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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矿产资源承载力及保障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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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矿产资源承载力及保障程度研究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本文在分析山东半岛矿产资源

成矿地质特点、分布及储量现状基础之上，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矿产资源矿种优势分析模型，并应用到研究区

的矿产资源矿种优势评价上。在此基础上对山东半岛五个主要地市的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及承载力进行了综合分

析，然后对研究区的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及需求进行了模型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山东半岛地区主要优势矿种为金、煤、

石墨、铜、银、滑石、饰面花岗岩矿；矿产资源承载力分为四个等级：烟台市为优等级别，潍坊市为良好级别，青岛市为一

般级别，威海市和日照市为较弱级别。能源矿产保障程度相对较好，金属矿产除金矿外，其他矿种保障程度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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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对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1-3]。矿产资源承载力是指在一个可预见的时期内，

在当时的科学技术、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矿

产资源的经济可采储量（或其生产能力）对社会经济

发展的承载能力，它是衡量一国家或区域矿产资源可

持续保障供应及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程度的重要指

标，亦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反映其区域矿产资源的

保障能力和承载能力[4-8]。

山东半岛地区是山东省发展水平最高、潜力最

大、活力最强的经济区域，该区域的发展已经提升到

国家战略，矿产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提高矿产资源的保

障能力对于加快该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及蓝色经济区

战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9-13]。当前，山东半岛地

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矿产资源承载力脆弱的矛盾、

粗放型增长方式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迫切需

要开展矿产资源承载力方面的评价研究工作，因此，

我们对山东半岛矿产资源承载力及保障程度开展了

研究，其成果可为山东半岛生态文明建设及国土资源

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1矿产资源概况
1.1 概况

山东半岛地区矿产资源在山东省占有重要的地

位，已探明的各种矿产资源，为发展山东经济和矿业

开发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

15种支柱性重要矿产都已探明储量，其中石油、铁

矿、铝土矿、金矿、钾盐、石灰岩、矿盐等矿产居全国前

10位。现已探明的保有储量列全国前10位的矿产有

58种，列全国前5位的有36种，其中金矿、自然硫、石

膏、玻璃用砂岩等8种矿产居全国第一位；石油、钴矿、

菱镁矿、金刚石等7种矿产居全国第二位；晶质石墨、

滑石、锂盐、碱用灰岩等8种矿产居全国第三位[14]。山

东半岛地区矿产资源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研究区五

大城市（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日照）中均存有多种

类型、多种规模的矿产资源。由于成矿地质背景和

地质条件的差异，在地域组合和矿种配置上也表现

出明显的差异。从图1、表1可以看出，在矿种的分布

上，烟台的矿种最多为10种，其次为潍坊7种、青岛7

种、威海5种、日照5种；煤炭主要分布于潍坊的昌乐、

烟台的龙口，金矿则分布于烟台、威海、青岛、日照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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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中，较集中分布在鲁东北部，以烟台的分布最

为广泛，矿区数量和资源储量也最多，其次为威海。

1.2 成矿特点分析

山东半岛地区矿产资源分布广且储量巨大，在

全山东省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石墨、滑石、蓝

宝石、膨润土、透辉石、硅藻土、玻璃用石英岩、玻璃用

砂等矿产是山东省特有优势矿产，储量占比为全省

的100%。金矿、银矿、铜矿和石材类饰面用花岗岩

等也是本地区的重要矿产和优势矿产。这些矿产资

源中，虽然有其独特性，但是有些在矿产资源的储量

及矿床规模上较小，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比

重较小，因此，我们主要选择下面9种相对较重要的

矿种做较详细的论述①②③。

（1）金矿。山东半岛地区的金矿资源储量位居

全国首位，为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金矿聚集区，主要

集中分布在胶西北地区。这一地区内的三条主要金

矿成矿带又集中了该区80%以上的金矿资源，分别

为三山岛-仓上金矿带、龙口-莱州金矿带、招远-平度

金矿带。该地区的矿床成矿类型主要为焦家式破碎

蚀变岩型金矿床、玲珑式石英脉型金矿床、金牛山式

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床。

①方宝明，李勇普，张增奇，等. 山东省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报告. 济南: 山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2013.
②倪振平、田京祥、李洪奎，等. 山东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报告. 济南: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山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2013.
③李洪奎，王虹，王锡亮，等. 山东省优势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济南: 山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2011.

