10.1.2 构造 

以东西向延伸的成群的断裂构造带为其特征。密集的断层将地层分割成长条形块

体，加之大量侵入体对地层的吞蚀，致使褶皱形态难以恢复。雅鲁藏布断裂带，即雅

鲁藏布深大断裂是该区的主干断裂构造，此断裂明显地控制着藏南岩带各岩体的分

布。断裂带活动具有多期性特点，已知从华西期开始活动，燕山晚期～喜山早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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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强烈，至今仍在继续活动。构造活动的多期性也造成了岩浆活动多期性的特点。 

雅鲁藏布断裂带在该区段伏于雅鲁藏布江宽阔的河谷平原之下，只在平原边部偶

见踪迹。 

该断裂带南侧，系由一大套上三叠统浅变质碎屑岩地层组成的复式褶皱，岩层总

体呈东西向展布，以中等角度向南～南西向倾斜。该断裂带北侧，以渐新世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巨大岩体为主。残留地层则为下、中白垩统浅变质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地

层东西展布，褶皱相对较疏缓。 
10.1.3 岩浆岩 

侵入岩 

主要为燕山晚期的蛇纹石化斜辉辉橄岩、含辉石岩、橄榄岩，岩体状产出，见其

与 K2
3、T3

1-2（1）等地层呈侵入接触或断层接触。Σ5
3-5Ⅱ、Σ5

3-5Ⅰ超基性岩呈带状东南～

西北向分布于整个矿区，而且由此两方向延出矿区外围，该超基性岩的外带控制铬铁

矿体的分布，为矿区控矿岩体。 

脉岩 

主要为燕山晚期的辉长岩、斜长斑岩、暗色闪长岩、闪长岩、花岗岩。一般呈岩

脉产出，分布在岩体边部或地层中。 

10.1.4 区域矿产 

矿产以铬铁为主，次有铬铁、金锰等矿床、矿点。 

10.2 普查区地质概况 

10.2.1 普查区地层 

三叠系上统 

第三岩性组上段（T3
1-2（3））: 灰深灰色中细粒变长石石英砂岩与板岩互层。 

第三岩性组中段（T3
1-2（2））:细-中粒变长石石英砂岩夹板岩。 

第三岩性组下段（T3
1-2（1）） 上段：灰色千枚岩、板岩夹硅质灰岩及粉砂岩透镜

体。 

白垩系 

泽当群上层段（K2
3）：黑色粉砂岩夹薄层硅质岩、砾岩及薄层灰岩透镜体。 

泽当群上层段（K2
3（Si））：硅质岩、碧玉岩夹硅质砾岩黑色粉砂岩。 

泽当群中层段（K2
2）：细碧岩、角斑岩、细碧质火山角砾岩、蚀变安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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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当群下层段（K2
3）： 细碧角斑质角砾凝灰岩、纳长石阳起石片岩、青盘石化

安山岩。 

第四系 

上更新统（Qeld）： 河湖积粘土状黄土、细砂、亚粘土。 

全新统（Qapl）： 风积砂；冲洪积砂砾、亚砂土、亚粘土。 
10.2.2 普查区构造 

矿区所见，主要为断裂构造，断裂总体走向 90～135°、倾向南西，次级断裂发育，

断裂以剪切性质为主，断裂一般为右旋，断面较陡。 

F1 断层：为区内重要断裂，该断裂为张性断裂，断层走向长大于 5.5 千米，总体

走向为南东 135°，倾向南西，倾角 42～67°。断裂带宽 2～10 米，主要由碎裂岩、构

造角砾岩等组成，断裂带中岩石硅化，泥化非常强烈。 

F3 断裂带：为区内重要的控矿断裂，已知发现的 K3、K4 号铬铁矿（化）带分布

于该断层附近。F3 断层为张性断裂，断层走向长大于 12 千米，总体走向近东西，倾

向南，倾角 30～60°。断裂带宽 3～25 米，主要由碎裂岩、构造角砾岩、含矿石英脉

等组成，断裂带中岩石硅化、黄铁矿化、泥化非常强烈，常见铬矿化成浸染状、团块

状分布于断裂带岩石中。 

10.2.3 岩浆岩 

1、超基性岩类 

（1）主要侵入体的形态、规模及产状 

岩体与围岩呈断层接触和角度不整合接触，岩体围岩上盘走向一般 280～260°，倾

向南西，岩性以粉砂岩夹薄层硅质岩及薄层灰岩透镜体为主。下盘走向 280～300°，倾

向南西，岩性以墨绿色全蛇纹石化斜辉辉橄岩、含辉石岩、纯橄岩异离，细碧岩为主。

岩体内部的纯杆岩异离体大部产状与岩体总的方向一致，也有倾向相反的情况。岩体

形状为向南东倾斜的单斜岩体或类岩盘状岩体。 

超基性岩蚀变较强主要为蛇纹石化、碳酸盐化及绿泥石化次之。 

（2）岩相带 

①岩相带的划分及依据 

根据岩石组合特征、化学成分和含矿情况等因素，将该区划分 2 个岩相带，各岩

相带之间无明显界线，均呈渐变过渡关系。 

外带：多分布于岩体与围岩接触部位，一般呈环带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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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带：多分布与岩体中央部位，一般呈椭圆状。 

