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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迫切需求ꎬ ２０１１ 年国家组

织实施整装勘查工作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ꎬ 国土资源部经过反复论证ꎬ 批准设立

了 １０９ 个整装勘查区ꎮ 为了充分发挥地质资料对整装勘查工作的信息支持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深入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

化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服务的通知» (国土资厅发 〔２０１２〕 ４５ 号)ꎬ 要求

各省 (区、 市)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积极主动开发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产品”
“将整装勘查区和重点成矿区带内的重要成果、 原始地质资料等信息分别集成

为资料包ꎬ 并采取主动上门服务和召开产品推介会等方式向承担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任务的单位提供资料包服务”ꎮ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作为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ꎬ 积极响

应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ꎬ 在中国地质图书馆和四川省国土资源

资料馆、 青海省国土资源博物馆的协助下ꎬ 开展了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集成研究与示范工作ꎮ 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是: 以整装勘查区为单元ꎬ
以地质工作项目为前导ꎬ 全面梳理汇总历年开展的基础地质调查、 矿产资源

勘查、 物探化探遥感地质调查以及地质科研项目ꎬ 收集整理取得的成果地质

资料、 原始地质资料和文献资料ꎬ 清理各种实物地质资料ꎬ 开发地质资料信

息集成系统ꎬ 制作数据包ꎬ 总结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技术要求与工作方法ꎻ
选择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和青海省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开展信息集成与应

用示范ꎬ 进而完善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技术方法ꎬ 在全国推广

应用ꎮ
该项工作成果完成人主要包括中国地质图书馆王海华、 马冰、 周峰、 李

逸川ꎬ 青海省国土资源博物馆黄朝晖、 张开成、 乔强、 王红英、 王雪力、 刘

建华、 张文君、 张钟月ꎬ 以及四川省国土资源资料馆苏白燕、 罗进、 雒余飒、
梁成云、 尹国龙ꎮ

根据该项工作成果ꎬ 撰写了本书ꎮ 全书共分 ４ 章: 第一章介绍整装勘查

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总体思路与工作流程ꎻ 第二章介绍整装勘查区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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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信息收集与数据组织方法ꎻ 第三章介绍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集成系统开发与数据包制作方法ꎻ 第四章介绍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和青

海省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与应用示范工作成果ꎮ
因笔者水平所限ꎬ 本书难免有偏颇或不妥之处ꎬ 敬请指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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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集成总体思路与工作流程

第一节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的基本原则

一、 信息集成及主要任务

信息集成 /集成平台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是指系统中各子系统

和用户的信息采用统一的标准、 规范和编码ꎬ 实现全系统信息共享ꎬ 进而可实现相关用户

软件间的交互和有序工作ꎮ 一般来说ꎬ 信息集成是一种使相关的多元信息有机融合并优化

使用的理念ꎮ 它不是信息的堆积或信息载体的物理堆积ꎬ 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分散的信

息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ꎮ 因此ꎬ 信息集成也叫信息重组ꎮ
信息集成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用户的需求ꎬ 将密切相关的信息资源组合在一起的过程ꎮ

通过这种组合可以提供用户方便快捷的检索工具和友好亲切的检索结果ꎻ 通过这种组合能

够全面反映信息之间的联系ꎬ 便于相关信息的对比研究ꎮ 信息集成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ꎬ
其采用的先进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ꎬ 包括数据库、 地理信息系统、 网络及多媒体等各种

手段ꎬ 将各类信息聚合集成ꎬ 搭建一个多功能、 全方位ꎬ 实现信息共享的信息集成系统ꎬ
向用户提供服务ꎮ

二、 信息集成的基本原则

对一定区域地质工作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ꎬ 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

和统一标准ꎬ 进行有组织、 标准化的整理汇聚ꎬ 形成一套信息资源丰富的数据集成工作

流程ꎮ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的基本原则如下:
———标准化和规范化原则: 信息集成工作应遵循国际和国内地学、 图书馆学、 资料档

案以及信息技术的国家及行业标准ꎮ
———示范性原则: 数据集成应遵循示范性原则ꎬ 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数据集成示

范ꎬ 为后续推广利用奠定基础ꎮ
———易用性原则: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所形成的成果应为普通用户能快速使用ꎬ 通

过集成后得到的数据包用户能方便地获取所需的地质资料信息ꎮ
———可持续性原则: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ꎬ 也不是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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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 而是应当以研究信息集成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为重点ꎬ 以示范区资料集成为出发点ꎬ 不

断完善集成方法和管理策略ꎬ 为集成后的地质资料可持续利用提供保障ꎮ

第二节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集成的总体思路与工作流程

一、 信息集成的目的

所谓整装勘查是指打破传统分阶段、 分专业组织地质调查的工作模式ꎬ 在同一构造成

矿区带上ꎬ 对同一构造单元的成矿集中区ꎬ 按照科学规划、 统一部署的原则ꎬ 组织地质勘

查单位和矿业企业ꎬ 集中人力、 财力、 物力等各方面力量ꎬ 联合开展物探、 化探、 钻探等

工作ꎬ 力争实现找矿重大突破发现和评价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型或特大型矿产地ꎮ
为此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ꎬ 国土资源部经过反复论证ꎬ 批准设立了 １０９ 个整装勘查区ꎮ

这些勘查区大多以往工作程度比较高ꎬ 找矿前景比较好ꎮ 科学部署和有效实施整装勘查工

作ꎬ 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成果和各种资料ꎬ 才能降低勘查风险和找矿成本ꎬ 提高找矿效

果ꎮ 然而ꎬ 受目前我国地质资料管理服务水平限制ꎬ 利用这些资料还存在不少困难ꎮ 首

先ꎬ 每个整装勘查区的以往地质工作类型多样ꎬ 除了矿产勘查外ꎬ 还有基础地质调查、 物

探化探遥感地质调查以及地质科研等ꎻ 所产生的地质资料类型也是多种多样ꎬ 除了成果地

质资料和原始地质资料外ꎬ 还有岩心、 标本、 样品、 光薄片等实物地质资料以及专著、 论

文等文献资料ꎮ 其次ꎬ 这些地质资料分散保管在全国地质资料馆、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省 (区、 市) 地质资料馆以及地勘单位、 科研院所、 地

质院校等单位ꎬ 因此查看利用非常不便———不仅耗时费力ꎬ 而且很难获得全面完整的地质

资料信息ꎮ
基于这种情况ꎬ 以整装勘查区为单元ꎬ 清理岩心、 标本、 样品、 光薄片等实物地质资

料ꎬ 同时全面收集成果地质资料、 钻孔资料以及图书文献资料ꎬ 制作资料包ꎬ 从而为组织

实施整装勘查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全方位的 “一站式” 服务ꎬ 进而推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ꎮ
与此同时ꎬ 探索创新实物地质资料产品的开发方法与服务模式ꎬ 提高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

务水平ꎮ

二、 信息集成的总体思路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的总体思路就是借鉴国内外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经

验ꎬ 采用先进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ꎬ 利用数据库、 地理信息系统、 网络及多媒体等手

段ꎬ 将勘查区以往地质工作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 成果地质资料和文献地质资料按照一定

的逻辑关系和统一的标准ꎬ 进行有组织、 标准化的聚集ꎬ 形成一套完整的地质资料ꎬ 以数

据包的形式为地质勘查、 科研以及其他用户提供 “一站式”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ꎬ 支撑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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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息集成的主要内容与工作流程

首先ꎬ 全面总结整装勘查区以往工作成果ꎬ 收集整理取得的实物地质资料以及成果地

质资料、 钻孔资料和图书文献资料ꎮ 与此同时ꎬ 开发信息集成系统ꎮ 然后ꎬ 将各种地质资

料信息录入集成系统ꎬ 制作成实物地质资料数据包ꎮ 最后ꎬ 推广应用 (图 １ － １)ꎮ

图 １ － １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主要内容与工作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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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收集与数据组织

第一节　 信 息 收 集

一、 收集方法

如前所述ꎬ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的总体思路是把以往地质工作形成的各

种地质资料和文献整合成数据包ꎬ 向社会提供服务ꎮ 这些地质资料信息的最大特点是种类

多、 数量大、 保管分散———资料类型包括实物地质资料、 成果地质资料、 钻孔资料和图书

文献资料ꎻ 产生这些资料的地质工作类型主要包括区域地质调查、 物探化探遥感地质调

查、 矿产资源勘查、 科研等ꎻ 这些地质工作的时间跨度大ꎬ 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

立以前ꎻ 这些地质资料保管比较分散ꎬ 除主要集中在全国地质资料馆、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

资料中心、 中国地质图书馆外ꎬ 还有大量地质资料保管在地质工作单位和一些专业院校ꎮ
基于这种情况ꎬ 收集地质资料信息的要点是按照不同系列把各种地质资料信息进行全

面收集和系统整理ꎬ 为制作数据包提供可靠基础ꎮ
为达到上述目的ꎬ 首先全面总结以往工作进展ꎬ 汇总分析整装勘查区及所在区域基础

地质调查、 矿产勘查、 物探化探遥感地质调查以及科研工作历程与取得的成果ꎬ 编制工作

程度图ꎻ 在全面掌握已有工作进展的基础上ꎬ 系统收集各种地质资料信息ꎮ
不同地质资料信息的收集途径和方法不尽相同ꎮ 实物地质资料和成果地质资料、 图书

文献资料是信息集成的核心内容ꎮ 其中成果地质资料以全国地质资料馆和省地质资料馆为

主要来源ꎬ 地质工作单位予以补充ꎮ 图书文献以中国地质图书馆为主要来源ꎬ 地质工作单

位和专业院校予以补充ꎮ
实物地质资料收集比较困难ꎮ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ꎬ 目前我国实物地质资

料保管实行分级管理的模式ꎬ 实物地质资料分散保管在不同的单位ꎬ 同一个工作项目产生

的实物地质资料也可能分散保管在不同地点、 不同单位ꎻ 第二ꎬ 不同保管单位保管的实物

地质资料信息丰富程度不同ꎬ 无法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集成ꎮ
根据实物地质资料保管情况ꎬ 采用不同方法收集实物地质资料信息ꎮ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内容较为完善ꎬ 可完全按照信

息集成的工作要求进行数据整合集成ꎮ 可以向用户提供的信息: 岩心信息包括岩心影像及

回次信息ꎬ 标本信息包括详细描述和标本影像信息ꎬ 光薄片信息包括镜下描述及显微影像

信息等ꎮ
地勘单位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 保管条件有限ꎬ 通常没有规范的信息记录ꎬ 而且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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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乱ꎮ 因此ꎬ 首先对库藏的实物地质资料进行清理ꎬ 进而按照矿区、 项目、 钻孔建立实物

地质资料目录和基本信息ꎮ
为了使利用者了解整装勘查区的基本情况ꎬ 更好地利用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

包ꎬ 除了收集各种地质资料和图书文献信息外ꎬ 还应依据整装勘查区所在行政区的地质矿

产主管部门和勘查机构的分类ꎬ 收集整理整装勘查区的基础资料ꎬ 主要包括整装勘查区范

围、 自然地理、 区域地质矿产以及整装勘查工作部署等方面的内容ꎮ

二、 收集内容

包括项目基本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以及

整装勘查区基础信息等 ５ 个方面内容ꎮ

(一) 项目基本信息

信息集成数据是以整装勘查区内的项目基本信息为单位ꎬ 关联有关的信息数据ꎮ 具体

内容包括: 项目名称ꎬ 为所有信息的主导字段ꎬ 其他信息均以项目名称为准进行关联ꎻ 项

目编码ꎬ 是所属工作项目的编码ꎬ 应与对应任务书的项目编码一致ꎬ 也可以作为关联字

段ꎻ 工作类型、 工作程度和行政区划ꎬ 均参照具体的标准采用选项的方式ꎻ 工作区坐标ꎬ
采用标准的经纬度标注方式ꎻ 报告名称ꎬ 是指地质工作形成的成果报告名称ꎬ 用于关联成

果地质资料ꎻ 相关实物设置ꎬ 说明项目是否产生了实物地质资料ꎬ 如有实物地质资料则在

数量部分与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进行关联ꎻ 保存状况ꎬ 是指实物地质资料的保存情况ꎬ
可分为良好、 掩埋和损毁等ꎮ

(二)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是整个信息集成的核心部分ꎬ 分为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 钻孔信

息、 岩心信息、 标本信息、 光薄片信息、 副样信息等ꎮ 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以资料名称

为牵导ꎬ 辅以项目名称与项目基本信息部分关联ꎻ 实物地质资料类型信息以实物地质资料

名称为牵导ꎬ 与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部分关联ꎮ
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以案卷级实物地质资料为基本单位ꎬ 主要包括资料的基本信