图1 山东半岛矿产资源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Shandong Peninsula

序号
1

2

3

4

5

地区
青岛市
烟台市
潍坊市
威海市
日照市

主要分布矿种
金、铁、石墨、滑石、透辉石、饰面用花岗岩

金、煤炭、铁、铜、铅锌、石墨、滑石、透辉石、玻璃用砂
煤炭、铁、铅锌、膨润土、卤水、蓝宝石、饰面用花岗岩

金、铁、石墨、硫铁矿
煤炭、金、硫铁矿、饰面用花岗岩、萤石

表1 山东半岛地区各城市主要矿产资源分布表

Tab.1 Distribution of main mineral resources in

Shandong Peninsula



第1期 王奎峰等：山东半岛矿产资源承载力及保障程度研究 49

（2）铜矿。山东半岛地区的铜矿床（点）较多，但

规模一般较小，已有的铜矿主产矿区因经济效益、开

采条件、资源耗竭等原因，多已停产。在山东半岛地

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海阳-乳山-荣成地区（多为热液

充填脉型铜矿）、莱州-招远-栖霞地区（多为焦家式、

玲珑式或金牛山式金矿伴生铜矿）及五莲七宝山地

区。成矿类型上，该地区的矿床成因类型主要为热液

裂隙充填型、陆相火山热液型、似层状热液交代型 [15]。

（3）石墨。本区石墨矿是我国晶质石墨矿床典

型产区之一，石墨矿主要分布于胶东地区的平度市、

莱西市、莱阳市、牟平市、文登市。地质构造上主要

分布在鲁东隆起胶北隆起及胶南文威造山带，以胶

北隆起区为主。矿床形成经历了沉积成岩作用和区

域变质作用两个阶段，故矿床成因类型为变质沉积

型石墨矿床。

（4）滑石。滑石矿是山东省内一种优势矿产资

源，本区赋镁碳酸岩热液交代型滑石是全国有代表

性的矿床。主要分布于鲁东隆起区内的烟台栖霞、

莱州、海阳，青岛的平度等地。

（5）蓝宝石。蓝宝石是宝石级刚玉晶体。潍坊

昌乐所产蓝宝石以其晶体颗粒大，颜色鲜艳、透明和

硬度大而远近驰名，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大的蓝宝石

矿床，潍坊昌乐地区包括方山、乔山、邱佳河原生矿

成矿区及五图、北岩砂矿成矿区。

（6）膨润土。膨润土主要分布于烟台市所辖的

莱阳、青岛市所辖的莱西、潍坊市所辖的高密、安丘、

青州等。在构造位置上，主要发育在沂沭断裂带北

段东西两侧的中、新生代陆相火山-沉积盆地中。

（7）煤炭。山东半岛的煤炭主要为古近系五图

群煤系地层，煤炭储量占比不算太大，主要分布在龙

口黄县煤田和昌乐五图煤田[16]。

（8）饰面用花岗岩。饰面花岗岩是优质的饰面

石材，质地优良、品种繁多，主要分布于

栖霞、乳山、五莲、莒县等地。

（9）银矿。多数分布在沂沭断裂带

以东的胶北地区，主要是招远、栖霞及

荣成，烟台莱州、福山及牟平的银矿，主

要为其他金属矿种的伴生矿，独立银矿

的矿床类型均为热液型银矿。

2矿产资源矿种优势分析

山东半岛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矿种

类别较多，在做矿产资源承载力评价的过程中，不可

能面面俱到，全部囊括，必须选择优势矿种及重要矿

种来评价，同时，还要考虑整个地区涉及矿种相关资

料数据的获取程度。笔者通过搜集整理山东省矿产

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和山东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等相