②岩相带特征 

外带：外带出露于岩体边缘。岩相带随围岩的边缘呈同形带状分布，其产状与接

触带产状一致。主要由单斜辉石反应边的斜辉辉杆岩，纯杆岩、杆长岩和辉长岩等组

成。纯杆岩异离体数量较多，但规模较小，常成群出现，带状分布。含矿纯杆岩呈北

西走向，右列式雁行排列，纯杆岩中的附生铬尖晶石类型以铝铬铁矿为主，

Gr2O3/<FeO>2～3，铬铁矿体个数多，规模较小，连续性也差，绝大多数产于纯杆岩

体内，分布不均，呈断续条带状产出。造矿类型以铝铬铁矿为主，次为富铁铝铬铁矿

和富铬尖晶石。斜辉辉杆岩主要分布在此岩相带中部偏北部位，呈不规则的环带。 

内带：该岩相带分布于岩体中心部位，呈现为一椭圆形，其长轴与岩体总的方向

一致。主要由含单斜辉石反应边的斜辉辉杆岩、斜辉辉杆岩、纯杆岩异离体和规模较

小的辉长岩、绿泥石石榴石岩脉组成。纯杆岩和斜辉辉杆岩中的附生铬尖晶石类型以

铝铬铁矿及其变种富铁铝铬铁矿为主，次为富铬尖晶石，绿泥石石榴石岩是该岩相带

独有的脉岩。 

2、石英闪长岩类 

属于脉岩，产于超基性岩的裂隙破碎带中。 

3、岩石特征 

（1）斜辉辉橄岩 

黄绿色—深绿色，假斑状结构，纤状鳞片变晶结构，局部具网状结构、块状构造，

假斑晶为绢石，呈宽斑状、短柱状它形晶，粒度 0.5～5 毫米，含量：15～25%。部分

尘状磁铁矿沿绢石解理呈定向排列，部分绢石呈聚斑状分布。基质主要为纤维蛇纹石

和叶蛇纹石，有少量均质蛇纹石。负矿物主要为铬尖晶石，含量 1～3%，一般为细粒

半自形—它形晶，个别呈蠕虫状，粒度 0.2～1 毫米，铬尖晶石蚀变强烈，沿边缘和裂

纹长呈黑色不透明，仅中心部位为淡红棕色～褐黄色，半透明，边缘常为绿泥石环绕。

个别铬尖晶石中包含含蛇纹石化橄榄石。微量黄铁矿、磁黄铁矿呈微粒状散布。尘状

磁铁矿 5%左右，呈星散状、条带状不均匀分布。 

（2）斜辉橄榄岩 

绿色～深绿色，岩性特征与斜辉辉杆岩相似，唯绢石含量高，粒度稍粗，一般含

绢石 30%左右，个别 40%左右；铬尖晶石残晶的投射色稍淡，一般为淡褐黄色，半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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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斜辉杆岩～辉长岩杂岩 

为一套成分复杂、蚀变强烈的岩石，主要分布岩体边缘，多数呈大小不等的捕掳

体分布于岩体中。小捕掳体岩石成分单一，通常为绿泥石岩，或具辉石假象的绿泥石

岩，岩体边缘的杂岩成分复杂，蚀变分带性较强，由杂岩体中心向外依次为辉长岩～

单辉辉长岩～单辉杆辉岩～单辉橄榄岩～块状蛇纹石～斜辉辉杆岩。在单斜类岩石

中，辉石为透辉石～异剥石（与辉长岩中相同），一般比较新鲜，分布比较均匀，仅

边缘被蛇纹石绿泥石或次闪石绿泥石集合体交代，其余部分全部由蛇纹石、绿泥石、

次闪石组成，形成蛇纹石绿泥石或次闪石绿泥石集合体。由中心向外，次闪石化减弱，

绿泥石、蛇纹石化增强。各种岩石间为渐变过渡关系。 

10.2.4 物化探特征 

1、1/2.5 万高精度磁法测量 

2010 年，该公司在区内开展 1/2.5 万高精度磁法测量 43 平方公里。主要完成工

作成果为： 

磁测异常与超基性岩体基本吻合，磁异常形态总体上是近东西向～北北西向展

布。呈近似椭球状。超基性岩体磁性强度总体在 800～1000nT，梯度变化相对较陡，

北侧对应出现相对低磁或负磁异常带，砂、板岩磁性强度一般在 200～800nT，梯度

变化较平衡；岩体与围岩界线较清楚。局部磁异常范围较大，强度较高主要呈现三处，

编号分别是 G-I、G-Ⅱ、G-Ⅲ。三处局部磁异常与岩相等构造线一致处于超基性岩带

中成矿有利部位。该区磁异常特征反映明显，基本与岩相等构造线一致，特别是东部

处呈现的三处局部磁异常强度较高，具有一定规模，异常处虽未见矿体出露，但所处

地质条件有利。 

磁参数测定表明，除超基性岩体磁性较强外，虽然块状熔岩亦较强，但是在块

状熔岩地段，磁异常并不高。虽然该区铁矿呈现强磁性特征，但是磁异常强度并未达

到由铁矿所引起的高强度异常，铬铁矿与地层岩石之间具有较明显的物性差异。因此，

初步推断 G-I、G-Ⅱ和 G-Ⅲ异常处存在矿（化）体，磁异常应为隐伏超基性岩体与铬

铁矿的综合反映。特别是该区构造位置特殊，除在超基性岩体内存在铬铁矿外，同时

呈现在超基性岩体接触部位存在含金铜矿体。 

2、1：5000 高精度磁法测量 

2011 年在该区分别开展了 1：5000 高精度磁法测量 3 平方公里，对白岗岩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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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边，配合重力、电法开展成矿预测工作。 