息、 保存状况、 保管地点、 实物地质资料类型及数量、 相关资料等ꎮ 目录信息以资料名称

和案卷号来关联实物地质资料类型信息ꎮ 保存状况是指实物地质资料的保存情况ꎬ 可分为

良好、 掩埋和损毁等ꎮ 保管地点是指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单位的通讯地址ꎮ 所属项目名称是

指形成对应实物地质资料的工作项目名称ꎬ 用来关联项目基本信息ꎮ 实物地质资料的类型

和数量应填写每种实物资料类型的数量ꎬ 与项目基本信息的相关实物部分进行关联ꎮ 相关

资料主要指以上实物地质资料类型对应的说明性文字、 图件、 测试结果等资料ꎬ 用来关联

实物地质资料相关资料信息ꎮ
实物地质资料类型信息包括钻孔信息、 岩心信息、 标本信息、 光薄片信息、 副样信

息ꎮ 它们以资料名称和案卷号来关联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ꎮ 钻孔信息中的经纬度坐标和

直角坐标分别采用标准的经纬度标注方式和大地坐标标注方式ꎮ 岩心信息中的钻孔编号与

钻孔信息中的钻孔编号要相同ꎬ 分层岩心描述内容与数字化影像做对应关联ꎮ 标本信息中

的标本类型和采样方法参照相关地质工作标准选项ꎬ 地理坐标按照标准经纬度方式标注ꎬ
标本描述内容与标本影像信息做对应关联ꎮ 光薄片信息中的光薄片如果形成于相应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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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ꎬ 光薄片编号和标本编号要与标本信息中的编号一致ꎬ 镜下描述内容与显微影像信息做

对应关联ꎮ 副样信息中的采样坐标按照标准经纬度方式标注ꎮ

(三)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主要是与项目对应的成果地质资料目录信息ꎮ 主要包括资料名称、
类别、 保管单位、 保管地、 所属项目名称、 内容摘要等ꎮ 成果地质资料名称与项目基本信

息中的报告名称相关联ꎬ 所属项目名称与项目基本信息中的项目名称一致ꎮ

(四)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主要是与整装勘查区有关的图书文献资料的目录以及全文ꎮ 主要包

括编号、 题名、 时间、 摘要等ꎮ

(五) 整装勘查区基础信息

整装勘查区基础信息主要包括整装勘查区自然地理、 地质矿产以及整装勘查部署和进

展等资料信息ꎮ

第二节　 信息整理与数据组织

一、 信息整理与数据组织结构

数据组织依照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形式ꎬ 采用分级管理模式 (图 ２ － １)ꎮ 以某个整装勘

查区为基本数据单元ꎬ 数据信息由该整装勘查区的一些基本信息构成ꎬ 作为一级目录ꎻ 以

整装勘查区内的项目基本信息为单位ꎬ 反映该整装勘查区相关项目的基本信息ꎬ 同时以一

个整装勘查区为单位还应提供图书文献资料的目录以及全文ꎬ 共同作为二级目录ꎮ 项目基

本信息包含实物地质资料和成果地质资料ꎬ 其中成果地质资料仅提供相关文件的基本目录

信息ꎬ 其他详细信息不作深入ꎬ 作为三级目录ꎮ 以实物地质资料的文件级信息为主ꎬ 反映

具体实物地质资料的基本信息特征ꎬ 数据项的设置比较详尽ꎬ 作为四级目录ꎮ

图 ２ － １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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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集成的数据整理是以地质工作项目为基本单位ꎬ 按照数据项设置的信息组织结构和

集成内容进行逐步整理ꎬ 各要素符合设定的格式和标准ꎬ 数据项之间以项目名称作为关联

项ꎬ 逻辑组构应符合要求ꎮ 如果同一个工作项目形成多个案卷级实物地质资料ꎬ 则按照实际
情况分别进行整理ꎬ 以项目名称作为关联ꎻ 多个工作项目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组合构成一个

案卷级实物地质资料ꎬ 按照工作项目个数分别进行整理ꎬ 如有特殊情况可附以说明ꎮ

二、 信息整理与数据组织方法

(一) 项目基本信息表

项目基本信息表作为基础数据信息表ꎬ 以项目名称为牵导ꎬ 关联有关的集成信息数
据ꎬ 主要的信息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和资料信息 (表 ２ － １)ꎮ

表 ２ －１　 项目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工作类型 工作程度

行政区划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起始经度 Ｅ 终止经度 Ｅ

起始纬度 Ｎ 终止纬度 Ｎ

报告名称

相关实物 无□ 有□
钻孔数: 　 　 　 　 (个)ꎻ 岩心: 　 　 　 　 (米)ꎻ 标本: 　 　 　 　 (块)ꎻ
薄　 片: 　 　 　 　 (片)ꎻ 光片: 　 　 　 　 (片)ꎻ 副样: 　 　 　 　 (袋)

保存状况

备注

(１) 项目名称
工作项目名称应与工作任务下达时的项目名称一致ꎮ 区调项目应包含图幅名称 (国际

标准图幅名称)、 图幅号 (国际标准图幅分幅号)、 工作程度 (比例尺) 和相应的后缀说明
部分ꎻ 项目为联测的ꎬ 应补全图幅基本信息ꎮ 其他类别的项目按照项目名称填写即可ꎮ

(２) 项目编码
指所属工作项目的编码ꎬ 应与任务书的项目编码一致ꎮ
(３) 承担单位
指工作项目承担单位的全称ꎻ 承担单位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按次序全部标注ꎮ
(４) 项目负责人
指工作项目负责人姓名ꎻ 负责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按次序全部标注ꎮ
(５) 工作类型
地质工作类型包括区域地质调查、 海洋地质调查、 矿产勘查、 水工环勘查、 物化遥调

查、 地质科学研究、 技术方法研究、 其他ꎮ
(６) 工作程度

区域地质调查分为 １∶１００ 万、 １∶５０ 万、 １∶２５ 万、 １∶２０ 万、 １∶１０ 万、 １∶５ 万、 其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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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ꎻ 矿产勘查工作程度分为预查、 普查、 详查、 勘探ꎮ
(７) 行政区划

指工作区所属的行政区划ꎬ 以最新发布的国家行政区划名称和代码为依据进行填写ꎻ
最低行政级别标注为县一级ꎬ 跨两个或两个以上县域的ꎬ 全部标注ꎮ

(８) 起止时间

指项目工作开展的开始时间和终止时间———起始时间以任务书下达时间为准ꎬ 终止时

间一般以提交报告时间为准ꎮ
(９) 工作区坐标

指工作区的起止经纬度坐标ꎬ 一般采用四角极值标注ꎮ
(１０) 报告名称

指地质工作形成的成果报告名称ꎬ 用于关联成果地质资料ꎮ
(１１) 相关实物

主要填写该项目是否产生实物地质资料ꎬ 以及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的类型和数量等ꎮ
(１２) 保存状况

指实物地质资料的保存情况ꎬ 可分为良好、 掩埋和损毁等ꎮ
(１３) 备注

需要说明或补充的信息———在以上各数据项未能或未完全表述的ꎬ 均可在备注项中做

补充说明ꎮ
(二)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表

该部分内容是整个信息集成的核心部分ꎬ 分为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表、 钻孔信息

表、 岩心信息表、 标本信息表、 光薄片信息表、 副样信息表等ꎮ 目录信息部分以资料名称

为牵导ꎬ 辅以项目名称与项目信息部分关联ꎬ 实物地质资料类型信息表 (为钻孔信息表、
岩心信息表、 标本信息表、 光薄片信息表、 副样信息表的总称) 以实物地质资料名称为

牵导与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部分关联ꎮ

１ 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表

以案卷级实物地质资料为基本单位ꎬ 主要信息包括资料的基本信息、 保存状况、 保管

情况、 实物地质资料类型及数量、 相关资料类型及数量等 (表 ２ － ２)ꎮ

表 ２ －２　 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表

资料名称 案卷号

保存状况

保管单位 保管地点

所属项目名称

实物地质资料

类型及数量

钻孔数: 　 　 　 　 (个) 岩心: 　 　 　 　 (米) 标本: 　 　 　 　 (块)

薄　 片: 　 　 　 　 (片) 光片: 　 　 　 　 (片) 副样: 　 　 　 　 (袋)

相关资料类型及数量
文本　 　 　 　 (册) 电子文件　 　 　 　 (份)

图件　 　 　 　 (张) 电子图件　 　 　 　 (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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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名称

指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中一个案卷级实物地质资料的资料名称ꎻ 地勘单位按照项目为单

位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ꎬ 其项目名称为资料名称ꎮ
(２) 案卷号

指馆藏资料对应的案卷编号或地勘单位保管的实物地质资料编号ꎮ
(３) 保存状况

指实物地质资料的保存情况ꎬ 可分为良好、 掩埋和损毁等ꎮ
(４) 保管单位

指保管实物地质资料的单位名称ꎮ
(５) 保管地点

指保管实物地质资料的单位地点ꎬ 一般按照单位通讯地址填写ꎮ
(６) 所属项目名称

指形成实物地质资料的工作项目名称ꎮ
(７) 实物地质资料类型及数量

实物地质资料的类型有岩心、 标本、 薄片、 光片、 副样和其他类型等ꎻ 对应还应填写

每种实物地质资料类型的数量ꎮ
(８) 相关资料类型及数量

相关资料指各种实物地质资料对应的说明性文字、 图件、 测试结果等资料ꎮ 相关资料

主要包括岩矿心钻孔的工程布置图、 勘探线剖面图、 柱状图、 钻孔地质记录表、 采样登记

表、 标本登记表、 光薄片登记表、 化探样 (副样) 取样登记表等ꎬ 以及相应的缩分记录、
鉴定或试验测试分析成果等ꎮ 相关资料分为文本和图件两种形式、 纸质和电子两种载体ꎬ
在信息表中应予表明ꎮ

(９) 备注

指需要说明或补充的信息———在以上各数据项未能或未完全表述的ꎬ 均可在备注项中

做补充说明ꎮ

２ 钻孔信息表

以一个钻孔为基本信息单元ꎬ 反映该钻孔的基本信息内容 (表 ２ － ３)ꎮ

表 ２ －３　 钻孔信息表

钻孔编号

所属资料名称 资料案卷号

勘探线号

钻孔经度 钻孔纬度

钻孔直角坐标 Ｘ 钻孔直角坐标 Ｙ 钻孔直角坐标 Ｈ

开孔日期 终孔日期

实际孔深 (米) 钻取岩心长度 (米) 保管岩心长度 (米)

钻取岩屑数量 保管岩屑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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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钻孔编号

钻孔编号应与钻孔原始编录中的编号一致ꎮ
(２) 所属资料名称

指钻孔所在案卷级资料名称ꎮ
(３) 资料案卷号

指钻孔所在案卷级资料的编号ꎮ
(４) 勘探线号

指钻孔所在勘探线的编号ꎻ 无勘探线时ꎬ 可不填ꎮ
(５) 经纬度

指钻孔的经纬度坐标ꎬ 按照经纬度坐标有关要求填写ꎮ
(６) 直角坐标

指钻孔的大地坐标ꎬ 按照直角坐标有关要求填写ꎮ
(７) 开终孔日期

指钻孔开始钻探和结束的时间ꎬ 与钻孔地质编录中的时间一致ꎮ
(８) 实际孔深

指钻孔的实际钻孔深度ꎮ
(９) 钻取岩心长度

指钻孔内提取岩心的总长度ꎮ
(１０) 保管岩心长度

指保管在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或地质工作单位的岩心总长度ꎮ
(１１) 钻取岩屑数量

指在钻孔掘进过程中采集的岩屑的数量 (袋)ꎮ
(１２) 保管岩屑数量

指保存在馆藏机构中的的岩屑数量 (袋)ꎮ
(１３) 备注

指需要说明或补充的信息———未在以上各数据项未能或未完全表述的ꎬ 均可在备注项

中作补充说明ꎮ
３ 岩心信息表

主要描述岩心的基本信息ꎬ 内容主要包括钻孔深度、 分层岩心描述等ꎮ 有条件的应收

集岩心数字化影像信息 (表 ２ － ４)ꎮ

表 ２ －４　 岩心描述信息表

钻孔编号

所属资料名称 资料案卷号

钻孔深度 (米)

分层起始深度 (米) 分层终止深度 (米)

分层岩心描述

数字化影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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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钻孔编号