关项目的资料，最终选择了该区域的金矿、煤矿、银

矿、铜矿、石墨、滑石、饰面用花岗岩7种主要矿产资

源来对该区域的优势矿产资源进行分析排序。

山东半岛矿产资源优势分析，我们采用层次分

析法（AHP法）来进行。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为递

阶层级结构原理，两两比较标度与层次排序原理。

所谓矿产资源优势，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综合矿产资源的赋予条件、开发条件和经济社会效

益等方面的优势反映，是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

相互耦合作用的结果[5, 17-19]。综合考虑山东半岛矿产

资源的成矿地质及储量开发利用特点，选择了资源

赋存条件、内部开发条件、外部开发条件、经济社会

效益4个方面作为其优势评价的二级指标，其中，资

源赋存条件是基础和前提，内部开发条件是主导和

决定性条件，而资源能否开发利用则取决于外部开

发条件及经济社会效益。每个二级指标又选择了相

应的三级指标作为评价指标。综合以上原则，我们

建立了矿产资源优势排序的层次结构模型（图2）。

其次，对所得选择金矿、煤矿、银矿、铜矿、石墨、

滑石、饰面用花岗岩7种主要矿产资源来进行优势分

析与排序。根据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骤，建

立评价分析模型，然后建立判断矩阵，进行判断矩阵

一致性的检验，确定各二级、三级评价指标的权重，

进行层次排序，最后针对7个矿种进行各指标综合权

重的层次总排序。此过程采用Yaahp V7.5版本的层

次分析法辅助软件来完成，具体过程在此不再叙述，

软件评价模型及各指标层权重计算结果及排序结果

图2 矿产资源优势评价层级分析模型图

Fig.2 Hierarchical analysis model of the mineral resources

advantag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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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3、表2。

优势矿产资源的排序结果，从图3及表2中可看

出，山东半岛地区五个主要城市的主要固体矿产资

源的优势排序顺序是：金矿、饰面用花岗岩、煤矿、银

矿、铜矿、石墨、滑石矿。排序结果基本上反映了山

东半岛地区矿产资源的实际情况。

3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及承载力综
合分析

本文主要对山东半岛地区五地市的7种主要矿产

资源的潜在价值进行测算。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实质上

是对某种探明的可利用矿产资源按其初级产品价格折

算的价值，从宏观层次上反映和测算一个研究区域的矿

产资源实力和潜力[5]。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的测算，是对

区域矿产资源潜力和未来开发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及资源经济承载力的概略评估，它不仅能反映矿产

资源丰度的大小，而且能反映该区域未来矿产资源

开发的经济效益规模，为分析和评价矿产资源开发

对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贡献提供依据，同时也可为

资源承载力评价区划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6-8，17，20-22]。

3.1潜力分析方法

（1）潜在价值测算公式

V=R×P×G×K （公式1）

式中：V为矿产资源潜在价值；R为矿产储量；P

为矿产品价格；G为品位调整系数；K为统一计算单

位系统④。

（2）计算参数的选取原则

1）矿产储量（R）：本次计算数据采用山东省矿产

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国情大调查项目中，截止2009年

底山东半岛五地市 7种主要矿产资源的保有储量。

2）矿产品价格（P）。矿产品价格选用最

新的原矿产品的最新市场价格作为计

算参数。3）品位调整系数（G）：品位变

化系数是单位矿产储量与单位矿产品

之间的品质换算系数，其换算公式为：

品位调整系数＝矿产储量平均品位÷单

位价格的矿产品品位。4）统一计算单

位系数（K）：矿产品价格的单位统一规

定为元/吨，采用统一单价系数进行预

处埋。若矿产储量单位是吨，则 K 为

0.000 000 01，若矿产储量单位是千吨，

则K为0.000 01，若矿产储量单位是万

吨，则K为0.0001，若储量单位是亿吨，

则K为1。

3.2 矿产资源潜在价值与承载力综合

分析与评价

从表 3、图 4、图 5 可以看出，截至
表2 山东半岛地区7种主要矿产资源优势分析排序表

Tab.2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of 7 kinds of main mineral resources in Shandong Peninsula