（1）异常特征： 

从西藏自治区乃东金鲁铬铁矿高精度磁测 ΔT 等值线平面图上看，本普查区磁异

常整体呈现带状异常较明显的特征，个别异常呈现多峰值特征；磁异常主要集中在 5

块大的异常区上，分别为以下 5 个异常区：  

①普查区北部低强度的磁异常区 

该区主要为较低强度（500nT 以下）的正磁异常周围伴生-500nT 左右的负磁异

常，呈团块状或条带状分布于工区北部，走向以北西向为主，与区域上北西向构造走

向一致，与航磁异常北部的低磁异常区相对应且走向基本一致。控制范围约为 1 千米

×0.45 千米。异常变化范围一般在-500～500 nT 之间，ΔT 最高值 600nT。异常区基本

岩性为黄褐色强蛇纹石化斜辉辉橄岩、斜辉辉橄岩、含纯橄岩异离体（∑53-5Ⅰ）。区

内有一处铬铁矿（化）点，位于该区的中部 

②普查区中部、中西部、西南部强磁异常区 

该区为普查区内强磁异常区，幅值较高的正磁异常（1500～2000nT）周围伴生

-1000～-2000nT 左右的负磁异常，呈条带状分布于普查区中部、中西部、西南部，走

向以东西向或北西向为主，与区域上东西向构造走向一致，与航磁异常高磁异常区相

对应且走向基本一致。控制范围约为 1.3 千米×0.75 千米。异常变化范围一般在-2000～

2000 nT 之间，ΔT 最高值 2200nT。异常区基本岩性为黄褐色强蛇纹石化斜辉辉橄岩、

斜辉辉橄岩、含纯橄岩异离体（∑53-5Ⅰ）、墨绿色全蛇纹石化斜辉辉橄岩、含辉石岩、

纯橄岩异离体（∑53-5Ⅱ）。 

②普查区西北部低强度磁异常区 

该区主要为较低强度（500nT 以下）的正磁异常周围伴生-500nT 左右的负磁异

常，呈团块状或条带状分布于工区西北部，走向以北西向为主，与区域上北西向构造

走向一致，与航磁异常西北部的低磁异常区相对应且走向基本一致。控制范围约为 0.3

千米×0.45 千米。异常变化范围一般在-600～600 nT 之间，ΔT 最高值 600nT。异常区

内出露为辉长岩（V53-1）及黑色粉砂岩夹薄层硅质岩、砾岩及薄层灰岩透镜体（K23）。 

③工区中南部及东部北端相对平稳磁异常区 

该区是普查区中部、中西部、西南部强磁异常区与东部负磁异常区之间的过渡

区域，异常变化范围一般在 0～300nT 之间，异常宽缓，等值线稀疏。该区地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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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西部南段出露为灰色千枚岩、板岩夹硅质灰岩及粉砂岩透镜体<T31-2（1）>，

西部北段出露为黑色粉砂岩夹薄层硅质岩、砾岩及薄层灰岩透镜体（K23）；东部为第

四系覆盖，主要分布在沟谷河道中。 

④普查区东部的较强负磁异常区 

该区为普查区内较强的负磁异常区，幅值在-500～-1700nT 范围内，呈条带状分

布于普查区东部，走向以东西向为主，与区域上东西向构造走向一致，航磁异常图上

该区显示为-500nT 左右的负磁异常。控制范围约为 0.9 千米×0.80 千米。异常变化范

围一般在-500～-1700 nT 之间，ΔT 最低值-1700nT。该区内西部北段出露为黑色粉砂

岩夹薄层硅质岩、砾岩及薄层灰岩透镜体（K23），西部南段出露为灰色千枚岩、板岩

夹硅质灰岩及粉砂岩透镜体（T31-2（1））；东部北段为第四系覆盖，南段出露为墨绿

色全蛇纹石化斜辉辉橄岩、含辉石岩、纯橄岩异离体（∑53-5Ⅱ）。 

3、1：5000 重力测量 

2012 年在该区分别开展了 1：5000 激电测量 3 平方公里，对白岗岩体及其周边，

配合激电测量、高精度磁法测量开展找矿预测工作。 

1、异常圈定 

由剩余重力异常平面图，结合垂向二阶导数图等图件，测区内共提取局部重力异

常 28 个，其中正异常 15 个，负异常 13 个。 

2、成矿远景区划分 

根据测区布格重力异常图及局部重力异常图、垂向二阶导数图、平剖图及推断断

裂（地层界线），结合测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超基性岩体和上三叠统、上白垩统

及第四系地层。超基性岩体主要岩性为，墨绿色全蛇纹石化斜辉辉橄岩、含辉石岩、

纯橄岩异离体和铬铁矿体；上三叠统地层主要为，灰—深灰色中细粒变长石石英砂岩

与板岩互层；上白垩统地层主要为，黑色粉砂岩夹薄层硅质岩、砾岩及薄层灰岩透镜

体；第四系地层主要为冲洪积）及铬铁矿点（矿化点）的分布情况，对研究区进行了

铬铁矿成矿远景预测，共划分 7 个远景区。 

（1）成矿远景Ⅰ区：位于测区西南部,布格重力异常图、剩余异常图上形成重力

高异常圈闭，布格异常图上主要为重力梯级带同向扭曲，且形成 1 个异常圈闭，剩余

异常图上形成 2 个异常圈闭，轴向呈近东南北向，面积约 0.12 平方公里，受 F1 断裂

控制，发现有铬铁矿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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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矿远景Ⅱ区：位于测区西南部,布格重力异常图、剩余异常图上形成重力