钻孔的编号应与钻孔原始编录中的编号一致ꎮ
(２) 所属资料名称

指钻孔所在案卷级资料名称ꎮ
(３) 资料案卷号

指钻孔所在案卷级资料的编号ꎮ
(４) 钻孔深度

指钻孔的实际钻孔深度ꎮ
(５) 分层起始和终止深度

指按岩性特征划分的岩性分层的起始深度和终止深度ꎮ
(６) 分层岩心描述

按岩性特征分层进行描述ꎻ 描述内容参照相关规范要求ꎮ
(７) 数字化影像

指数字化扫描工作形成的岩心影像信息ꎮ
(８) 备注

指需要说明或补充的信息———未在以上各数据项未能或未完全表述的ꎬ 均可在备注项

中作补充说明ꎮ

４ 标本信息表

主要描述标本的基本信息ꎬ 内容主要包括采样方法、 采集位置、 地理坐标、 标本描述

等 (表 ２ － ５)ꎮ

表 ２ －５　 标本信息表

标本编号 标本名称

所属资料名称 资料案卷号

薄片编号 光片编号

标本类型 采样方法

采集位置 地理坐标

采集人 采集日期

标本描述

标本影像

备注

(１) 标本编号

指标本的编号ꎻ 有原始编号的应保留其原始的编号ꎮ
(２) 标本名称

一般采用标本的综合定名ꎮ
(３) 所属资料名称

指标本所在案卷级资料名称ꎮ
(４) 资料案卷号

指标本所在案卷级资料的编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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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光薄片编号
用标本制作光薄片的ꎬ 需填写光薄片的编号ꎻ 如没有ꎬ 则不填ꎮ
(６) 标本类型
标本类型一般有岩石标本、 矿石 (物) 标本、 构造标本等ꎮ
(７) 采样方法
标本的采样方法ꎬ 包括拣块法、 刻槽法、 刻线法、 剥层法、 全巷法、 钻探法等ꎮ
(８) 采集位置
指标本采集所在的岩性单位ꎬ 如岩性组名称、 岩体名称、 构造带名称ꎮ
(９) 地理坐标
指标本采集地点的经纬度坐标ꎮ
(１０) 采集人与采集日期
指标本的采集人姓名和采集日期ꎮ
(１１) 标本描述
综合标本的整体观察描述、 局部细节观察描述及光薄片显微观察描述ꎮ 主要内容包括

标本的名称、 产地、 颜色、 结构、 构造、 主要矿物组成及含量、 矿物成因、 矿床类型、 其
他特征 (围岩类型、 世代关系、 成矿期次、 蚀变等) 等ꎮ

(１２) 标本影像
指数字化工作形成的标本影像信息ꎮ
(１３) 备注
指需要说明或补充的信息———在以上各数据项未能或未完全表述的ꎬ 均可在备注项中

做补充说明ꎮ
５ 光薄片信息表

主要描述对应的光薄片信息ꎬ 内容包括地理坐标、 镜下描述、 显微影像等 (表 ２ －６)ꎮ

表 ２ －６　 光薄片信息表

光薄片编号 光薄片名称

所属资料名称 资料案卷号

图幅名称 剖面名称

地理坐标 标本编号

镜下描述

显微影像

备注

(１) 光薄片编号
指光薄片的编号ꎻ 有原始编号的应保留其原始编号ꎮ
(２) 光薄片名称
指光薄片的名称ꎬ 一般应为综合定名ꎮ
(３) 所属资料名称
指光薄片所在案卷级资料名称ꎮ
(４) 资料案卷号
指光薄片所在案卷级资料的编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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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图幅名称

指实物地质资料对应的图幅名称ꎬ 也可填写图幅编号ꎮ
(６) 剖面名称

指实物地质资料对应的剖面名称ꎬ 也可填写剖面编号ꎮ
(７) 地理坐标

指光薄片采集地点的地理坐标ꎮ
(８) 标本编号

指光薄片对应的标本编号ꎮ
(９) 镜下描述

指光薄片的镜下观察及特征描述ꎮ 描述内容应符合相关的专业编制要求ꎬ 主要内容包

括结构、 构造、 矿物组成等ꎮ
(１０) 显微影像

指数字化工作形成的镜下影像特征信息ꎮ
(１１) 备注

指需要说明或补充的信息———在以上各数据项未能或未完全表述的ꎬ 均可在备注项中

做补充说明ꎮ

６ 副样信息表

信息内容包括副样类型、 采样位置、 采样坐标、 采集方法、 副样简介等 (表 ２ － ７)ꎮ

表 ２ －７　 副样信息表

副样编号 副样名称

所属资料名称 资料案卷号

采样目的 副样类型

采样位置 采样坐标

采集方法 采集时间

副样简介

备注

(１) 副样编号

指副样的编号ꎮ 有原始编号的应保留其原始的编号ꎮ
(２) 副样名称

指副样的名称ꎮ 副样为系列样、 组合样的ꎬ 其副样名称可用副样编号代替ꎬ 不再单独

标记名称ꎮ
(３) 所属资料名称

指副样所在案卷级资料的名称ꎮ
(４) 资料案卷号

指副样所在案卷级资料的编号ꎮ
(５) 采样目的

指样品采集的目的ꎬ 如区域化探、 矿区化探、 化学分析、 地球化学普查、 地球化学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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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ꎮ
(６) 副样类型

副样的类型可分为岩 (矿) 石化学成分分析副样、 化探副样 (岩石测量法、 土壤测

量法、 水系沉积物测量法)、 光谱全分析副样、 化学全分析副样、 组合分析副样、 物相分

析副样等ꎮ
(７) 采样位置

指样品采集点的岩性单位ꎮ
(８) 采样坐标

指样品采集地的地理坐标ꎮ
(９) 采集方法

包括化探取样、 刻槽取样、 钻探取样等ꎮ
(１０) 采集时间

指样品的采集日期ꎮ
(１１) 副样简介

不成批次按单个样品分别进行描述ꎬ 成批次的描述总体特征ꎮ
(１２) 备注

指需要说明或补充的信息———在以上各数据项未能或未完全表述的ꎬ 均可在备注项中

做补充说明ꎮ

７ 实物地质资料相关资料信息表

相关资料指与实物地质资料类型对应的说明性文字、 图件、 测试结果等资料ꎮ 相关资

料分为文本和图件两种内容形式进行目录汇总 (表 ２ － ８)ꎮ

表 ２ －８　 实物地质资料相关资料信息表

相关资料编号 相关资料名称

所属资料名称 资料案卷号

相关资料类别 文件数量

(１) 相关资料编号

指相关资料的编号ꎬ 可按文件顺序依次进行编号ꎮ
(２) 相关资料名称

指相关资料的文件名称ꎮ
(３) 所属资料名称

指资料所在案卷级资料的名称ꎮ
(４) 资料案卷号

指资料所在案卷级资料的编号ꎮ
(５) 相关资料类别

分为文本、 图件两类ꎮ
(６) 文件数量

指相关资料的文件数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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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表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仅提供项目成果地质资料的基本目录信息ꎬ 用户可根据此目录迅速

了解整装勘查区内的地质成果资料 (表 ２ － ９)ꎮ

表 ２ －９　 成果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表

成果资料名称 资料类别

保管单位 保管地点

案卷号 所属项目名称

工作区范围 内容摘要

(１) 成果资料名称

指成果地质资料的题名ꎮ
(２) 资料类别

指成果地质资料的类别ꎬ 包括区域地质调查、 海洋地质调查、 矿产勘查、 水工环勘

查、 物化遥勘查、 地质科学研究、 技术方法研究、 其他ꎮ
(３) 保管单位

指成果地质资料的保管单位ꎮ
(４) 保管地点

指成果地质资料的保管地点ꎮ
(５) 案卷号

指成果地质资料所在馆藏机构的资料编号ꎮ
(６) 所属项目名称

指所属工作项目的名称ꎮ
(７) 工作区范围

指工作区的起止经纬度坐标ꎮ
(８) 内容摘要

简单扼要介绍成果地质资料的主要内容ꎮ

(四)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表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是指以整装勘查区为单位的图书文献类资料的目录及全文ꎮ 由于图

书文献资料按照项目不易区分ꎬ 这里将其单列出来 (表 ２ － １０)ꎮ

表 ２ －１０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表

勘查区编码 文献编号

题名 责任者

主题词 专著 / 期刊

年期 基金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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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勘查区编码

指图书文献资料所属整装勘查区的代码ꎬ 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 ３ 批整装勘查区的顺序

号为依据进行填写ꎮ
(２) 文献编号

指图书文献资料的编号ꎻ 如无编号ꎬ 可按文件顺序依次进行编号ꎮ
(３) 题名

指图书文献资料的名称ꎮ
(４) 责任者

指图书文献资料的责任作者ꎮ
(５) 主题词

指图书文献资料的关键词ꎮ
(６) 专著 /期刊

指图书文献所属的专著或期刊名称ꎮ
(７) 年期

指图书文献所属的专著或期刊的出版年份和期号ꎮ
(８) 基金

指图书文献所获支撑的基金名称ꎮ
(９) 摘要

简单扼要介绍文献资料的主要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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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
系统开发与数据包制作

第一节　 信息集成系统开发

一、 集成系统功能设计

集成系统软件主要分为两大功能: 数据采集 (输入) 功能和信息展示 (数据输出)
功能ꎮ

(一) 数据采集 (输入) 功能设计

数据采集部分应按照项目所研究的信息组织结构进行计算机语言字段的编制ꎬ 各数据

项间的逻辑组构符合要求ꎮ
采集的信息主要包括项目基本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 实物地质资料、 图书文献资料ꎬ

因此采集系统共包括相应的 ４ 个数据模块ꎬ 其中ꎬ 项目基本信息为一级模块ꎬ 其余 ３ 个为

二级模块 (并列关系)ꎮ

１ 输入信息数据要求

输入信息中ꎬ 内容较多的文字部分ꎬ 应保证文字格式的正确ꎬ 如上下角标、 字母、 符

号 (含特殊符号) 的完整、 正确显示ꎻ 时间型字符均按照标准 ８ 位要求填写ꎻ 坐标型字

符ꎬ 均按照标准的坐标注记方式填写ꎬ 不足位应补 “０”ꎻ 选项型数据项ꎬ 选项及代码的

设置要与标准一致ꎮ

２ 输入信息功能要求

总体要求: 按照既定的模块分步设计ꎬ 彼此关联ꎬ 按照组织结构呈现逐步递进的形

式ꎻ “新建”、 “保存”、 “修改”、 “数据导入”、 “数据导出”、 “增加”、 “删减” “帮助”
等功能风格简单明了ꎬ 易于操作ꎻ “确定”、 “错误” 等提示应采用一致的声音ꎻ 影像文件

的导入应采用一定的技术处理ꎬ 在保证图像分辨率不受较大影响的前提下ꎬ 能实现快速加

载ꎬ 并且具有预览功能ꎮ
具体细节要求: 信息输入部分ꎬ 尽量加强自动纠错的功能ꎬ 如时间项的输入ꎬ 只接受

８ 位格式ꎻ 选项型输入时ꎬ 应具有条件筛选的功能ꎬ 如工作类型选择 “区调类”ꎬ 工作程

度仅出现比例尺ꎬ 工作类型为 “矿产勘查类”ꎬ 工作程度仅出现勘查程度ꎬ 其他类型的不

出现工作程度的选择ꎮ 部分关联性较强的数据项ꎬ 应实现同步更改的功能ꎬ 并具有提示功

能ꎬ 确认更改过程的合理性ꎻ 对于整体导入的数据ꎬ 应具有较强的检查、 识别功能ꎬ 如导

入的数据要进行自动检查ꎬ 提示具体哪个数据项不符合要求而不能导入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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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息展示 (数据输出) 功能设计

将输入的信息分层次、 多内容地展示给用户ꎮ 信息展示功能应体现风格简约、 操作简

便、 界面友好的基本特征ꎬ 数据提取方便ꎬ 易于读取和利用ꎮ
功能结构的组成主要有: 欢迎界面→整装勘查区基本信息→地质资料信息ꎮ

１ 欢迎界面

用较直观的图片或是简单动画等形式制作一个欢迎界面ꎬ 界面本着 “简单实用ꎬ 美

观大方” 的原则进行设计ꎮ 该界面将设置几个关键的入口ꎬ 如: “快速查询” 入口 (查询

具体整装勘查区的名称ꎬ 快速进入该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信息部分)、 “全国整装勘查区

基本介绍” 等ꎮ
(１) 全国整装勘查区基本介绍

这一专栏内ꎬ 主要包括全部整装勘查区的基本设置情况文字介绍和全国整装勘查区分

布图两部分内容ꎮ
文字介绍: 按照整装勘查区为单位简要介绍ꎬ 文字来源以公开发布的整装勘查区有关

文字为准ꎬ 原则上对字数不做限制ꎬ 对各整装勘查区以列表形式进行排列ꎬ 每个整装勘查

区的名称均可进行链接ꎬ 连接到下一级集成信息内容ꎮ
全国整装勘查区分布图: 图形可以做一定程度的放大和缩小ꎬ 放大效果以某个整装勘

查区的范围能清楚识别为准ꎬ 并且与文字部分可做关联ꎮ
(２) 快速查询

快速查询功能可以分为几个类别进行查询服务ꎬ 如整装勘查区、 矿种、 实物资料类型

等进行集成信息的快速查找ꎮ

２ 整装勘查区基本信息

展示整装勘查区的基本信息: 可分为整装勘查区详细介绍、 整装勘查区的工作程度图

等部分ꎮ
详细介绍该整装勘查区所处的地理位置、 交通情况、 地理概况、 区域地质、 矿产地质

条件ꎻ 整装勘查区各种地质工作程度ꎻ 整装勘查区工作部署与进展情况等ꎮ 主要采用文字

和图件的形式介绍ꎮ

３ 地质资料信息

以地质工作项目为前导ꎬ 全面展示各个项目取得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

信息以及整装勘查区的图书文献信息ꎮ

二、 信息集成系统的关键技术

(一)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技术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是采用标准的、 规范的 ＸＭＬ 描述操作的接口ꎬ 这种服务描述被称为 Ｗｅｂ
服务描述ꎮ Ｗｅｂ 服务描述囊括了与服务交互需要的全部细节ꎬ 包括消息格式、 传输协议