指标及
权重矿种

金矿
煤矿
石墨
铜矿
银矿
滑石

饰面用花岗岩

B1
0.1225

C11
0.5390
0.4998

0.0394

0.0859

0.0572

0.0571

0.0891

0.1714

C12
0.1638
0.5652

0.0694

0.0596

0.0513

0.0707

0.0480

0.1358

C13
0.2973
0.5556

0.0915

0.0552

0.0566

0.0586

0.0392

0.1433

B2
0.2272

C23
0.3119
0.4262

0.1492

0.0641

0.0671

0.0784

0.0451

0.1762

C22
0.1976
0.4857

0.0570

0.0534

0.0945

0.0972

0.0599

0.1522

C21
0.2973
0.5408

0.0496

0.0375

0.0766

0.0766

0.0413

0.1777

B3
0.2272

C33
0.1593
0.4332

0.1073

0.0690

0.0751

0.0773

0.0466

0.1914

C31
0.5889
0.4170

0.1599

0.0445

0.0914

0.0978

0.0443

0.1450

C32
0.2519
0.4412

0.1233

0.0624

0.0760

0.0784

0.0449

0.1738

B4
0.4231

C41
0.5485
0.5471

0.1466

0.0477

0.0639

0.0654

0.0319

0.0972

C42
0.2106
0.4862

0.2007

0.0490

0.0830

0.0967

0.0333

0.0511

C43
0.2409
0.4776

0.1392

0.0589

0.1034

0.1109

0.0435

0.066

综合
权重

0.4925

0.1240

0.0535

0.0765

0.0812

0.0437

0.1285

排

序

1

3

6

5

4

7

2

④李新玉，贾文龙，孟旭光，等.山东省矿产资源优势转化战略研究报告.济南:山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2010.

图3 基于AHP的山东半岛矿产资源优势评价分析图

Fig.3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Shandong

Peninsula based on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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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山东半岛地区五地市7种主要矿产资源保

有资源储量潜在价值总量高达1 247.89亿元。山东

半岛地区五地市7种主要矿产资源保有储量的潜在

价值、单位面积潜在价值、人均潜在价值排序均为烟

台、潍坊，青岛、威海、日照。其中，烟台市的潜在价值

量最大高达 687.24亿元，人均潜在价值为 9 581.91

元，排序均为山东半岛地区首位，主要归功于烟台市

金矿资源储量巨大且龙口煤田具有可观的煤炭储

量，而其它地市基本无煤炭产出。潍坊市属第二位，

潜在价值为298.53亿元，人均为3 260.73元，得益于

潍坊市五图煤田一定的煤炭储量。

综合山东半岛地区 7个主要矿种（金、煤炭、石

墨、铜、银、滑石、饰面花岗岩）的矿种优势分析和五个

地市的矿产资源潜在价值承载力分析，得出山东半

岛地区五个地市的矿产资源承载力的等级划分为四

个等级，分别为：烟台市为优等级别，潍坊市为良好

级别，青岛市为一般级别，威海市和日照市潜在价值

量差不多，统一归并到较弱等级，如图6所示。

4矿产资源保障程度及需求预测
矿业对山东全省及山东半岛地区的国民经济发

展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山东半岛地区的矿产资源

形势不容乐观，开采几十年的老矿山有些资源渐渐

枯竭，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特别是一些重要支柱性

矿产开发量大，储量不足，面临严重的缺口和危机，

开展矿产资源保障程度和需求预测研究就愈发重

要，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4.1能源保障能力

山东半岛地区主要能源矿产包括煤炭、石油、天

然气、地热和油页岩，主要分布在潍坊市和烟台市境

内，其余地区分布较少。在计算研究区现阶段的能

源总量上，我们搜集了山东半岛地区的相关能源矿

产资源统计数据[23]，利用能源转换参数将各类能源转

为标准煤的形式（表4）。

通过搜集整理2006—2012年的山东省统计资料

及各地市统计年鉴，2005年至2011年山东半岛五地

市的GDP总量由7 775.7亿元增加至18 389.29亿元，

增加幅度136.5%，2005年能源消耗折合标准煤0.86

亿 t，到2011年跃升至1.56亿 t，五年间增长了81.39%

（表5、6、7及图7、图8）。

4.2能源需求预测分析

由于山东半岛各种矿产资源的历年储量统计数据

较难获取，我们搜集整理计算了山东半岛整个地区现

图4 山东半岛五地市矿产资源潜在价值柱状图

Fig.4 Potential value histogram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five cities of Shandong Peninsula