高异常圈闭，布格异常图上为宽缓重力等值线同向扭曲，且形成 2 个异常圈闭，剩余

异常图呈条带状，轴向近东西向的串珠状 6 个异常圈闭，面积约 0.16 平方公里受 F1

断裂控制，发现有铬铁矿点存在。 

（3）成矿远景Ⅲ区：位于测区中北部,布格重力异常图、剩余异常图上形成重力

高异常圈闭，布格异常图上为重力等值线同向扭曲，且形成 1 个异常圈闭，剩余异常

图呈条带状，轴向近东西向的 4 个异常圈闭，面积约 0.13 平方公里受 F4、F5、F11

断裂控制，发现有铬铁矿点存在。 

（4）成矿远景Ⅳ区：位于测区中部偏北,布格重力异常图、剩余异常图上形成重

力高异常圈闭，布格异常图上为重力等值线同向扭曲，且形成 2 个异常圈闭，剩余异

常图呈条带状，轴向近北西西向的串珠状 3 个异常圈闭，面积约 0.09 平方公里受 F9、

F10、F12 断裂控制。 

（5）成矿远景Ⅴ区：位于测区中南部偏东,布格重力异常图为密集的重力等值线

扭曲，剩余异常图上形成不规则的 6 个重力高异常圈闭，面积约 0.18 平方公里受 F2

断裂控制。 

（6）成矿远景Ⅵ区：位于测区东部,布格重力异常图呈重力等值线同向弯曲、剩

余异常图上形成 4 个不规则的重力高异常圈闭，面积约 0.10 平方公里受 F7、F8 断裂

控制，发现有铬铁矿点存在。 

（7）成矿远景Ⅶ区：位于测区东部，靠近测区边部, 布格重力异常图、剩余异常

图上形成重力高异常圈闭，布格异常图上为重力等值线同向扭曲，且形成 2 个异常圈

闭，剩余异常图呈条带状，轴向近南北向的 3 个异常圈闭，面积约 0.10 平方公里受

F7、F8、F12 断裂控制，发现有铬铁矿点存在。 

4、1：5000 激电测量 

2012 年在该区分别开展了 1：5000 激电测量 3 平方公里，对白岗岩体及其周边，

配合重力测量、高精度磁法测量开展成矿预测工作。 

1、异常特征 

全区以视极化率 10%为异常下限，可圈出两个主要异常带，分布于测区的西部

和中北部。其中西部异常范围较大，异常呈北东向、东西向展布，面积约为 0.3 平方

公里，为了解释方便，将该异常分为三个小异常区，分别编号为 DHJ1、DHJ2、DH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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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异常带多由点状异常组成，整体呈东西走向，编号为 DHJ4。 

DHJ1：异常位于Ⅰ区西南角，呈南北条带状展布，长约 350 米，宽约 100 米，

异常呈低阻高极化特征。视极化率最高值圈闭在 DHJ1 的北部，位于 130 线的 134、

136 号点附近，该处小异常呈北西走向，视极化率值为 18.60%，视电阻率在 100～

300Ω·Μ之间。 

DHJ2：异常位于Ⅰ区中部，呈北东向条带状展布，长约 500 米，宽约 250 米，

视极化率最高值为 17.71%，位于 165 线的 134、140 号点，视电阻率低于测区平均值，

异常呈低阻高极化特征。 

DHJ3：异常位于Ⅰ区东南角，呈东西向带状分布，长约 300 米，宽约 120 米，

视极化率最高值为 15.39%，位于 210 线的 118 号点，视电阻率低于 200Ω·Μ，异常呈

低阻高极化特征。 

DHJ4：异常位于Ⅲ区北部，由多个点状异常组成，东西向条带状展布，视极化

率最高值为 20.22%，位于 275 线的 148 号点，视电阻率低于 200Ω·Μ，异常呈低阻高

极化特征。野外物性工作时在该区发现了多个铜镍、铬铁矿（化）点。 

5、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岩石的镁铁比值为 9～10.9，K2O（0～0.04%），Na2O（0～0.41%）GaO（0～0.56%）

的含量甚微，远低于或稍高于硅酸盐的允许误差范围，岩体为不含长石的镁质超基性

岩体。 

岩体蛇纹石化过程中，铁镁阳离子、尤其是镁离子大量随热液流失，致使岩石

显著偏酸性，岩体围岩～单辉橄榄岩辉长岩杂岩和蚀变灰岩普遍遭受强烈镁质交代

作用。考虑在蚀变过程中阳离子流失、斜辉辉杆岩比斜辉橄榄岩偏基性的特点和鉴

定成果，初步认为岩体仍然以斜辉辉杆岩为主，岩体类型仍然属斜辉辉杆岩～斜辉

橄榄岩型。 

岩石矿化只有铬最强，一般 0.6～1.1，因此岩体有利于铬富集。一般铬含量过高，

岩浆分异不好，铬元素未富集，不利于成矿。相反，铬含量过低，原始岩浆贫铬，

也不利于成矿。本岩体和一些分异良好的含铬岩体一致，说明岩浆已经过很好的分

异，矿物质已经富集，但岩石的化学成分相差不大、就地分异不好，对形成工业铬

铁矿床不利。 

单辉橄榄岩～辉长岩杂岩，由于镁质交代作用的结果，岩石化学成分也由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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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变成辉长杆长岩。岩体与杂岩接触处的块状蛇纹石由不含长石同化混染为含长斜

辉辉杆岩，含钙长石 2.9%。根据杂岩的上述化学特征和蚀变特征，初步认为单辉橄

榄岩～辉长岩杂岩，实质上是先期辉长岩受超基性岩浆同化混染和岩浆期后热液进

行镁质交代作用的结果，其原岩都是辉长岩。 

6、变质作用及围岩蚀变特征 

超基性岩蚀变较强，主要为蛇纹石化、碳酸盐化和绿泥石化次之。 

10.3 矿床地质概况 

10.3.1 矿体地质特征 

1、铬铁矿体分布 

矿体比较集中分布于岩体膨大部位，或由宽变笮的地段，相当于单斜岩体的中下

部。矿体在岩体中长分段集中，成群分布，在平面上呈雁行状左列或右列，矿带总的

产状与该处岩体的产状基本一致。矿体分布于斜辉辉橄岩～斜辉橄榄岩中，近矿围岩

为斜辉辉杆岩。 

2、矿带特征 

区内主要圈出 2 条铬铁矿带，11 处铬铁矿化点，铬铁矿带总体呈北西～东西向展

布，K4 矿带长大于 2.3 公里，宽 2.3～16 米，带内圈定铬铁矿体 5 条，K3 矿带长大

于 0.9 公里，宽 1.6～10 米，矿带内圈定铬铁矿体 2 条，矿带内岩石片理发育，破碎、

蚀变强烈。 

铬铁矿化点主要分布于超基性岩体外带及 F3 断裂带附近，受断裂带控制，产状

200～215° 50°∠ ～70°，矿体均为地表单工程控制，地表长 1～10 米，宽 0.3～1 米，

品位 42.1～46.8%。 

3、铬铁矿体规模、形态、产状与围岩的接触关系 

铬铁矿体主要以小矿体的形式赋存于斜辉辉橄岩中，铬铁矿矿体产出受斜辉辉橄

岩相控制十分明显。地表矿体规模一般不大，长多为 15～30 米，厚 1.2～3.2 米；最

大长 100 多米。矿体延深 15～40 米，根据矿体出露情况，个别矿体延深可达 80 米。 

矿体形态主要为透镜状、脉状和复合脉状，呈延深不大的孤立体。矿体产状及边

界明显受原生节理控制。矿体的近矿围岩为斜辉辉杆岩，接触关系清楚。二者之间常

见几至 10 余厘米的绿泥石外壳，在矿体边界平直段的绿泥石外壳较薄，在锯齿状边

界的内拐弯处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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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矿（化）体地质特征 