和位置ꎮ Ｗｅｂ 服务接口隐藏了实现服务的细节ꎬ 允许独立于软硬件平台的服务调用 Ｗｅｂ
服务ꎮ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是独立的、 模块化的应用ꎬ 能够通过 Ｗｅｂ 服务描述语言来描述、 发布、
定位以及调用ꎬ 从而实现面向组件和跨平台、 跨语言的松散耦合应用集成ꎮ Ｗｅｂ 服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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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环境中实现复杂的聚集或商业交易的最佳体系结构ꎮ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具有以下特点:

１ 良好的封装性

Ｗｅｂ 服务是一种部署在 Ｗｅｂ 上的对象ꎬ 具备对象的良好封装性ꎬ 对于使用者而言ꎬ
他看到的仅仅是该服务的描述ꎮ

２ 松散耦合

当 Ｗｅｂ 服务的实现发生变更时ꎬ 只要 Ｗｅｂ 服务的调用接口不变ꎬ 调用者是不会感到

这种变更的ꎬ Ｗｅｂ 服务的任何变更对调用他们的接口来说都是透明的ꎮ ＸＭＬ / ＳＯＡＰ 是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环境下 Ｗｅｂ 服务的一种比较适合的消息交换协议ꎮ

３ 协议规范

首先ꎬ Ｗｅｂ 服务使用标准的描述语言来描述 (比如 ＷＳＤＬ) 服务ꎻ 其次ꎬ 通过服务

注册机制ꎬ 由标准描述语言描述的服务界面是可以被发现的ꎬ 同时标准描述语言不仅用于

服务界面ꎬ 也用于 Ｗｅｂ 服务的聚合、 跨 Ｗｅｂ 服务的事务、 工作流等ꎻ 再次ꎬ Ｗｅｂ 服务的

安全标准也已形成ꎻ 最后ꎬ Ｗｅｂ 服务是可管理的ꎮ

４ 高度可集成能力

由于 Ｗｅｂ 服务采取简单的、 易理解的标准 Ｗｅｂ 协议作为组件界面描述和协同描述规

范ꎬ 完全屏蔽了不同软件平台的差异ꎬ 无论是 ＣＯＲＢＡ、 ＤＣＯＭ 还是 ＥＪＢ 都可以通过这种

标准的协议进行互操作ꎬ 实现了在当前环境下最高的可集成性ꎮ

(二) ＮＯＳＱＬ 技术

在系统中提供了一个简单高效的分布式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ꎬ 实现与关系数据库的读写分

离架构ꎬ 将本系统中需要使用的静态数据 (如代码表、 组织结构等) 以及提供查询的业

务数据利用数据同步技术加载到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中ꎬ 然后由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向业务组件提供

统一的数据服务ꎮ 通过使用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可以大大降低对关系数据库系统的依赖ꎬ 从而

大大降低对系统 Ｉ / Ｏ 的要求ꎮ 数据在内存中采用 ３ 种方式组织: 静态数组、 序列和平衡二

叉树ꎮ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采用多线程模型实现ꎬ 多线程主要是通过实例化多个 ｌｉｂｅｖｅｎｔ 实现的ꎬ

分别是一个主线程和 ｎ 个 ｗｏｒｋｅｒｓ 线程ꎬ 无论是主线程还是 ｗｏｒｋｅｒｓ 线程全部通过 ｌｉｂｅｖｅｎｔ
管理网络事件ꎬ 每个线程都是一个单独的 ｌｉｂｅｖｅｎｔ 实例ꎮ 主线程负责监听客户端的建立连

接请求ꎬ 以及接收连接ꎬ ｗｏｒｋｅｒｓ 线程负责处理已经建立好的连接的读写等事件ꎮ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原理如图 ３ － １ 所示ꎮ

本系统的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同时还提供了一个高性能的基于 ｊａｖａ ｎｉｏ 技术实现的客户端框

架ꎮ 内存数据库支持 ａｐｐｅｎｄ、 ｐｒｅｐｅｎｄ、 ｇｅｔｓ、 批量 ｇｅｔｓ、 ｃａｓ 等多协议的支持ꎻ 支持分布

式体系ꎬ 支持连接多个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服务器ꎬ 支持简单的余数分布和一致性哈希分布ꎮ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主要特性如下:
１) 高性能ꎮ
２) 支持完整的缓存文本协议、 二进制协议ꎮ
３) 支持 ＪＭＸꎬ 可以通过 ＭＢｅａｎ 调整性能参数、 动态添加 /移除 ｓｅｒｖｅｒ、 查看统计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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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１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原理图

４) 支持客户端统计ꎮ
５) 支持缓存节点的动态增减ꎮ
６) 支持缓存分布: 如余数分布和一致性哈希分布ꎮ
７) 采用 Ｓｌａｂ Ａｌｌｏｃａｔｏｒ 机制分配、 管理内存ꎮ
８) 提供 ｊａｖａ、 Ｃ＃、 Ｃ / Ｃ ＋ ＋等多语言客户端支持ꎮ
本系统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 分布式: 可以由多台机器ꎬ 构成一个庞大的内存池ꎬ 不够的情况下还可通过增加

机器来扩展ꎮ 庞大的内存池ꎬ 完全可以把大部分热点业务数据保存进去ꎬ 由内存来阻挡大

部分对数据库读取的请求ꎬ 对数据库释放可观的压力ꎮ
２) 性能强: 内存的读写和磁盘读写效率上几个数量级的差距ꎬ 所以比关系数据库的

性能强很多倍ꎮ

第二节　 数据包制作

一、 数据包制作的基本原则

———标准化和规范化原则: 数据包制作遵循信息技术的国家及行业标准、 规范ꎮ
———安全性原则: 数据集成遵循国家的各种信息安全标准ꎬ 确保信息资源存储、 传输

和应用的安全性ꎮ
———易用性原则: 数据包作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和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一种手段和渠

道ꎬ 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需求ꎬ 考虑数据包的易用性ꎬ 保障后期应用与

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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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性原则: 数据包采用自主非关系型数据库引擎ꎬ 模块之间松耦合ꎬ 且数据

之间交互采用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方式ꎬ 方便今后数据包的扩展ꎮ

二、 数据包架构

根据管理和应用需求ꎬ 将数据包的功能设计分为后台管理和前台服务两大部分ꎮ 其

中ꎬ 后台管理主要面向数据包的维护人员ꎬ 包括后台资料录入、 导入导出、 资料分类、 浏

览和增删改、 代码表管理、 索引管理、 用户管理和缓存管理等ꎻ 前台服务包括勘查区资料

检索、 勘查区地图导航、 资料浏览与下载等功能 (图 ３ － ２)ꎮ

图 ３ － ２　 数据包架构示意图

数据包采取客户端 /服务器 (Ｃ / Ｓ) 的架构模式ꎬ 基于微软  Ｎｅｔ 框架进行开发制作ꎮ
以整装勘查区为单元ꎬ 以项目工作为第一层级ꎬ 将实物、 成果、 文献以及勘查区相关信息

资料集成在一起集中展示ꎮ 用户可在不安装其他第三方插件或程序的前提下ꎬ 方便快捷地

运行数据包获得信息ꎮ
设计的分层实体关系模型ꎬ 可通过项目编码将地质资料关联起来ꎮ 在设计数据包的物

理模型之时ꎬ 考虑所收集得到的数据量因为对象数据数量较多而较大ꎬ 传统的关系型数据

库管理系统在处理大批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混合数据时会面临寻址慢、 查询效率低等一

系列问题ꎬ 本项目采用非关系型数据库技术ꎬ 将结构化数据以二维表的方式存储下来ꎬ 同

时建立起索引ꎬ 而对对象数据则采用非关系系统数据库技术对其进行键值 (Ｋｅｙ￣Ｖａｌｕｅ)
方式存储ꎬ 建立交叉索引树ꎬ 方便快速获取某一数据对象ꎮ

数据库中设置了整装勘查区基本信息表、 示例整装勘查区开展的项目信息表、 项目工

作形成的成果地质资料信息表、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表以及文献地质资料信息表ꎬ 其中实物

地质资料又细化为各类实物地质资料类型的信息表ꎬ 包括钻孔信息表、 岩心信息表、 标本

信息表、 光薄片信息表、 副样信息表和相关资料表 ６ 类 (图 ３ － ３)ꎮ
在设计数据包时ꎬ 根据数据包未来多用于野外等科研生产第一线的实际应用环境ꎬ 为

方便数据包的传播与利用ꎬ 课题组将数据包设计成一款 Ｃ / Ｓ (客户端 /服务器) 架构的软

件包ꎬ 使用数据包的用户可再 Ｗｉｎｄｏｗｓ 操作系统下的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进行简单的安装

即可利用数据包中集成的地质资料ꎬ 无需安装其他任何插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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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３　 数据包数据概念模型

数据包的总体架构设计为如图 ３ － ４ 所示的三层模式ꎬ 即数据层—业务逻辑层—用

户层ꎮ

图 ３ － ４　 数据包三层体系结构图

用户层: 用户可以通过数据包前台服务获得整装勘查区地质资料信息的导航、 信息查

询、 信息下载等服务ꎮ
业务逻辑层: 主要处理各类地质资料集成信息的批量导入、 组织、 管理和索引ꎬ 负责

２２



处理用户的信息查询和获取需求ꎮ
数据层: 存放了各类与整装勘查相关的地质资料信息ꎬ 这些数据以某个整装勘查区的

地质工作项目为组织单元进行组织存放ꎮ

三、 数据包制作方法与工作步骤

经过检查合格、 整理之后的数据ꎬ 录入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系统中ꎬ 制

作完成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ꎮ
数据包制作可采用逐项录入和批量导入两种方式录入数据ꎮ

(一) 逐项录入

信息集成系统提供了规范化录入方式ꎬ 按照系统的数据著录设置ꎬ 逐项将项目基本信

息、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导入信息集成系统中ꎬ 完

成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制作ꎮ
逐项录入方式的优点是数据导入规范ꎬ 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关键数据录入错误ꎬ 以及

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错误ꎻ 缺点是数据录入依靠手工完成ꎬ 效率低下ꎬ 工作量大ꎬ 录入的

数据也容易出错ꎮ
逐项录入方式制作数据包步骤如下:
第一步: 首先录入整装勘查区概况ꎬ 包括自然地理、 区域地质矿产、 整装勘查工作部

署与进展等资料的文档和图件ꎮ
第二步: 录入图书文献资料信息ꎬ 包括图书文献资料目录信息以及全文ꎮ
第三步: 录入某个项目的基本信息ꎬ 要保证项目名称的准确性ꎮ
第四步: 在对应项目的下一级ꎬ 录入成果地质资料目录信息和实物地质资料目录

信息ꎮ
第五步: 在对应实物地质资料目录的下一级ꎬ 依次录入钻孔信息、 岩心信息、 标本信

息、 光薄片信息、 副样信息和相关资料信息ꎮ
第六步: 重复第三、 四、 五步ꎬ 录入下一个项目信息ꎮ

(二) 批量导入

信息集成系统同时提供了便捷的批量导入方式ꎬ 可以批量将项目基本信息、 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导入信息集成系统中ꎬ 完成整装勘查区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制作ꎮ
批量导入方式的优点是数据可以批量导入ꎬ 提高了效率ꎬ 工作量大大降低ꎻ 缺点是批

量导入前需将数据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 (图 ３ － ５)ꎬ 而且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容易出错ꎮ
批量导入方式制作数据包步骤如下:
第一步: 首先将整装勘查区概况、 项目基本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

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按照一定的结构进行组织ꎮ
第二步: 通过信息集成系统的批量导入功能批量导入数据ꎮ
第三步: 检查导入的数据是否准确和完整ꎮ
第四步: 对于检查出错误的数据ꎬ 可通过逐项录入方式修改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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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５　 批量导入方式的数据结构关系

第三节　 数据包使用说明

一、 数据包技术说明

数据包为专题信息数据集成包ꎬ 单机条件下使用即可ꎬ 可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操作系统下的台