地区

青岛市
烟台市
潍坊市
威海市
日照市

土地总
面积（km2）

10903

13746

15699

5436

5310

总人口
（万人）
879.51

697.57

915.53

280.10

281.89

潜在价值
（亿元）
195.68

687.24

298.53

33.98

32.46

排序

3

1

2

4

5

单位面积
潜在价值（万元）

179.47

499.96

190.16

62.51

61.13

排序

3

1

2

4

5

人均潜在
价值（元）
2224.88

9851.91

3260.73

1213.14

1151.51

排序

3

1

2

4

5

表3 2009年山东半岛地区五地市7种主要矿产保有储量潜在价值表

Tab.3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he main 7 kinds of mineral reserves in Shandong Peninsula five cities in 2009

图5 山东半岛五地市矿产资源潜在价值

与单位面积潜在价值对比图

Fig.5 Mineral resources potential value and unit area

potential value comparison among the five cities in

Shandong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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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能源总量及各地市总的能源消耗量及GDP数

据，从经济角度的宏观发展趋势上，统计预测未来山东

半岛的能源保障及需求状况[24, 25]。预测工作，以地区生

产总值（GDP）和能源消耗总量为主要计算指标，采用

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测算估

计。经过回归分析的拟合测

算，并考虑能源的实际需求

分析情况，我们采用指数方

程预测模型和幂函数方程预

测模型来对该地区的能源需

求进行预测评价。

（1）幂函数方程预测模型

同样根据历年资料，经

过数理统计分析，获得幂函

数方程预测模型（图9）：

y= -0.8289x0.3097

R2 = 0.9768（公式2）

据公式2对研究区将来

的能源消耗量进行预测，预

测结果如表8。

（2）指数方程预测模型

根据历年资料，经过数

理统计分析，获得指数方程

预测模型（图10）：

y = 0.8159e0.0982x

R2=0.9784（公式3）

据此公式对研究区将来的能源消耗量进行预

测，预测结果如表9。

通过两种预测方法的结果，可以看出，评价研究

区的能源储量到2043年或者2028年就会消耗完毕，

图6 山东半岛矿产资源承载力评价图

Fig.6 Evalu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of Shandong Peninsula