矿区共发现 6 条铬铁矿体，主要铬铁矿体有 3 条，分别为 K4-4、K4-5、K3-2。

主要特征如下： 

K4-4 号矿体地表由 2 个探槽工程控制长 75 米，矿体厚 2.52～3.53 米，最高品位

51.85%，最低品位 49.16%，平均品位 50.50%，产状 206° 60°∠ ，矿体规模属小型。 

K4-5 号矿体地表由 3 个探槽工程控制长 80 米，宽 1.5 米，最高品位 55.3%，最

低品位 45.8%，平均品位 51.5%，产状 60° 59°∠ 矿体规模属小型。 

K3-2 号矿体地表由 3 个探槽工程控制长 76 米，矿体厚 2.92～3.87 米，，最高品位

49.59%，最低品位 48.11%，平均品位 48.80%，产状 175° 65°∠ 矿体规模属小型。 

10.3.3 矿石质量 

1、矿石矿物 

矿物成分：金属矿物主要为铬尖晶石，含量大于 80%，一般 90～95%，铬尖晶石

边缘或沿裂隙常常遭受蚀变，形成黑色不透明的蚀变铬尖晶石，含量 20～60%，此外，

含微量镍黄铁矿，黄铁矿和尘状磁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绿泥石。 

2、矿石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根据矿石化学分析资料，块状铬铁矿含 Cr2O3 0.99～44.26%，Al2O3 

13.6～24.35%，Fe2O3 2.81～6.2%，FeO 7.32～13.89%，SiO2 4.97～7.48%，铬铁比值

（Cr2O3/FeO）2.67～3.72。 

铬尖晶石化学成分：矿石中 Cr/Al 比值 1.06～2.23，造成铬尖晶石类型均属铝铬

铁矿。 

3、矿石结构、构造 

（1）矿石结构 

中粗粒～半自形它形晶结构：铬尖晶石中粗粒，粒径 0.5～5 毫米，彼此呈办自行

或它形镶嵌，铬尖晶石呈淡红棕色，颗粒间为绿泥石，是块状铬铁矿体的主要原生结

构。 

靡棱结构：中粗粒半自形～它形结构被挤压，碎裂成不等粒的靡棱状，形成靡棱

结构。分布于矿体边部及小断裂切穿矿体的部位。 

斑状压碎结构：铬尖晶石颗粒被压碎呈角粒状，角砾大小不等，这种结构的分布

与靡棱结构相同，其主要区别是破碎程度比靡棱结构弱。 

（2）矿石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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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块状构造：块状铬铁矿体的主要构造类型，矿石中常有绿泥石细脉穿插。 

瘤状构造：铬尖晶石集合体呈球形或椭球形矿瘤，直径 0.2～1 厘米，瘤状构造中

矿瘤密度增大，彼此镶嵌后，逐渐过渡为致密块状构造。 

10.3.4 矿石类型 

矿石工业类型：区内矿石主要为冶金用铬铁矿矿石。 

矿石自然类型：根据矿石结构、构造将矿石划分为：致密块状矿石；浸染状矿石

两大类。 

10.4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0.4.1 水文地质条件 

矿体多出露于 4100 米标高以上，当地最低浸蚀基准面为 3680 米，最大相对高差

达 420 余米，地形坡度一般在 25～40°左右，地形切割明显，水系较发育，利于地表

水的排泄；矿区主要赋水层位为第四系沙砾层和岩石裂隙赋水，控矿岩层赋水性弱，

地下水不发育，大气降水为矿床充水的主要来源，含水层之间无水利联系；坑探工程

施工可自然排水。该区矿床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型。 

10.4.2 水文地质条件 

矿体围岩岩性较单一（橄榄岩），属稳定～较稳定岩组；岩石呈块状，中等坚硬～

坚硬，节理裂隙发育程度较低，围岩稳固性高；矿体岩石较破碎，坑探工程施工时应

注意顶板掉块等因素。工程地质条件中等。 

10.4.3 环境地质条件 

矿石中有害元素、放射性含量极低，岩矿石化学性质稳定，地表水、地下水水质

良好，无其它环境地质隐患。普查、开发时相应的环境保护工作，不会造成环境地质

灾害。环境地质条件中等。 

11．评估方法 

11.1 评估方法的选取 

本项目评估的地质资料依据是《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地质工作总结》

（西藏五鑫矿业有限公司，2012 年 12 月），评估人员根据现行普查规范《铁、锰、铬

矿地质勘查规范》（DZ/T0200-2002），经认真分析，认为该探矿权普查地质普查和研

究程度低，地表利用稀疏槽探工程进行矿体揭露，总之地表和深部控制都不足，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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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定水系沉积物测量异常和一些地物化剖面高值点，未圈定矿化体，对普查区资源控