式机或笔记本电脑上独立运行ꎬ 无需安装任何插件ꎮ 数据包能实现即时安装即时使用的功

能ꎬ 兼容性强ꎬ 不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链接影响ꎬ 而且不受使用频次的影响ꎬ 可重复多次利用ꎮ 数

据包不涉及地质资料的涉密问题ꎬ 数据的更新维护比较简单ꎬ 专业人员经简单培训后可实

现自主维护ꎮ
数据包是一款 Ｃ / Ｓ (客户端 /服务器) 架构的软件包ꎬ 开发环境为微软  ｎｅ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 ２０１０ꎬ 采用的开发语言为 Ｃ＃ꎬ 后端数据库采用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海纳数据仓储ꎮ 该

仓储是一款针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集中存储、 索引和管理的一套工具ꎮ
数据包前端采用了窗体 Ｗｉｎ 程序和浏览器嵌入两种方式进行信息展示ꎬ 同时还集成

了轻量级的 ＧＩＳ 系统以供按地图位置进行勘查区导航ꎮ 管理员用户进入数据包后可采用逐

项录入、 批量导入等方式采集数据ꎮ
数据包具备整装勘查区按地图位置导航、 信息统一检索、 集成资料树状浏览、 文件及

图件查阅等功能ꎬ 为用户提供了一站式的地质资料信息获取途径ꎬ 是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

服务工作的一项重要服务产品ꎮ

二、 数据包功能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具有信息展示和数据采集两大功能ꎮ 展示功

能使用户通过整装勘查区导航和快速查询等方式获得勘查区概况以及项目基本信息、 实物

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 图书文献信息资料ꎮ 应用采集功能可及时补充整装勘

查区新产生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钻孔信息、 岩心信息、 标本信息、 光薄片信息、 副样信

息以及成果地质资料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ꎬ 不断丰富和完善数据包 (图 ３ －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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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６　 数据包应用结构功能图

三、 数据包信息查询浏览方法

(一) 系统登录

双击启动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系统” (左下脚显示系统初始化)
(图 ３ － ７)ꎬ 即可进入登录界面ꎮ

图 ３ － ７　 数据包启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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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登录界面后 (图 ３ － ８)ꎬ 输入用户名、 密码ꎮ
用户名: ｕｓｅｒꎮ
密　 码: ｕｓｅｒ＠ １２３ꎮ

图 ３ － ８　 数据包用户登录界面

(二) 信息查询与浏览

１ 勘查区导航

登录系统后ꎬ 进入 “勘查区导航” 界面 (图 ３ － ９)ꎬ 用户也可单击主页面菜单栏

“勘查区导航” 菜单进入导航界面ꎮ 导航界面主要是全国 ３ 批 ９７ 个整装勘查区 (不含铀

矿) 分布图ꎮ
用户在左侧树结构图中选定省份和勘查区ꎬ 左键双击即可进入相应的勘查区 (或显

示 “没有更详细的资料”)ꎮ 右侧勘查区分布图可定位至所选勘查区ꎮ 通过滚动鼠标滚轮

对地图进行缩放ꎬ 按住鼠标左键对地图进行移动ꎬ 移至要查看的勘查区后ꎬ 双击鼠标左键

(或右键点击 “详细信息”) 即可进入相应的勘查区 (或显示 “没有更详细的资料”)ꎮ

２ 快速查询

用户也可通过菜单栏中的 “快速查询” 菜单快速查找所需信息 (图 ３ － １０)ꎮ 快速查

询功能可通过以下几个类别进行查询检索: 整装勘查区、 实物地质资料、 成果地质资料、
图书文献资料ꎮ 选定检索类别 (如整装勘查区) 后在 “检索” 框输入关键字进行检索ꎬ
即可快速查询到所需信息ꎮ 也可选定框中的某一类别ꎬ 不键入关键字ꎬ 点击检索进行空

检ꎬ 将显示该类别中的所有信息ꎮ
由于图书文献资料按照项目不易区分ꎬ 信息集成时以整装勘查区为单位ꎬ 因此只能通

过 “快速查询” 方式来查询和浏览图书文献资料信息ꎮ

３ 勘查区信息浏览

进入某一整装勘查区后ꎬ 用户可以查看勘查区内每个项目的实物地质资料分布情况

(图 ３ － １１)ꎮ 项目实物地质资料有 ３ 种类型: 无实物资料ꎬ 有实物资料 (没有保存)ꎬ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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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９　 数据包整装勘查区地图导航

图 ３ － １０　 快速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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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资料 (保存良好)ꎮ 通过滚动鼠标滚轮对地图进行缩放ꎬ 按住鼠标左键对地图进行移

动ꎬ 点击图上不同颜色的小圆点可以查看项目信息ꎮ 如有多个项目重叠ꎬ 可以在下面的框

内点击查看 (双击可查看实物信息)ꎮ 用户可点击左上角的 “显示项目区块” 和 “显示项

目标题” 然后进行查看ꎮ

图 ３ － １１　 整装勘查区内项目的实物地质资料分布情况

点击左上角的 “勘查区概况” 将显示整装勘查区介绍 (图 ３ － １２)ꎬ 内容包括整装勘

查区的自然地理、 区域地质矿产、 整装勘查工作部署与进展等ꎮ 勘查区概况采用以文字介

绍为主ꎬ 交通位置图、 区域地质矿产图、 整装勘查工作部署图为辅的形式进行展示ꎮ

图 ３ － １２　 整装勘查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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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项目及地质信息查询

点击左上角的 “项目列表” 将显示整装勘查区内的项目基本信息 (图 ３ － １３)ꎬ 具体

表现形式为列表ꎮ 在上方的 “搜索” 中根据需要ꎬ 输入检索内容进行检索ꎮ

图 ３ － １３　 浏览与查看项目列表信息

也可通过滑动窗口下方的滚动条ꎬ 进行承担单位、 报告名称等具体信息的查看浏览

(图 ３ － １４)ꎮ

图 ３ － １４　 信息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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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列表中的某一项目可查看项目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和成果地质资料信息ꎮ 可单击

树结构中实物地质资料与成果地质资料进行分类查看 (图 ３ － １５)ꎮ

图 ３ － １５　 实物地质信息和成果地质资料信息浏览

单击树结构中的 “钻孔信息” 可查看钻孔的详细信息ꎮ 双击某一钻孔ꎬ 可以查看钻

孔的分层描述信息和岩心影像效果图 (图 ３ － １６)ꎮ 点击在树形列表中的 “岩心影像效果

图”ꎬ 上方 “缩放因子” 可进行缩放ꎬ “快速定位到层” 可快速查看各岩心分层内容ꎬ
“导出深度范围” 可以对样本图片按照勘探深度ꎬ 进行图片导出 (注: 图片数据较大ꎬ 可

根据实际需要输入数值进行导出)ꎮ
单击树结构中的 “标本信息” 可查看标本的详细信息 (图 ３ － １７)ꎮ 双击某一标本ꎬ

可以查看标本描述和标本图像ꎮ 点击在树形列表中的 “岩心影像效果图”ꎬ 上方 “缩放因

子” 可进行缩放ꎬ “快速定位到层” 可快速查看各岩心分层内容ꎬ “导出深度范围” 可以

对样本图片按照勘探深度ꎬ 进行图片导出ꎮ

四、 数据采集 (补充完善数据包) 方法

管理员用户 (ａｄｍｉｎ) 登录系统后ꎬ 可采用逐项录入、 批量导入两种方式及时采集各

种信息ꎬ 从而不断补充更新数据包ꎮ

(一) 采集项目基本信息

在菜单栏上单击 “数据著录” 选定省份与勘查区名称的前提下ꎬ 系统为用户提供了

“数据著录” (图 ３ － １８)ꎬ 其中主要包含数据的添加、 编辑、 删除等功能ꎮ
点击 “添加项目” 增加新数据内容ꎬ 录入 “项目基本信息” (图 ３ － １９)ꎬ 单击 “保

存” 按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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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１６　 岩心影像效果图

图 ３ － １７　 标本信息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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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１８　 数据著录界面

图 ３ － １９　 项目基本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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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点击 “检索” 进行空检ꎬ 将显示所有已有项目信息 (图 ３ － ２０)ꎮ 在列表中已有

项目上点击鼠标右键ꎬ 可进行编辑、 审核、 删除等操作ꎮ

图 ３ － ２０　 编辑项目基本信息

(二) 采集成果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目录信息采集选择 “成果地质资料目录” 标签 (图 ３ － ２１)ꎬ 后续操作

步骤同添加 “项目基本信息”ꎮ

图 ３ － ２１　 成果地质资料目录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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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采集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单击 “实物地质资料目录” 标签 (图 ３ － ２２)ꎬ 在列表中点击鼠标右键ꎬ 选择添加ꎮ

图 ３ － ２２　 添加实物地质资料目录

录入项目的 “实物地质资料目录” 各项信息 (图 ３ － ２３)ꎬ 单击 “保存” 按钮ꎮ

图 ３ － ２３　 采集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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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采集钻孔与岩心信息

单击 “钻孔信息” 标签ꎬ 录入钻孔信息各项信息 (图 ３ － ２４)ꎬ 单击 “保存” 按钮ꎮ

图 ３ － ２４　 钻孔信息管理界面

在 “岩心信息” 列表中单击鼠标右键ꎬ 提供信息添加、 编辑、 删除功能 (图３ － ２５)ꎮ
添加岩心信息需注意分层号、 起始深度、 终止深度之间的正确对应 (图 ３ － ２６)ꎮ
添加钻孔回次信息ꎬ 在钻孔 “回次信息” 列表中单击鼠标右键ꎬ 提供信息添加、 编

辑、 删除功能 (图 ３ － ２７)ꎮ
添加钻孔回次文字信息的同时可上传或删除钻孔影像信息ꎬ 需注意起始深度、 终止深

度与影像信息的准确对应ꎬ 单击 “保存” 按钮退出 (图 ３ － ２８)ꎮ
通过 “岩心影像效果图” 可以浏览添加的岩心信息ꎬ 并可以选定范围导出岩心图片

(图 ３ － ２９)ꎮ

２ 采集标本信息

选择 “标本信息” 标签ꎬ 在列表中单击鼠标右键ꎬ 可进行标本信息的添加、 编辑、
删除 (图 ３ － ３０)ꎮ

添加标本文字信息的同时可上传或删除标本影像信息ꎬ 单击 “保存” 按钮 (图

３ － ３１)ꎮ
在 “更多标本影像” 中ꎬ 单击鼠标右键可上传与标本相关的更多影像ꎬ 同时在已有

内容上单击鼠标右键ꎬ 可进行编辑、 删除、 下载 (图 ３ － ３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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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２５　 岩心信息编辑界面

图 ３ － ２６　 添加岩心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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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２７　 回次信息编辑界面

图 ３ － ２８　 编辑钻孔回次文字信息

７３



图 ３ － ２９　 岩心影像效果图

图 ３ － ３０　 编辑标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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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３１　 编辑标本信息

图 ３ － ３２　 编辑更多标本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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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采集光薄片信息

选择 “光薄片信息” 标签ꎬ 在列表中单击鼠标右键ꎬ 可进行光薄片信息的添加、 编

辑、 删除 (图 ３ － ３３)ꎮ

图 ３ － ３３　 添加光薄片信息

添加光薄片文字信息的同时可上传或删除光薄片影像信息ꎬ 单击 “保存” 按钮

(图 ３ － ３４)ꎮ

４ 采集副样信息

选择 “副样信息” 标签ꎬ 在列表中单击鼠标右键ꎬ 可进行副样信息的添加、 编辑、
删除 (图 ３ － ３５)ꎮ

添加副样文字信息的同时可上传或删除副样影像信息ꎬ 单击 “ 保存” 按钮

(图 ３ － ３６)ꎮ

５ 采集相关资料信息

选择 “相关资料” 标签ꎬ 在列表中单击鼠标右键ꎬ 可进行相关资料的添加、 编辑、
删除 (图 ３ － ３７)ꎮ

(四) 采集图书文献资料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以整装勘查区为单位ꎬ 通过后台数据库中的图书文献目录进行数据采

集ꎮ 选择管理工具中的 “图书文献目录” 数据库ꎬ 在数据列表中单击鼠标右键ꎬ 可进行

信息的添加、 编辑、 删除ꎬ 以及文献全文的上传或删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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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３４　 编辑光薄片信息

图 ３ － ３５　 添加副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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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３６　 编辑副样信息

图 ３ － ３７　 编辑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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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集成与应用示范

第一节　 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集成与应用示范

一、 以往工作程度及整装勘查工作部署

(一) 勘查区概况

四川攀西整装勘查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攀枝花市及凉山州西南部ꎬ 隶属攀枝花市东

区、 西区、 仁和区、 米易县和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 德昌县、 会理县所辖ꎮ
四川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ꎬ 东经 １０１° ３０′ ００″ ~

