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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发展定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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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新形势下地质工作的需要，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的发

展应做好职能定位、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促进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和谐、健康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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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

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

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这是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国家实物地质资

料馆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要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建设的

新思想来研究国家馆如何适应社会公众对实物地质

资料社会化服务的新期待，把着眼点放在社会公众

期待什么样的实物地质资料馆上。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地质工作发展的战略

机遇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地质工作发表重

要讲话，并作出重要指示，对做好新形势下地质

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 [1]。工业化、城镇

化的快速进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空前强烈的需

求。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全面部署，把地质

勘查工作进一步向深部、向西部地区进行了拓展。

同时，海洋地质调查、极地考察、大陆科学钻探

和境外地质勘查等工作的蓬勃发展，为地质事业

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02 年，为加强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国务院颁布实施《地质资

料管理条例》，将实物地质资料纳入国家统一管理

范畴。2008 年，《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以国土

资发〔2008〕8 号文发布实施，我国实物地质资

料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实物

地质资料馆作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部门，一

定要按照新时期地质工作的发展要求，理清思路，

明确定位，为地质工作的快速发展作出贡献。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基

本性质决定了其对于加强地质文化建设必须有所

作为。同时，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作为地质领域

专业性资料馆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对于促进地质

工作必须有所作为。因此，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必须准确定位，正确处理好基本性质和特殊性质

二者之间的关系，确定发展目标，提出保障措施，

通过制订发展规划，统一思想，协调行动，保持

和谐、健康和稳定发展。

一、职能定位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的职能定位是立馆之本。

按照《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和《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办法》的规定，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的行政管理和

馆藏管理实行分级责任制。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承担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管理和服务工作。

立足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的深刻内涵、面临的发

展机遇和担当的重要职责，可以将其职能简要概

括为“保管、服务、研究、交流”八个字。

1. 保管

保管是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的基本职能。一方

面，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不是单纯的岩心、标本、

光薄片等实物地质资料库，而是集保管、数字化、

产品开发、成果集成、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实物地

质资料馆藏机构。另一方面，按照分级管理责任，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属于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

藏机构，负责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的收集、整理、

保管、利用、研究，为上级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和

技术支撑，并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

2.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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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是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的发展目标。国家

实物地质资料馆自 2000 年建馆之初，就担当起为

我国地质工作提供公益性服务的重任，并逐渐发

展成为我国实物地质资料行业的领头羊。近年来，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在注重实物地质资料采集工

作的同时，在公益性服务方面，不仅提供现场取

样、网上目录发布，而且逐步探索开展成果集成、

产品研发等深层次的服务利用工作。作为国家级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不仅仅是为国家保管实

物地质资料，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深入开展研究工

作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为地质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发挥作用，在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和服务内

容等方面大胆创新，努力提高服务能力、服务效

果和服务水平。

3. 研究

研究工作是提升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水平和

地位的重要标志。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作为国家

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具有丰富的馆藏资源，

开展综合研究具有资源优势。因此，结合国家实

物地质资料馆的馆藏资源优势和人才队伍状况，

应当大力开展常态化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与

技术方法研究，为地质资料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决

策支持和技术支撑，引领省级和地勘单位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工作，推动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

作迈向新的台阶。

4. 交流

交流是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作为社会公共服

务机构的重要职能。作为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

藏机构，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有责任、也有能力

作为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领头羊，针对公益

性服务的需求，通过组织召开学术交流会，举办

管理技术培训班，以及组织成立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方面的学会或协会，主办学术期刊等，促进全

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发展方向

基于上述职能定位，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发

展方向可以概括为：全面履行国家级实物地质资

料馆藏机构的职责，建立完善的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服务体系，逐步建成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的保管

服务中心、方法研究中心、数据信息中心、交流

合作中心和科普教育中心，努力成为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2]。

1. 保管服务中心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收集保管的是经过地学

专家精心筛选的涵盖构造地质学、矿物学、岩石

学、矿床学、地层学、古生物学和深部地质学等

学科的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具有代表性、典型

性、特殊性和系统性，能够反映我国区域地质条

件、重大地质工作成果和最新研究进展，展现特

殊地质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保管意义和开发利

用价值。根据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

的要求，努力使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成为全国实

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的主节点，向社会提供公益

性服务，同时为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提供决策

支持与技术支撑。

2. 方法研究中心

实物地质资料统一汇交管理从无到有，需要

管理体系、制度体系，技术方法和技术标准体系

的保障。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实现标准化和信息

化，有利于管理的统一、质量的统一、数据的统

一和平台的统一，有利于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的共

享，有利于实现集群化、产业化。研究制订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相关标准是推进实物地质资料管理

工作的重要任务。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作为全国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领头羊，必须发挥其多

方面优势，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工作实践，开展研究工作，建立并不断完善

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技术方法体系。另外，

为满足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服务的需要，国家实物

地质资料馆需要不断探索研究和推广新技术、新

方法。例如，易风化、易潮解等特殊实物地质资

料的保护技术，岩心扫描与标本立体照相及地质

信息识别技术，虚拟岩心库与数据共享技术方法

等，不断推进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标准化和信息化。

3. 数据信息中心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汇集了全国实物地质资

料从汇交、整理、数字化、保管到服务全过程的

数据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已向国家或省级实

物地质资料馆汇交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还包括

履行汇交义务后由汇交人（或地勘单位）保管的实

物地质资料信息。作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

群化产业化的主节点和国家地质资料数据中心的

分中心，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保管储存着全国实

物地质资料目录和重要数据信息，负责全国实物

地质资料信息产品发布，向社会提供实物地质资

料数据信息服务。

4. 交流合作中心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是国家开展实物地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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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对外交流合作的窗口。作为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机构，其代表着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最