制和评价都不详，其工作程度仅达到普查阶段。同时未进行选矿试验、矿床开发技术

经济预可性或概略研究，尚不能预测未来的收益，不具备通过收益途径评估该探矿权

价值的基本条件，只能通过成本途径评估其探矿权价值。该矿区未圈定矿化体，不能

满足专家对“地质要素评序法”中各项价值指数进行评判。因此只能采用“普查成本效用

法”进行评估。 

11.2 普查成本效用法计算公式 

P= Cr×F＝ [ ] FPiUi
n

×+⋅⋅∑
=

)1(
1i

ε  

 
式中：P——探矿权评估价值  

Cr——重值成本 

Ui——各类地质普查技术方法完成的实物工作量 

      Pi——各类地质普查实物工作量相对应的现行价格和费用标准 

ε——其他地质工作（含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岩矿实验测试、工地建筑

等间接费用分摊系数 
F——效用系数（F＝f1×f2，其中，f1 为工程部署合理性系数；f2 为加权平

均质量系数）。 

12. 评估指标与参数 

12.1 实物工作量及其现行价格 

12.1.1 参与评估实物工作量确定原则 

按照现行《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成本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200-2008）的要求，以往地质工作所完成的实物工作量中参与评估的实物工作量，

应符合下述原则的： 

（1）参与评估实物工作量的选取必须是有关、有效的普查工作量，不包含公益

性地质工作。 

（2）依据的评估资料中的主要实物工作量，能够说明其有关、有效和质量状况。 

（3）评估范围应当与普查许可证中所载明的或登记管理机关划定的地理位置（经

纬度坐标）和面积一致。 

（4）当委托方提供的实物工作量与地质成果中以往地质工作所完成的实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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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符时，取核实后的实际有关工作量。 

（5）凡属于踏勘、矿点检查、各类样品岩矿试验、鉴定费用、资料综合整理、

报告编写等工作量，计入“间接费用”，不另计算。 

12.1.2 本项目确定的实物工作量 
按照《矿业权评估指南》的要求，凡计入普查成本现值的实物工作量必须是有关

的、有效的。根据委托方所提供的资料中记载的以往历次地质工作所完成的实物工作

量，结合本项目普查矿种（铬铁矿）的实际情况，凡符合下述确定原则的，均确定为

有关实物工作量。具体原则如下： 

1、普查区凡以铬铁矿为目标矿种部署施工的实物工作量，均为有关实物工作量，

参加现值重置计算； 

2、属于探矿权评估区域内的地质测量、地物化剖面等实物工作量均为有关工作

量，参加现值重置计算。 

3、比例尺小于1:5万的地质测量工作属于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不作为有关

实物工作量，不参加重置计算；其中在该区进行的1/10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属于专项地

质找矿工作，参加现值重置计算。 

4、委托方提供的实物工作量与地质资料中的实物工作量不符时，取核实后的实

际工作量为有关的实物工作量，参加现值重置计算； 

5、凡属其他地质工作（含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岩矿实验测试、工地建筑等工

作量，已列入间接分摊费用中，不再重复列为有关工作量进行重置计算； 

6、在地质报告或有关原始资料中，由于质量等问题已确定为报废工作量的，不

作为有关实物工作量参加重置计算；普查区以外的实物工作量不作为有关工作量参加

重置计算。 

根据上述原则，经核实，确定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有参与评估

实物工作量见下表 5： 

参与评估实物工作量一览表   表 5 

序号 工作项目 单位 技术条件 工作量 

1 1:5 万地质测量 平方公里 Ⅲ 53.96 
2 1:2.5 万地质测量 平方公里 Ⅲ 53.96 
3 1:1 万地质测量 平方公里 Ⅲ 54 
4 1:1 万水工环测量 平方公里 Ⅲ 53.96 
5 1:2 千剖面测量 公里 Ⅲ 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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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 千剖面测量 公里 Ⅲ 3 
7 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平方公里 Ⅴ 53.96 
8 1:2.5 万高精度磁法测量 平方公里 Ⅴ 43 
9 1:5 千激电法测量 平方公里 Ⅴ 3 
10 1:5 千高精度磁法测量 平方公里 Ⅴ 3 
11 1:5 千重力测量法测量 平方公里 Ⅴ 3 
12 物化探测网布设 平方公里 Ⅴ  
13 1:2 千激电剖面测量（长导） 公里 Ⅴ 2 
14 激电测深（AB﹤1000 米） 个 Ⅴ 10 
15 激电联剖 个 Ⅴ 100 
16 钻孔 米 Ⅶ 1294 
17 探   槽 立方米   
18 浅井 米   

12.1.3 实物工作量的现行价格 

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成本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200-2008）、

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的要求，实物工作量现行价格是指评

估基准日适用的各类普查技术手段实物工作的价格和费用标准，一般采用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及相关管理部门颁布实施的国土资源调查预算标准。故实物工作量的现行价格

采用中国地质调查局 2009 年 10 月发布的《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2010 年试用）》。 

并通过地区调整系数对其标准进行调整。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区所在

地区为西藏山南乃东县，属西藏其他地区，该区有关实物工作量预算标准的地区调整

系数确定为 1.90。普查出露地层主要岩性为中基性火山岩、砂岩、灰岩等，岩浆活动

不太强烈，构造比较发育，地质复杂程度类别为复杂区（Ⅲ）；地形条件：1、地物：

无密集居民点，无树林、视野开阔，但杂草发育，分值 4 分，2、地貌：陡坎、冲沟、

风化碎石等占测区的 50％以上，分值 12 分，3、坡度：坡度平均 30°以上，分值 19

分，4、比高：测区平均高差大于 350 米，分值 18 分。总分值 53 分，故地形困难类

别定为Ⅴ类。 

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实物工作量现行价格计算  表 6 

序

号 
工  作 
项  目 

比例尺 标准规格 单位 
单位 
价格 

地区

调整

系数 

调整后单

位价格 
备   
注 

1 地质测量 1:5 万 草测Ⅲ级 平方公里 853×77% 1.90 1053.46   
2 地质测量 1:2.5 万 草测Ⅲ级 平方公里 1884×77% 1.90 2326.74   
3 地质测量 1:1 万 草测Ⅲ级 平方公里 6042×77% 1.90 7461.87   