１０２°２３′１５″ꎬ 北纬 ２６°２１′１５″ ~ ２８°０４′００″ꎬ 包含太和 (太和 １ 和太和 ２)、 白马、 红格和攀

枝花 ４ 个勘查区ꎬ 总面积 ２１０７ｋｍ２ꎮ 同时ꎬ 包括攀枝花和白马共两个国家规划矿区ꎮ 其中

太和 １ 和太和 ２ 勘查区及白马勘查区北部位于凉山州行政区内ꎬ 红格和攀枝花勘查区及白

马勘查区南部行政区属攀枝花市管辖ꎮ

(二) 以往工作程度

１ 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

(１) 区调

攀西地区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完成 １∶１００ 万区调ꎻ ８０ 年代中期完成全区 １∶ ２０ 万区域地

质矿产调查ꎮ 于 ８０ 年代初开始ꎬ 在重要成矿带、 重点地区开展 １∶ ５ 万区调ꎬ 目前全区已

完成 ３３ 幅ꎬ 其中ꎬ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分布区完成了 １７ 幅 １∶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ꎬ 整装勘查

区所涉及的图幅共 ２５ 幅 (图 ４ － １)ꎮ
已完成 １∶５ 万区调包括 １∶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１∶ 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和 １∶ ５ 万城市

区域地质调查 ３ 种类型 (表 ４ －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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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　 攀西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一览表

区 域 地

质 调 查

类型

１ ∶ ２０ 万区域

地质调查图幅

１∶５ 万

区域地质调查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城市区域地质调查

含钒钛磁铁矿的

构造岩浆岩带完

成的 １ ∶ ５ 万区调

图幅

已 完 成

的 图 幅

名称

盐源、 西昌、
盐边、 米易、
永仁、 会理

德昌、 树河、 宽 裕、
同 德、 猛 粮 坝、 米

易、 撒莲、 会理、 关

河、 河口、 山 王 庙、
巧家、 堵格、 鲁吉

平川、 田湾、 挂榜、
丙底、 金 阳、 摩 挲

营、 益 门、 会 东、
小街、 大 村、 大 火

地、 新 坪、 普 威、
永兴、 盐边、 麻陇

锅 盖 梁、 西 昌、
河 西、 新 村、 攀

枝 花 市、 金 江、
仁和街、 拉蚱

德 昌、 树 河、 同

德、 猛 粮 坝、 撒

莲、 会理、 关河、
平 川、 田 湾、 攀

枝 花 市、 金 江、
挂 榜、 米 易、
河口

图 ４ － １　 攀西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程度图

(２) 基础地质研究

在地质科学研究方面ꎬ 除 «四川省区域地质志»、 «四川省区域矿产总结»、 «四川省

岩石地层» 等全省的研究成果外ꎬ 还完成了一系列地质专著和专题报告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至 ７０ 年代ꎬ 伴随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的进行ꎬ 科学研究工作

也逐渐开展ꎮ ８０ 年代中期采用板块构造理论方法进行了初步研究ꎮ 之后ꎬ 四川省地质矿

产局在 «四川省区域地质志»、 区域矿产总结工作中通过系统研究对比ꎬ 建立了地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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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ꎻ 在区内开展了对攀西裂谷带比较深入的研究ꎬ 出版了一系列专著ꎬ 如 «康滇构造与

裂谷作用»、 «龙门山—锦屏山陆内造山带»、 «攀西古裂谷的形成与演化»、 «攀枝花地

质» 等ꎬ 对本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ꎮ
攀西地区各有关地质队ꎬ 以及全国的科研院所 (校) 在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等方

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ꎬ 特别是对区内几大含矿岩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ꎬ 如中国科学院

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应用火成堆积旋回概念研究了红格岩体岩相韵律旋回ꎬ 四川省地

质矿产局周信国、 骆跃南等应用板块观点阐述了攀西地区地质演化及控矿特征ꎬ 由地

质队、 科研院所、 学校合作编制的 «攀枝花—西昌地区钒钛磁铁矿成矿规律与预测研

究报告» 等ꎮ
近 ３ 年开展了四川攀枝花式铁矿成矿地球动力学背景、 过程、 定量评价及岩浆成矿系

统的复杂性研究和四川攀枝花深部找矿疑难问题研究等项目ꎮ

２ 区域物探、 化探、 遥感、 自然重砂调查

(１) 物探

Ａ 重力调查

攀枝花—西昌地区 ６ 个 １∶ ２０ 万图幅区域重力调查程度见图 ４ － ２、 表 ４ － ２ꎮ 工作标

准为 ＤＺ / Ｔ００８２ － ９３ 区域重力调查规范ꎮ 此外ꎬ 四川物探队于 １９９７ 年开展了重力异常

研究ꎬ 提交了四川省攀枝花—马尔康地区 １ ∶ ５０ 万区域重力编图和重力异常研究报告

(１∶ ５０万)ꎮ 由云南省地质矿产局承担的攀枝花市、 东川市幅 １∶ ２５ 万区域重力调查ꎬ 由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物探队承担的盐源县、 西昌市幅 １∶ ２５ 万区域重力调查ꎬ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完成ꎮ

图 ４ － ２　 区域重力调查工作程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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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区域重力调查工作程度

序号
图幅号

及名称

工作

年代

工作

比例尺

工作方法

和仪器

面积
ｋｍ２

质量评价

(精度) / (１０ － ５ｍｓ － ２)
资料来源

１ Ｇ － ４７ － (６) 盐源 １９８４ １∶２０ 万

２ Ｇ － ４７ － (６) 盐源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６ １∶５０ 万

３ Ｇ － ４７ － (１２) 盐边 １９８８ １∶５０ 万

４ Ｇ － ４７ － (１８) 永仁

地面 重 力 测
量ꎬ 不 规 则
网ꎮ 国 产
ＺＳＭ － Ⅲ、
ＩＶ、 Ｖ 型、
ＺＳＭ － ４００ 型
重力仪

３１９０ ± １ １６７
四川地勘局

物探队

４０９９ ± １ １６７

７３３２ ± １ １６７

云南物探队

５ Ｇ － ４８ － (１) 西昌 １９８７ １∶５０ 万 ７２８９

６ Ｇ － ４８ － (７) 米易 １９８６ １∶５０ 万 ７３３２

７ Ｇ － ４８ － (１３) 会理 １９８７ １∶５０ 万 ７３７４

± １ １６７

四川地勘局

物探队

　 　 注: 质量评价 (精度) 为布格异常总精度ꎮ 当时 “规范” 要求为 ± ２ ０ × １０ － ５ｍ / ｓ２ꎮ

Ｂ 磁测调查

１) 航空磁测调查: 攀枝花—西昌地区航空磁测调查以 １∶２０ 万比例尺为主ꎬ 工作程度

较低ꎮ 航空磁测调查工作均由原地矿部航空物探总队完成并存放全部资料ꎮ 航磁工作程度

见图 ４ － ３、 表 ４ － ３ꎮ

表 ４ －３　 攀枝花—西昌地区航空磁测调查工作程度

序号 资料名称 工作年代 工作比例尺 工作方法和仪器
质量评价

ｎＴ 资料来源

１
川南滇北地区航

空磁测结果报告
１９６５ ~ １９６６

１ ∶ ２０ 万ꎬ 局

部 １∶１０ 万

伊尔 － １２、 立 － ２
型航空质子磁力仪

< ± ３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

探遥感中心

２
川西藏东地区航

空磁测概查报告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１ １∶１００ 万

安 － １２３０２ 型航空

质子磁力仪
± ４ ８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

探遥感中心

２) 地面磁测调查: 攀枝花—西昌地区 １∶２ ５ 万 ~ １∶２０ 万比例尺地面磁测调查程度见

表 ４ － ４ꎮ 磁测范围内针对矿产地和成矿有利地段还进行过 １∶１０００ ~ １∶１００００ 比例尺详查工

作ꎮ 地面磁测工作主要由四川省地勘局物探队完成ꎬ 并保存有全部资料ꎮ
(２) 化探

区内以系统的第二代 １∶２０ 万区域化探为主体ꎬ 主要为 １∶ ２０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ꎬ
局部地段开展了 １∶５ 万化探工作ꎬ 但都是以找矿目的而开展的ꎬ 分析指标较少ꎬ 且不系统

(图 ４ － ４)ꎮ
６４



图 ４ － ３　 整装勘查区航空磁测调查工作程度图

表 ４ －４　 攀枝花—西昌地区地面磁测 (ΔＺ) 工作程度调查

序号
资料

名称

资料

性质

工作

年代
比例尺

面积
ｋｍ２

质量

评价

１
四川省会理县力马河外围磁法、 金属量测量综合

普查
地磁 １９５８ １∶２ ５ 万 ４０３ 可靠

２ 四川会东 Ｍ１１４ 航磁异常地面物 (化) 探工作报告 地磁 １９７７ １∶２ ５ 万 ２１６ 可靠

７４



续表

序号
资料

名称

资料

性质

工作

年代
比例尺

面积
ｋｍ２

质量

评价

３
四川省米易县 ９１ － ２、 ９２ － １ 航磁异常地面磁测普查

评价报告
地磁 １９７７ １∶２ ５ 万 ８９ 尚可

４ 四川省盐源矿山梁子地区物探化探工作结果报告 地磁 １９６５ １∶２ ５ 万 １０００ 可靠

７ １９５６ 年四川会理地区物化探工作报告 地磁 １９５６ １∶５ 万 １２７８ 尚可

８
四川省冕宁回龙至米易三堆子 (牦牛山西坡) 综合

普查简报
地磁 １９６１ １∶５ 万 参考

９
四川西昌德昌区至米易县湾丘基性超基性岩普查

简报
地磁 １９６０ １∶５ 万 ８６５ 参考

１０ １９５７ 年四川会理地区物探工作报告 地磁 １９５７ １∶１０ 万 ３６０ 尚可

１１ 四川会理地区物探结果报告 地磁 １９５５ １∶１０ 万 ９２３ 参考

１２ 四川会理普威磁法普查报告 地磁 １９５６ １∶１０ 万 １６９４ 尚可

１３ １９５６ 年四川会理地区物化探工作报告 地磁 １９５６ １∶１０ 万 ７３３０ 尚可

１４
四川西昌专区第七、 八、 十七、 四十工区物化探普

查工作报告
地磁 １９５８ １∶１０ 万 ７８６ 参考

１５ 四川会理地区 １９５７ 年物探工作结果报告 地磁 １９５７ １∶１０ 万 １３４３ 尚可

１６
Ｇ － ４８ － Ⅶ (米易幅) １∶２０ 万地面磁测区域测量总结

报告
地磁 １９６４ １∶２０ 万 ３５００ 尚可

１７ 四川盐源地区物化探测量工作结果简报 地磁 １９６０ １∶２０ 万 ９００ 尚可

图 ４ － ４　 攀西地区化探工作程度图

８４



在北纬 ２８°以南ꎬ 四川境内共涉及 ８ 个 １∶ ２０ 万图幅ꎬ 总面积约 １０ × １０４ｋｍ２ꎮ 区内组

合分析样品 ９６６６ 件ꎬ 分析数据 ３７６９７４ 个ꎬ 共圈出各类化探组合异常 (不含永宁、 昭通、
渡口 ３ 幅) ４２７ 个ꎮ 扫面工作阶段多是以金、 银、 铅锌、 铜、 锰、 钡矿为主进行异常

查证ꎮ
(３) 遥感

预测区内有全覆盖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 ７ 号卫星数据ꎬ 并在西昌及攀枝花等地有小范围覆盖

城区的 ＳＰＯＴ －５ 数据ꎻ 航空摄影数据则有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覆盖预测区的 １５ｃｍ × １５ｃｍ
像幅黑白航片 (比例尺约为 １∶５ 万 ~ １∶１０ 万) 及 ８０ 年代在西昌安宁河流域进行的彩红外

航空摄影 (比例尺为 １∶６ 万 ~ １∶７ 万)ꎬ 数据均存放于国家测绘局ꎬ 本次未能收集到ꎮ
区内进行了不同比例尺、 不同程度的国土、 矿产资源、 森林、 水资源、 地质灾害、 生

态环境遥感综合调查与评价ꎬ 以及遥感技术的应用研究ꎬ 取得了许多成果和经验ꎮ ９０ 年

代以来进行的 １∶５ 万大比例尺矿产地质调查及区域地质调查都采用了遥感技术ꎬ 但更多的

是作为辅助手段ꎬ 没有形成单独的成果资料ꎮ １９９３ 年由四川省地质矿产局科研所与冶金

西南地质矿产局遥感站完成了 «康滇地区 (四川段) 铜矿遥感地质综合调查报告»ꎬ １９９４
年由四川省地质矿产局科研所与四川省地质矿产局物探队完成了 “四川省盐源幅、 西昌