高水平，无论是基础设施、技术装备，还是业务

能力、管理水平，都应该是国内一流的。国家实

物地质资料馆除代表国家保管国家级实物地质资

料外，还保管来自境外的重要实物地质资料。为

了不断提高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水平，有必要

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建立交流合作机制和平台。

主要包括：与各省（区、市）以及不同行业和地勘

单位之间的交流合作；与成果地质资料和原始地

质资料馆藏机构的交流合作；与各类地质博物馆

以及地质公园等的交流合作；与北京大学、中国

地质大学和华北科技学院等大专院校的交流合作；

以及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机

构的交流合作等。

5. 科普教育中心

2011 年，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被正式批准为

科技场馆类国土资源科普基地 [3]。获得正式命名以

来，国家馆按照科普基地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完善

了基础设施条件，丰富了科普资源，已经形成了集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地球资源展厅、大型地质标

本园及地学科普长廊于一体，科普资源丰富、特色

鲜明的科普基地。2011 年社会各界参观人次累计

达到近万人次，已成为京郊重要的科普活动场所和

传播地质文化的重要阵地。今后，国家实物地质资

料馆应按照科普基地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科普

工作体系和制度，丰富科普资源，加大科普设施投

入，提高深挖科普资源的能力，利用先进的科技手

段，把实物地质资料科普工作向高端延伸，建成国

内一流的地学科普基地，成为传播地质文化、实现

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的重要窗口。

三、目标定位

资料馆的目标定位是重中之重。中国地质调

查局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地质调查局的远大目标，

全国地质资料馆也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地质资料

馆的奋斗目标，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也理应把建

设世界一流实物地质资料馆作为自己的宏伟目标。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创建世界一流，至少应该涵

盖一流的馆藏、一流的设施、一流的队伍、一流

的服务等几个方面。

1. 一流的馆藏

一流的馆藏是一流资料馆建设的主要标志。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以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收集

保管为重点，包括了地质大调查、典型矿床、“金

钉子”剖面、大陆科学钻探和古生物化石等重要实

物地质资料，以其丰富而独特的馆藏毫不夸张地

成为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截至 2011 年底，国

家馆已汇集了包括大陆科钻岩心在内的近 20 万米

国家级典型岩心、近 100 座重要矿山的大型矿石

标本、近 5 万片薄片和 2 个“金钉子”剖面实物地

质标本等 [4]。2012 年 4 月，国家馆正式接收了一

批采自非洲厄立特里亚的变中基 - 中酸性火山岩、

变 - 中酸性侵入岩、矽卡岩、铜矿石、高岭土等

岩矿石系列标本，这是国家馆正式接收的首批境

外实物地质资料，将为我国境外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工作提供宝贵材料 [5]。面向未来，着眼发展，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应该按照新时期地质工作的

实际需要来统一规划，增加馆藏资源，继续把国

家级地质矿产岩心作为收藏重点，兼顾其他重要

地学学科的实物地质资料，充分开发利用互联网

及虚拟岩心库等资源，形成合理、科学、完整的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体系。

2. 一流的设施

一流的设施是一流资料馆建设的重要保证。国

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于 2004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主

要设施包括实物地质资料库、控制室、接待室和

报告厅等。虽然具备了基本的实物地质资料保管

服务功能，但已不能满足新时期地质工作发展的

需求。因此，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筹划建设以

特殊实物地质资料库为主体二期工程，完善基础

设施，以便提升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的接收、保

管和服务能力。

3. 一流的队伍

一流的队伍是一流资料馆建设的核心所在。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业务能力和职

业道德直接关系到资料馆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关系到资料馆的长远发展。因此，对国家实物地

质资料馆来说，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通过引进、聘请专业人才和接收大学毕业

生等途径，调整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增强专业技

术力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采取培训、学历教

育等途径，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与创新

能力；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有利于发

挥业务人员潜能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

在全面提升业务人员素质基础上，着力培养技术

骨干，造就一批适应实物地质资料管理需要、富

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和国内外知名的带头人；

建立督促激励机制，完善业务人员考核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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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分配奖励办法，提高岗位定酬、业绩定酬比

例，向关键岗位和骨干人员倾斜。

4. 一流的服务

一流的服务是一流资料馆建设的重要体现。

为了实现社会化服务的目的，国家实物地质资料

馆应切实加强成果集成和产品开发，强化社会服

务，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手段，凸现服务效

果。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筛选技术规程研究，确保

筛选出来的实物地质资料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特殊性和系统性。着力打造由科学钻探、“金钉子”

剖面等构成的“精品”系列，并确立代表国家实物

地质资料馆的“标志性”藏品。依托现有馆藏资源，

着力开发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服务产品—如

中国典型矿床、青藏高原区域地质调查实物成果

集成与数字化成果、中国重要地层剖面标本数据

库、全国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和全国地质钻

孔基本信息数据库等。深入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政策与技术方法研究，成为上级管理部门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机构，并为全国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管理工作发挥更加有力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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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Position of National Physical Geological 
Library of China

LIU Xiang-dong, ZHANG Li-hai, YANG Gui-sheng, WANG Bin
National Geological Sample Center, Beijing 10114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the geological work,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hysical Geological Library should be focused on functional position,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arget orientation.It can 
promote the harmonious,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hysical Geological Librar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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