4 水工环测量 1:1 万 修测Ⅲ级 平方公里
（2333+2932+2430）

×77% 
1.90 9503.33   

5 剖面测量 1:2 千 Ⅲ级 公里 8103 1.90 153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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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剖面测量 1:1 千 Ⅲ级 公里 15915 1.90 30238.50   
7 水系沉积物测量 1:5 万 Ⅴ级 平方公里 61 1.90 115.90   
8 高精度磁法测量 1:2.5 万 Ⅴ级 平方公里 1957 1.90 3718.30   
9 激电法测量 1:5 千 Ⅴ级 平方公里 15083 1.90 28657.70   
10 高精度磁法测量 1:5 千 Ⅴ级 平方公里 10824 1.90 20565.60   
11 重力测量法测量 1:5 千 Ⅴ级 平方公里 49328 1.90 93723.20   
12 物化探测网布设  Ⅴ级 平方公里 9026 1.90 17149.40   

13 激电剖面测量（长

导） 1:2 千 Ⅴ级 公里 8477 1.90 16106.30   

14 激电测深  Ⅴ级 个 1440.74 1.90 2737.41  
AB﹤
1000
米 

15 激电联剖  Ⅴ级 个 168 1.90 319.20   
16 钻孔  Ⅶ级 米 886 1.90 1683.40  

17 探槽  土石方 立方米 120 1.90 228 
0～5
米 

18 浅井  硬岩层 米 2457 1.90 46638.30
0～

30 米

注：地质草测按正测价格 65%计算。 

12.2 “间接费用”分摊系数 

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

“间接费用”按直接成本的 30%估算。 

12.3 重置成本（Cr） 

以上述确定的实物工作量乘以相应的现行市价，求得重置直接成本，重置直接成

本和间接成本二者之和即为探矿权重置成本。 

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有关工作量普查直接成本计算表 表 7 

序号 
工  作 

项  目 
比例尺 标准规格 单位 

普查有效工

作量 

调整后单位 

价格 

普查直接成

本（元） 
1 地质测量 1:5 万 草测Ⅲ级 元/Km2 53.96  1053.46  56844.43  
2 地质测量 1:2.5 万 草测Ⅲ级 元/Km2 53.96  2326.74  125550.89  
3 地质测量 1:1 万 草测Ⅲ级 元/Km2 54.00  7461.87  402940.98  
4 水工环测量 1:1 万 修测Ⅲ级 元/Km2 53.96  9503.33  512799.42  
5 剖面测量 1:2 千 Ⅲ级 元/Km 27.21 15395.70  418917.00  
6 剖面测量 1:1 千 Ⅲ级 元/Km 3 30238.50  90715.50  
7 水系沉积物测量 1:5 万 Ⅴ级 元/Km2 53.96 115.90  6253.96  
8 高精度磁法测量 1:2.5 万 Ⅴ级 元/Km2 43 3718.30  159886.90  
9 激电法测量 1:5 千 Ⅴ级 元/Km2 3 28657.70  859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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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精度磁法测量 1:5 千 Ⅴ级 元/Km2 3 20565.60  61696.80  
11 重力测量法测量 1:5 千 Ⅴ级 元/Km2 3 93723.20  281169.60  
12 物化探测网布设  Ⅴ级 元/Km2 49 17149.40  840320.60  

13 激电剖面测量（长

导） 1:2 千 Ⅴ级 元/Km 2 16106.30  32212.60  

14 激电测深  Ⅴ级 元/个 10 2737.41  27374.06  
15 激电联剖  Ⅴ级 元/个 100 319.20  31920.00  
16 钻孔  Ⅶ级 元/m 10264 1683.40 2178319.60 
17 探   槽  土石方 元/m3 1294 228 2340192.00 
18 浅井  硬岩层 元/m 50 46638.30 233415.00 

合计       7886502.44

本评估项目重置成本为 1025.25 万元。 

（具体计算详见附表一至附表三） 

12.4 效用系数 

12.4.1 工程部署合理性系数（ 1f ） 

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工作中，采用地质测量、物化探测量、少量轻型

山地工程（槽探）地表揭露，普查技术方法、手段对铬铁矿的找寻必要性较强、针对

性较强，使用效果一般，工作部署和工作成果基本符合铬铁矿普查规范要求。 
综上所述，工程部署合理性系数取 1.30。 

12.4.2 质量系数或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2f ） 

槽探工程：利用探槽进行揭露和控制，重点查明异常源的地质特征及含矿性条件。

同时控制地表含矿破碎带规模及品位，揭露、验证新发现的物化探异常高值区。其施

工质量和编录质量基本符合规范要求，获得的地质、矿产信息一般，对今后铬铁矿普

查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质量系数取 1.70。 

钻孔工程：全部钻孔岩心采取率大于 75％，标志层、矿层及矿层顶底板 3~5 米范

围内岩矿心采取率大于 80％。钻孔弯曲与测量间距，钻孔允许顶角每 100 米弯曲 2

度，按孔深累计计算；方位角偏差在允许范围以内，测量间距，每钻进 50 米测一次

顶角和方位；终孔测斜地质编录员均在现场监测。对今后进一步找矿工作具有一定指

导意义。质量系数取 1.70。 

浅井工程：孔深误差的测量与校正：每钻进 100 米、进出含矿层（矿层小于 5 米

一次）、终孔后均要进行一次孔深测量，误差小于千分之一者可以不修正孔深；测量

要使用经过校正的钢尺；见矿与终孔校正，地质编录员均在现场监测。对今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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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质量系数取 1.60。 

1:5 万地质草测：大致查明矿区地质、构造特征及地表矿体的规模及产态特征，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质量系数取 1.30。 