幅区域化探异常遥感评价与筛选” 项目ꎬ １９９５ 年由四川省遥感中心与四川省气象局卫星

遥感中心合作完成了 “建立环境灾情遥感快速反应系统研究”ꎬ ２００２ 年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完成了 １∶２５ 万 “长江上游安宁河流域生态环境地质调查”ꎮ ２００５ 年四川省国土资源厅下

达了 “‘３Ｓ’ 技术在四川省矿山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应用研究” 项目ꎬ 也利用了遥感技术ꎮ
遥感影像和工作程度见图 ４ － ５ꎮ

图 ４ － ５　 攀西地区遥感工作程度图

迄今区内在遥感资料的开发和信息提取、 分析等方面的工作较少ꎬ 技术方法有待进一

步创新ꎻ 遥感地质调查工作中对重要成矿区域研究深度不够ꎮ
(４) 自然重砂

Ａ 自然重砂测量工作现状

四川全省 １∶ ２０ 万自然重砂测量始于 １９５８ 年ꎬ 与 １ ∶ ２０ 万区域地质调查同步进行ꎬ
９４



１９８６ 年完成全省 １∶２０ 万区域自然重砂测量ꎮ “六五”、 “七五” 期间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２ 年)ꎬ
在龙门山—攀西地区主要成矿带开展了 １∶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ꎬ 同时进行了部分地区

１∶５ 万自然重砂测量 (表 ４ － ５ꎻ 图 ４ － ６)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展的四川省区域矿产总结中ꎬ 对全省 １∶ ２０ 万区域自然重砂测

量进行了初步总结ꎮ

表 ４ －５　 四川省自然重砂工作程度 (包括异常查证) 一览表

序

号

图幅或

项目名称
比例尺

完成

年限

完成

单位

工作

面积

ｋｍ２

重砂

样品数

件

圈定重砂异常数 / 个

单矿物

异常

综合

异常

检查

异常数

个

发现

矿产地

个

建库

情况

１
西昌幅

Ｇ －４８ － Ｉ
１∶２０ 万 １９６５

四川地质局

一区测队
７２８９ １１ ４

已

建库

２
米易幅

Ｇ －４８ － ＶＩＩ
１∶２０ 万 １９６６

四川地质局

一区测队
７２００ １７

已

建库

３
会理幅

Ｇ －４８ － ＸＩＩＩ
１∶２０ 万 １９６６

四川地质局

一区测队
４５４５ ２９

已

建库

４
冕宁幅

Ｈ －４８ － ＸＸＸＩ
１∶２０ 万 １９６７

四川地质局

一区测队
７２４５ ８１４１ ６

已

建库

５
盐源幅

Ｇ －４７ － ＶＩ
１∶２０ 万 １９７１

四川地质局

一区测队
７２８５ ４

已

建库

６
盐边幅

Ｇ －４７ － ＸＩＩ
１∶２０ 万 １９７２

四川省地质局

一区测队
５５３０ ２３１９ ２０

已

建库

７
小街

Ｇ －４８ － ５０ － Ｂ
１∶５ 万 １９８４

四川地质

矿产局攀西队
４５９ ７５１ １６ １ １

未

建库

８
摩挲营

Ｇ －４８ － ２５ － Ｄ
１∶５ 万 １９８６

四川地质

矿产局攀西队

９
益门

Ｇ －４８ － ３７ － Ｂ
１∶５ 万 １９８６

四川地质

矿产局攀西队

８４５ ２４２６ ７０ ３２ １３ ４

未

建库

未

建库

１０
锅盖梁

Ｇ －４８ － １ － Ａ
１∶５ 万 １９９０

四川地质矿产局

攀西地质队

１１
河西

Ｇ －４８ － １ － Ｃ
１∶５ 万 １９９０

四川地质

矿产局攀西队

５４２ １３１９ ２４ １８ ８

未

建库

未

建库

１２
平川

Ｇ －４７ － ２４ － Ｂ
１∶５ 万 １９９０

四川地质

矿产局攀西队

１３
田湾

Ｇ －４７ － ２４ － Ｄ
１∶５ 万 １９９０

四川地质

矿产局攀西队

９１１ ４０３３ ３９ ２０ ７

未

建库

未

建库

１４
挂榜

Ｇ －４７ － ２５ － Ｃ
１∶５ 万 １９９１

四川地质

矿产局攀西队
９１ ３１４ １０ ２

未

建库

０５



图 ４ － ６　 攀西地区自然重砂工作程度图

Ｂ 自然重砂数据库建设工作现状

四川省 １∶２０ 万自然重砂数据库于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年由四川省地质调查院按照全国统一标

准建设完成ꎬ 现攀西地区的 ６ 个图幅已建立 １∶２０ 万自然重砂数据库ꎮ
数据库提供 １∶２０ 万区域地质调查形成的自然重砂数据信息ꎬ 包括图幅基本信息数据

文件、 样品基本信息数据文件、 重砂鉴定结果数据文件、 重砂鉴定结果不定量值的表示方

法和量化值的数据文件ꎮ

３ 矿产勘查与研究工作

(１) 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Ａ 矿产资源远景调查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攀西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区共部署安排了四川省攀西地区红格外围钒钛

磁铁矿调查评价、 四川攀西白马 －攀枝花地区钒钛磁铁矿调查评价和攀西太和整装勘查区

钒钛磁铁矿调查评价共 ３ 个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项目ꎬ 全区未开展 １∶５ 万矿产远景调查

工作ꎮ
Ｂ 矿产资源评价

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资源分布集中ꎬ 蕴藏量丰富ꎮ 攀枝花式钒钛磁铁矿已发现的矿区

(点) 共 ３１ 处 (表 ４ － ６ꎻ 图 ４ － ７)ꎬ 其中ꎬ 超大型 ６ 处ꎬ 大型 ６ 处ꎬ 中型 １２ 处ꎬ 小型 １
处ꎬ 矿点 ６ 处ꎮ 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 达勘探的 ５ 处ꎬ 详查的 ６ 处ꎬ 普查的 １５ 处ꎬ 预查的 ７ 处ꎮ
钒钛磁铁矿不仅是一种重要的铁矿资源ꎬ 而且含有多种可供利用的有益组分ꎮ 现已查明在

矿石中ꎬ 有铁、 钛、 钒、 铬、 钴、 镍、 铜、 锰、 钪、 镓、 硫、 硒、 碲和铂族元素等 １４ 种

元素能综合利用ꎮ 它们在矿石中的赋存状态已基本查明ꎮ 除伴生有上述多种有益组分外ꎬ
在有些矿区内ꎬ 如红格、 白草等地还共生有与碱性伟晶岩有关的铌、 钽、 锆、 稀土矿床ꎬ
已查明的储量也可供矿山设计综合开发ꎮ

１５



表 ４ －６　 攀西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区矿 (床) 点一览表

序号 矿区名称 矿段名称 规模 勘查程度 成 矿 特 征

１ 峰子岩 中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 太和矿区
太和矿田北矿段

太和矿田南矿段
超大型

勘探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普查 基性—超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３ 大象坪 中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４ 铜厂坪 矿点 预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５ 德昌巴洞矿区 中型 详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６ 白马矿区

夏家坪矿段

及及坪矿段

田家村矿段

青杠坪矿段

超大型

详查

勘探

勘探

详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矿

７ 棕树湾 大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８ 马槟榔 中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矿

９ 新街 中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矿

１０ 麻陇 矿点 预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１１ 黑谷田 中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１２ 务本 超大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１３ 攀枝花矿区

朱家包包矿段

兰家火山矿段

尖包包矿段

倒马坎矿段

田公山矿段

超大型

勘探

勘探

勘探

勘探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１４ 飞机湾 中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１５ 纳拉箐 大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１６ 萝卜地 矿点 预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１７ 红格矿田安宁村矿区 超大型 详查 基性—超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１８ 一碗水 中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１９ 红格矿田白草矿区 大型 详查 基性—超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０ 红格矿田马鞍山矿区 中型 详查 基性—超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１ 红格矿田中梁子矿区 中型 普查 基性—超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２ 红格矿区

红格矿田北矿段

红格矿田南矿区

马松林矿段

红格矿田南矿区

铜山矿段

红格矿田南矿区

路枯矿段

超大型

勘探

勘探

勘探

勘探

基性—超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５



续表

序号 矿区名称 矿段名称 规模 勘查程度 成 矿 特 征

２３ 彭家梁子 矿点 预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４ 得胜村东 矿点 预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５
红格矿田

湾子田矿区
中型 普查 基性—超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６
红格矿田

中干沟矿区
大型 勘探 基性—超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７
红格矿田

会理秀水河矿区
大型 详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８ 白沙坡 大型 普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９ 新桥 矿点 预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３０ 普隆 中型 预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３１ 半山 小型 预查 基性岩浆分异层状矿

(２) 矿产勘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 先后有四川省地质矿产局攀西地质队、 １０６ 队、 １０８ 队、 ４０３
队、 物探队、 ４０４ 队、 区测队ꎬ 四川冶金地勘局以及 ００９３９ 部队、 ００２８１ 部队等ꎬ 先后开

展了矿产地质路线调查ꎬ 矿点检查、 普查ꎬ １∶１００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ꎬ １∶２０ 万区域地质

矿产调查ꎬ １∶２０ 万区域化探ꎬ 水文普查ꎬ 铀矿普查等ꎬ 发现了一批大中小型矿床ꎬ 其中

既有黑色金属、 贵金属、 有色金属矿产ꎬ 也有能源矿产和其他非金属矿产ꎮ 如攀枝花、 红

格、 白马、 太和钒钛磁铁矿ꎬ 会理拉拉铜铁矿ꎬ 天宝山铅锌矿ꎬ 盐源平川铁矿ꎬ 大陆乡稀

土矿ꎬ 西范坪斑岩铜矿等ꎮ 主要矿种有 Ｃｕ、 Ｐｂ、 Ｚｎ、 Ｓｎ、 Ａｕ、 Ａｇ、 Ｍｏ、 Ｎｉ、 Ｆｅ、 Ｍｎ、
Ｓｒ、 重稀土、 煤、 石膏、 重晶石、 滑石、 蛇纹石、 磷块岩、 石灰石等ꎮ

Ａ 钒钛磁铁矿资源勘查概况

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资源分布集中ꎬ 蕴藏量丰富ꎮ
攀西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区在整装勘查前已发现的矿区 (点) 共 ２６ 处ꎬ 达勘探的 ５

处ꎬ 详查的 ５ 处ꎬ 普查的 １０ 处ꎬ 预查的 ６ 处ꎮ
钒钛磁铁矿不仅是一种重要的铁矿资源ꎬ 而且含有多种可供利用的有益组分ꎮ 现已查

明在矿石中ꎬ 有铁、 钛、 钒、 铬、 钴、 镍、 铜、 锰、 钪、 镓、 硫、 硒、 碲和铂族元素等

１４ 种元素能综合利用ꎬ 它们在矿石中的赋存状态已基本查明ꎮ 除伴生有上述多种有益组

分外ꎬ 在有些矿区内ꎬ 如红格、 白草等地还共生有与碱性伟晶岩有关的铌、 钽、 锆、 稀土

矿床ꎬ 已查明的储量也可供矿山设计综合开发ꎮ
Ｂ 其他矿产勘查概况

攀西地区除蕴藏量大的钒钛磁铁矿和伴生共生矿外ꎬ 还有富铁、 铜、 锡、 镍、 铅、
锌、 磷、 蓝石棉、 金、 煤等矿产产地ꎬ 其探明的储量在我国均占有一定地位ꎮ 区内已发现

矿产计有 ５５ 种ꎬ 已探明储量的有 ４４ 种ꎬ 找到矿产地 １６００ 多处ꎬ 其中已证实为大型的 ３７
处、 中型 ６０ 处ꎮ 从整个川滇南北向构造带上看ꎬ 在北段有驰名中外的纤长质优的巨型石

棉矿床ꎻ 南段有我国著名的泸沽富铁矿ꎬ 盐边冷水箐、 会理力马河铜镍矿ꎬ 会理拉拉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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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７　 攀枝花式钒钛磁铁矿分布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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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ꎬ 天宝山 －大梁子铅锌矿ꎬ 以及东川式层状铜矿等有色金属矿产地ꎮ
攀西及相邻地区面积有 ７ × １０４ｋｍ２ꎬ 其矿产资源丰富ꎬ 成矿地质条件相当优越ꎮ 因

此ꎬ 完全可以说该区是金属矿种比较齐全、 储量远景十分可观的一个名符其实的 “聚宝

盆”ꎮ 它不仅是受国内外地质同仁关注的构造、 岩浆与沉积作用多期交替成矿的典型成矿

带ꎬ 而且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主要矿产区之一ꎮ

(三) 整装勘查工作部署与进展

１ 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部署与工作进展

(１) 总体工作部署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积极响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ꎬ 于 ２０１０ 年制定了 «四川省铁矿地质