青岛

烟台

威海

日照

潍坊

总计

2005

2695.82

2012.46

1169.77

426.50

1471.17

7775.72

2006

3206.58

2405.75

1368.53

505.87

1720.88

9207.61

2007

3786.5

2880.0

1583.5

629.6

2056.0

10 936.0

2008

4436.2

3434.2

1780.3

773.2

2491.8

12916.0

2009

4853.9

3701.8

1733.2

864.7

2707.2

13861.0

2010

5666.2

4358.5

1944.7

1025.1

3090.9

16085.0

2011

6615.60

4906.83

2110.95

1214.07

3541.84

18389.29

年份
地市

表5 山东半岛五地市历年GDP总量（亿元）

Tab.5 The past years total GDP in the five cities of

Shandong Peninsula

能源

煤

石油

天然气

油页岩

地热

总计

单位

t

t

m3

t

J

—

资源量

671 489 400

2 375 780 000

18 814.46×108

478 055 000

12.454×1018

—

折算系数

0.714 3 kg标准煤/kg

1.428 6 kg标准煤/kg

1.33 kg标准煤/m3

0.170 8 kg标准煤/kg

0.034 12 kg标准煤/百万 J

—

转换量
（亿 t标准煤）

4.80

33.90

25.0

0.80

4.25

68.75

表4 研究区能源折算统计表

Tab.4 Energy conversion of the study area

青岛
烟台
威海
日照
潍坊
总计

2005

0.99

0.95

1.04

1.84

1.40

7.54

2006

0.95

0.91

1.02

1.80

1.37

7.32

2007

0.9

0.87

0.97

1.90

1.30

7.15

2008

0.85

0.81

0.90

1.81

1.21

6.71

2009

0.80

0.77

0.85

2.40

1.13

7.02

2010

0.77

0.74

0.81

2.32

1.08

6.74

2011

0.71

0.69

0.79

1.84

1.02

5.05

年份
地市

表6 山东半岛五地市历年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Tab.6 The past years GDP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five cities of Shandong Peninsula

青岛
烟台
威海
日照
潍坊
总计

2005

2668.86
1911.84
1216.56
784.76
2059.64
8641.66

2006

3046.25
2189.23
1395.90
910.57
2357.61
9899.56

2007

3407.87
2505.57
1535.95
1196.20
2672.83
11318.41

2008

3770.76
2781.69
1602.31
1399.39
3015.09
12569.24

2009

3883.10
2850.38
1473.21
2075.18
3059.17
13341.04

2010

4362.97
3225.26
1575.21
2378.19
3338.19
14879.81

2011

4697.1
3385.7
1667.7
2233.9
3612.7
15597.1

年份
地市

表7 山东半岛五地市历年能源消耗（万吨标准煤）
Tab.7 The past years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five

cities of Shandong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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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保障能力一般。

4.3其它矿种矿产保障能力分析

受资料掌握程度及历年数据不完善的影响，对其

它矿产采取全省范围定性分析评价的方法进行论述。

铁矿：2007 年铁矿石产量 1 564 万吨，消费量

4 841万吨，省内铁矿石产量仅为消费量的18.83%。

铁矿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多属贫矿，开发利用难度

大，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仍将进一步提升。据预测，

2015年铁矿石产量 2 300万吨，消费量 6 500万吨；

2020 年铁矿石产量 2 500 万吨，消费量约 7 000 万

吨。80%的铁矿石需依靠外省调入或进口。

金矿：按2007年50.39吨黄金生产能力，保有金

矿储量仅能满足15年左右的生产需求，2010年以前

金矿储量能够满足生产需要。根据全省黄金行业需

求量的统计数据，预测2015年黄金产量约为70吨，

2020年黄金产量约为75吨左右。

铜矿：据山东省矿产储量统计，2007年铜采出量

金属量为5万吨，而精炼铜产量为46.75万吨，表明山

东省的铜矿资源量及矿石开采量远远不能满足需

求。山东省铜矿成矿条件差，探明储量少，今后估计

也难以有大的突破，将长期依靠省外调入或进口，承

载能力较弱。

石墨矿：据山东省优势矿产资源战略研究报告

中所示，自 2001年以来，石墨年产量一直呈下降趋

图7 研究区历年GDP与能耗曲线分布图

Fig.7 Distribution of GDP and energy consumption

curve in the study area

图8 研究区各地市历年万元能耗分布图

Fig.8 Distribution of ten thousands Yuan RMB

energy consumption over the years in the study area

图9 山东半岛能源消耗幂函数方程预测模型图

Fig.9 Energy consumption power function equation

prediction model of Shandong peninsula

年份

2012

2016

2020

2024

2028

2032

2036

2040

2043

当年能源消耗量
（亿 t标准煤）

1.578298

1.789471

1.956222

2.096192

2.217959

2.326414

2.424639

2.514716

2.577833

累计能源消耗量
（亿 t标准煤）

1.578298

8.437823

16.02291

24.20446

32.89843

42.04501

51.59905

61.52509

69.19625

表8 基于幂函数方程的研究区能源消耗预测表

Tab.8 Energy consumption forecast in the study area

based on power function equation

图10 山东半岛能源消耗指数方程预测模型图

Fig.10 Energy consumption exponential equation

prediction model of Shandong peninsula

年份

2012

2016

2020

2024

2028

当年能源消耗量
（亿t标准煤）

1.789 858

2.650 999

3.926 453

5.815 557

8.613 550

累计能源消耗量
（亿t标准煤）

1.789 858

10.996 730

24.633 220

44.830 540

74.745 230

表9 基于指数方程的研究区能源消耗预测表

Tab.9 Energy consumption forecast based on

exponential equationin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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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2004-2007年间，由于年开采水平很低，石墨保有