1:2.5 万地质草测：有效控制地质界限和地质单元，重点是控制矿体展布特征及

出露的地表情况。观测点采用手首持 GPS 定位，质量基本达到精度要求。质量系数取

1.30。 

1:1 万地质草测：对于普查工作，由地质填图、物探扫面工作开始，寻找异常区

并对异常区布设探槽，开展地表调查，深部用钻孔控制，勘查技术方法对铬铁矿是必

要的，也是合理的。探槽基本垂直矿体（矿化体）布置，使用效果较好。获得的地质、

矿产信息较多对今后勘查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质量系数取 1.30。 

1:1 万水工环测量：对矿区范围内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条件进行调

查，符合规范要求。质量基本符合规范要求，达到了地质目的，获得的地质、矿产信

息较多，对今后勘查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较大。质量系数取 1.30。 

1:1 千地质剖面：通过矿产地质填图及剖面测制，基本查明了赋矿地层岩性及矿

化蚀变特征。质量基本符合规范要求，达到了地质目的，获得的地质、矿产信息较多，

对今后勘查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较大。质量系数取 1.30。 

1:2 千地质剖面：通过矿产地质填图及剖面测制，基本查明了区内地层、岩浆岩、

构造的分布规律及展布特征；基本查明了赋矿地层岩性及矿化蚀变特征。质量基本符

合规范要求，达到了地质目的，获得的地质、矿产信息较多，对今后勘查工作具有指

导意义较大。质量系数取 1.30。 

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分析项目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共 10 项，为：Cr、Ni、

Cu、Pb、Zn、Ag、As、Sn、W、Mo。对今后勘查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较大。质量系数

取 1.20。 

1:2.5 万高精度磁法测量：磁测异常与超基性岩体基本吻合，磁异常形态总体上是近

东西向～北北西向展布。呈近似椭球状。超基性岩体磁性强度总体在 800～1000nT，

梯度变化相对较陡，北侧对应出现相对低磁或负磁异常带，砂、板岩磁性强度一般在

200～800nT，梯度变化较平衡；岩体与围岩界线较清楚。局部磁异常范围较大,三处

局部磁异常与岩相等构造线一致处于超基性岩带中成矿有利部位。对今后勘查工作具

有指导意义较大。质量系数取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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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千激电法测量：根据激电异常，划分甲类异常一个，乙类异常两个。结合地质、

重磁等资料进行了推断解释，并对重点异常进行了定量分析，确定了极化体的埋深和

规模。对今后勘查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较大。质量系数取 1.30。 

1:5 千高精度磁法测量：通过 1:5 千高精度磁测工作，圈定了 22 个磁异常，并对其

进行了登记解释。推测其中的 4 个为甲类异常，7 个为乙类异常，7 个为丙类异常，4

个为丁类异常。质量系数取 1.30。 
1:5 千重力测量法测量：提取局部重力异常 28 个。其中：局部重力高异常圈闭

15 个，局部重力低异常圈闭 13 个。对今后勘查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质量系数取

1.30。 

物化探测网布设：点、线密度一般不作机械均匀布设，野外根据实际地质特征，

以能反映矿区整体客观地质概貌为目的，灵活布置调整地质观察路线和地质观察点，

对今后勘查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质量系数取 1.30。 

1:2 千激电剖面测量（长导）：网度为 50×20 米，异常区适当进行了加密，点距为

10 米，AB 距 1200~1600 米测线应尽量垂直于地层、地质构造走向，与地质、化探等

剖面重合，配合激电剖面测量查证异常，提高了异常解释水平和成果的有效性。质量

系数取 1.30。 

激电测深：通过激电测深，了解了极化体的顶部埋深和二维空间展布特点，为矿

产评价提供深部异常信息，确定了极化体的顶部埋深、倾向、延深情况等，质量合格。

对今后勘查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质量系数取 1.20。 

激电联剖：在激电面积工作所圈定的激电异常中心布置了中梯剖面，中梯剖面垂

直于激电异常长轴方向，对今后勘查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质量系数取 1.20。 

其他地质工作、岩矿实验测试、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等“间接费用”：该区铬铁矿

普查工作实施中，编制有 1 份专门的矿产地质普查报告，各类分析测试成果齐全，样

品进行了内外检；综合研究工作欠全面。报告经过青海省有色地勘局评审。综合认定

报告质量一般，对今后铬铁矿普查工作可部分利用原报告资料。质量系数取 0.90。 

根据上述对各项地勘实物工作量质量系数的赋值，可计算得加权平均质量系数为

1.24。 

12.4.3 效用系数（F） 

F = 1f × 2f =1.30×1.4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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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表四“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效用系数评判表”） 

12.5 探矿权价值（P） 

将上述计算结果代入勘查成本效用法公式进行运算，结果如下： 

P= Cr×F  

=1025.25×1.90 

=1947.98（万元） 

13．评估结论 

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

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得出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

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947.98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玖佰肆拾柒万玖仟捌佰元

整。 

（详见附表一“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价值计算表”） 

14．评估有关问题说明 

14.1 本评估报告评估的是评估基准日普查状态下的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

普查探矿权价值。 

14.2 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若超过一年，此评估结果无

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14.3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用于此次评估所涉及的特定评估目的和呈送矿业权

评估主管部门审查使用。未经评估委托人许可，本评估机构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

人提供或公开评估报告或相关资料。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4.4 评估假设条件 

14.4.1 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管理规定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所遵循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采选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14.4.2 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4.4.3 以现阶段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14.4.4 外聘专家中无任何现行规定不允许的与委托人或可能关联人的利害关系。 

14.5 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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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 本评估结果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

估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14.5.2 评估委托人及探矿权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矿产资源普查许可

证、地质工作总结报告等等）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4.5.3 本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附件构成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5.4 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注册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本公司

公章后生效。 

15．评估报告提交日期 

评估报告提交日期：2013 年 2 月 3 日。 

16．评估责任人 

法定代表人：方国成  

项目负责人：聂一虹  

矿业权评估师：聂一虹 

蒋正华  

 

                                       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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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附件》 

使用范围的声明 
 
《西藏山南乃东县金鲁铬铁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附件共有 7 件。本报告中

的所有附件，只能在报告中和该报告一同使用才有效，并具法律效力。附件中的所有

资料、执照、证书（复印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改作他用，违者造成一切后果

自负。 

 
 
 

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