储量变动幅度较小，储采维持平衡，如果矿石年采量

能够继续保持目前水平则新增资源量能够抵消开采

量的消耗，并且能够实现石墨保有资源储量有一定

幅度的增加，其后续承载力较高。

5结论与分析
（1）山东半岛是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和文化中心，

但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的后续承载力不足，通过对

该区域矿产资源成矿地质条件、矿种分布及储量现

状分析，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矿种优势分析评

价模型，并应用到研究区域，评价结果良好，符合实

际情况。

（2）在矿产资源矿种优势评价分析基础之上，建

立了山东半岛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评价模型方程，对

研究区五地市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进行了计算分析，

并基于此对山东半岛矿产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综合评

价和分级。山东半岛五城市中，烟台市矿产资源承

载力最高，为优秀级别，潍坊市承载力良好，青岛市

承载力为中等，日照和威海市为承载力较弱级别。

（3）对山东半岛研究区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

地热和油页岩等能源矿产进行了消耗与供给分析，

并建立基于幂函数方程和指数方程的能源需求预测

保障程度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的能源保障能力一

般，其它金属矿产的保障能力较弱，金矿由于近年来

的矿山外围及深部挖潜能力的力度，探明资源量不

断增加，其保障能力稳中有增。

（4）山东半岛地区的发展重在资源环境与社会

经济的协调发展，不能顾此失彼。只追求经济发展，

忽视生态环境保护是不可行的，而单纯地保护资源

环境不发展经济缺乏实际性。因此，寻求合理的发

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环境效益，才是资源可

持续发展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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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aleontological fossi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plan
in Yantai district of Shangdong Province

LI Shou-jun1, WANG Li-li1, HAN Zhen-yu1,2, WANG Xiu-jing1, TIAN Chen-long1,

LIU Qiang1, CUI Xiao-hui1, WAN Yun-peng1

(1.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China;

2.The Yantai City Land Resources Bureau,Yantai Shandong 264003,China)

Abstract: To operationalize the Regul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Fossils，raise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f

fossils, facilitate th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fossils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ologic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antai, first of all, data collection andfield investigation were

conducted, specific to identification results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ossils.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fossils form Proterozoic to Cenozoic age was obtained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n accordance with fossil types,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profile types,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ject affects,the ranking system for grading natural reserves of fossils was made and 5 key

protective areas, 6 secondarily protective areas and 17 general protective areas were established in Yantai region.

Besides, the classification for protection of the fossils was put forward.

Key words:Yantai area; paleontological fossil; protection grade; protection scheme

Study on the mineral resource carrying capacity and protection degree
in Shandong Peninsula

WANG Kui-feng, HAN Xiang-yin, WANG Yue-lin, LIU Yang

(Shandong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ciences, Shandong Key Laboratory of Geological Proces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Metallic Minerals, Key Laboratory of Gold Mineralization Proces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Subordinate to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 Jinan 250013, China)

Abstract: Mineral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and security resear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of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re-forming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istribution, reserves of the status quo of Shandong peninsula, the authors set up the mineral advantage analysis

model b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applied to the research area, then, building the forecasting

analysis model to evaluate the mineral resources guarantee ability and the demand for the study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e advantage mineral kinds of Shandong peninsula is gold, coal, graphite, copper, silver, talc, granite

mine. Mineral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is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Yantai city is first rate,Weifang city is

secondary rate, Qingdao city is tertiary rate, Weihai and Rizhao cities are poor rate. Energy mineral resources

security is relatively good, metal mineral in addition to the gold mine, the other minerals security level is low.

Key words: mineral resource carrying capacity; Shandong peninsula; protection degree; AHP; prediction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