勘查专项规划»ꎬ 对攀西钒钛磁钛磁铁矿整装勘查进行了总体部署ꎮ 在攀枝花、 红格、 白

马及太和四大钒钛磁铁矿区及外围开展了整装勘查ꎬ 筛选 ２１ 个勘查区块按勘探、 详查、
普查、 预查顺序开展勘查工作ꎮ 本着统一部署找大矿、 实现找矿突破的思路ꎬ 结合矿区建

设和发展需要ꎬ 优先安排大型矿山和新建矿山的资源勘查ꎮ 共设置勘查项目 ２１ 个ꎬ 包括

勘探项目 １ 个、 详查项目 ４ 个、 普查项目 ９ 个、 预查项目 ７ 个ꎮ
勘查工作分为 ３ 个阶段: 规划期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ꎬ 全面安排和启动全部 ２１ 个勘查

项目ꎻ 展望前期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ꎬ 初步安排前期续作的 ３ 个详查项目ꎬ 其他勘查项目视

前期勘查工作进展及需要适时设置ꎻ 展望后期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ꎬ 视前期勘查工作进展及

需要部署勘查项目ꎮ
计划主要实物工作量: 共安排钻探及三分量测井 ２８５４０００ｍ (规划期 ８４６７００ｍꎬ 展望前期

６５７３００ｍꎬ 展望后期 １３５００００ｍ)ꎬ 坑探 ８００ｍ (规划期 ２００ｍꎬ 展望后期 ６００ｍ)ꎬ 槽探 ４７３０００ｍ３

(规划期 １６７０００ｍ３ꎬ 展望前期 ８６０００ｍ３ꎬ 展望后期 ２２００００ｍ３)ꎬ １∶１ 万高精度磁测 ４３８ｋｍ２ꎮ
(２) 工作进展

攀西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ꎬ 从组织机构、 目标任务、 项目

设置、 勘查质量、 外部环境等各方面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部署ꎮ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 在四大勘

查区内共开展了 １９ 个勘查项目 (表 ４ － ７ꎻ 图 ４ － ８)ꎬ 其中ꎬ 中央地勘基金项目 ３ 个ꎬ 省

基金项目 １３ 个ꎬ 社会资金项目 ３ 个ꎮ 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 共投入经费 ９２２７０ 万元 (其中ꎬ 中央

地勘基金 ７８４０ 万元ꎬ 省地勘基金 ５８８８４ 万元ꎬ 社会资金 ２５５４６ 万元)ꎬ 钻探 ３７７３５３ｍꎬ 取

得岩心约 ３１ × １０４ｍ (近 ６ 万箱)ꎮ

表 ４ －７　 攀西整装勘查区钒钛磁铁矿勘查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１ 四川省西昌市响水乡蜂子岩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２ 四川省西昌市太和钒钛磁铁矿区深部及外围普查 中央和省级

３ 四川省德昌县大象坪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４ 四川省德昌县铜厂坪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５ 四川省米易县棕树湾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６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及及坪 － 夏家坪矿段深部及外围普查 中央和省级

７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田家村 － 青杠坪矿段深部及外围普查 中央和省级

８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马槟榔矿段普查 省基金

９ 四川省米易县黑谷田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１０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营盘山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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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１１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新庄飞机湾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１２ 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兰尖—朱家包包钒钛磁铁矿延伸勘探 社会资金

１３ 四川省攀枝花仁和区纳拉箐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１４ 四川省米易县潘家田铁矿延伸勘探 社会资金

１５ 四川省盐边县、 米易县、 会理县一碗水钒钛磁铁矿预查 省基金

１６ 四川省盐边县彭家梁子钒钛磁铁矿预查 省基金

１７ 四川省盐边县、 会理县红格钒钛磁铁矿区深部及外围普查 省基金

１８ 四川省盐边县新九大老包铁矿延伸勘探 社会资金

１９ 四川省盐边县新九乡白沙坡 － 新桥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图 ４ － ８　 攀西整装勘查区钒钛磁铁矿勘查总体部署与项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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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已经取得重大突破: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７ 处ꎬ 其中ꎬ 超大

型 １ 处ꎬ 大型 １ 处ꎬ 中型 ５ 处ꎮ

２ 基础地质调查与科研工作部署

中国地质调查局对整装勘查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ꎬ 在整装勘查区共安排了 １０ 个基础

地质调查与科研项目 (表 ４ － ８ꎻ 图 ４ － ９)ꎮ

表 ４ －８　 攀西整装勘查区基础地质调查与科研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年限

１ 四川省攀西地区红格外围钒钛磁铁矿调查评价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２ 四川攀西白马 － 攀枝花地区钒钛磁铁矿调查评价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３ 攀西太和整装勘查区钒钛磁铁矿调查评价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４
四川攀枝花地区 １ ∶ ５ 万新坪、 普威、 永兴、 盐边、 麻陇 ( Ｇ４７Ｅ００６０２３、 Ｇ４７Ｅ００６０２４、
Ｇ４７Ｅ００７０２２、 Ｇ４７Ｅ００７０２３、 Ｇ４７Ｅ００７０２４) ５ 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５ 攀枝花 － 安益地区 １∶５ 万航磁调查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６ 攀枝花市、 东川市幅 １∶２５ 万区域重力调查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７ 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区 １∶５ 万重力调查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８ 四川攀枝花式铁矿成矿地球动力学背景、 过程、 定量评价及岩浆成矿系统的复杂性研究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９ 四川攀枝花深部找矿疑难问题研究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１０ 攀枝花矿集区重金属生态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与示范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二、 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

(一) 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状况

四川攀西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工作 ２００９ 年开始启动ꎬ ２０１０ 年全面展开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 已对整装勘查区的 １９ 个项目进行了勘查ꎬ 产生了钻探进尺 ４２２７３７ｍ 的岩矿心ꎬ 还产

生了大量副样及少量光 (薄) 片等实物ꎮ 已实施的整装勘查项目见表 ４ － ９ꎮ

表 ４ －９　 四川攀西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区已实施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１ 四川省西昌市响水乡蜂子岩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２ 四川省西昌市太和钒钛磁铁矿区深部及外围普查 中央和省级

３ 四川省德昌县大象坪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４ 四川省德昌县铜厂坪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５ 四川省米易县棕树湾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６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及及坪 － 夏家坪矿段深部及外围普查 中央和省级

７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田家村—青杠坪矿段深部及外围普查 中央和省级

８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马槟榔矿段普查 省基金

９ 四川省米易县黑谷田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１０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营盘山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１１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新庄飞机湾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１２ 四川省攀枝花仁和区纳拉箐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１３ 四川省盐边县、 米易县、 会理县一碗水钒钛磁铁矿预查 省基金

１４ 四川省盐边县彭家梁子钒钛磁铁矿预查 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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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１５ 四川省盐边县、 会理县红格钒钛磁铁矿区深部及外围普查 省基金

１６ 四川省盐边县新九乡白沙坡 － 新桥钒钛磁铁矿普查 省基金

１７ 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兰尖———朱家包包钒钛磁铁矿延伸勘探 社会资金

１８ 四川省米易县潘家田铁矿延伸勘探 社会资金

１９ 四川省盐边县新九大老包铁矿延伸勘探 社会资金

图 ４ － ９　 攀西整装勘查区基础地质调查与科研项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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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由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四川省冶金地勘局、 四川省煤

田地质局所属 １０ 余家地勘单位承担ꎬ 取得的岩矿心按照 «实物地质地质资料管理办法» 实

行汇交管理ꎮ 其中ꎬ 汇交给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６ 份ꎬ 共计 ７ 个钻孔 ６６０４ １７ｍ 进尺的岩矿

心和 １２７ 块标本 (表 ４ － １０)ꎻ 汇交给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实物地质资料攀西分库 １６ 份、
１５０ 个钻孔、 ３８２４７ ４２ｍ 进尺、 岩矿心 ３６７９１ ８２ｍ、 １５６８１ 件副样、 １５６ 片光片、 ２８３ 片薄片

(表 ４ －１１)ꎻ 其余保管在各勘查单位ꎬ 包括钻探进尺 ３７７８８５ ４１ｍ 的岩矿心等ꎮ

表 ４ －１０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接收保管攀西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岩矿心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岩心

孔号 进尺 / ｍ
标本
块

承担单位

１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田

家村—青杠坪矿段延伸详查

ＺＫ４０ － ５ ８９８ ７３

ＺＫ５２ － ５ ９３５ ７５
２９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 ４０３ 地质队

２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及

及坪 － 夏家坪矿段延伸详查
ＺＫ１５０３ ９１１ ８ ４０

四川 省 煤 田 地 质 局

１３７ 地质队

３
四川省西昌市太和钒钛磁铁矿延伸

详查
ＺＫ１３０７ １２６２ ０１ ４１

四川 省 冶 金 地 质 勘

查院

４
四川省攀枝花市纳拉箐钒钛磁铁矿

普查
ＺＫ１１７１ ８４７ ０６ ７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 １０８ 地质队

５
四川省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兰尖—朱

家包包矿区延伸勘探
１０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 １０６ 地质队

６ 四川省红格钒钛磁铁矿区延伸详查
ＺＫ１１０６ ８２３ ４８

ＺＫ１０６１１ ９２５ ３４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 １０６ 地质队

合计 ７ ６６０４ １７ １２７

表 ４ －１１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实物地质资料攀西分库接收保管攀西钒钛磁铁矿整装勘查岩矿心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岩心

进尺 / ｍ 岩矿心长
ｍ

钻孔数
个

副样
件

光片
片

薄片
片

１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

及及坪 － 夏家坪矿段深部及外围

普查

３４００ ４０ ３２０９ ５２ １６ ３２７９ ２ ２

２
四川省米易县潘家田钒钛磁铁矿

延伸勘探
８１１ ９２ ７８６ ５８ １ １４８ １７

３
四川省盐边县、 会理县红格钒钛

磁铁矿区深部及外围普查
７０３９ ７８ ６７５１ ６４ １１ １２５４

４
四川省攀枝花兰尖 － 朱家包包钒

钛磁铁矿延伸勘探
１２３２ ６３ １１７１ ５５ ２ ５０８ ４ １１

５
四川省盐边县新九乡白沙坡 － 新

桥钒钛磁铁矿普查
１０２３ ６５ １０００ ６４ ３ １３３ ３０ ８２

９５



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岩心

进尺 / ｍ 岩矿心长
ｍ

钻孔数
个

副样
件

光片
片

薄片
片

６
四川省盐边县—会理县一碗水钒

钛磁铁矿普查
５００ ４６ ４８０ ９８ ４ ５３ １０ ２５

７
四川省米易县棕树湾钒钛磁铁矿

普查
２２８０ ６８ ２１７３ ９３ ２８ ７１３ １８

８
四川省米易县黑谷田钒钛磁铁矿

普查
１７３３ １１ １４６１ ５９ １６ ７５５ ４

９
四川省米易县白马钒钛磁铁矿区

田家村 － 青杠坪矿段深部及外围

普查

４０５６ ５５ ３９７８ ８３ ２２ ３２３

１０
四川省攀枝花市纳拉箐钒钛磁铁

矿普查
３２２５ ９４ ３１３０ ０２ ５ ８５１

１１
四川省德昌县大象坪钒钛磁铁矿

普查
８５０ １３ ８１１ ０２ ５ ６ ３０

１２
四川省西昌市太和钒钛磁铁矿区

深部及外围普查
５０９２ ２ ５０５４ ４ １２ ５４１８ １１ ２８

１３
四川省盐边县彭家梁子钒钛磁铁

矿预查
７５８ ７３０ ３７ １ ２８１ ９

１４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新庄飞机湾

钒钛磁铁矿普查
１２３０ ４３ １２２６ ９４ ７ ３１６ ２３ ２８

１５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营盘

山钒钛磁铁矿普查
４２７０ ９ ４１５５ ６１ １２ １１９９ ３７ ４６

１６
四川省西昌市响水乡蜂子岩钒钛

磁铁矿普查
７４０ ６４ ６６８ ２ ５ ４５０ ７ ９

合计 ３８２４７ ４２ ３６７９１ ８２ １５０ １５６８１ １５６ ２８３

(二) 信息集成工作步骤与方法

集成工作主要流程是根据项目目标ꎬ 确定项目集成内容ꎮ 信息集成以项目信息为单

元ꎬ 以实物地质资料岩矿心、 标本、 副样信息为主体ꎬ 同时加入相关的文献资料、 成果资

料、 原始资料信息集成等ꎬ 将相关信息目录集成数据ꎬ 将数据集中导入数据包ꎬ 达到地质

档案简便、 快捷查询的目标ꎮ
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步: 资料收集ꎮ
全面收集整理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已经完成和正在实施的项目信息以及实物地质资

料、 成果地质资料和文献资料等信息ꎬ 为信息集成提供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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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和成果地质资料以全国地质资料馆和省馆馆藏资源为主ꎬ 图书文献资料以地

质图书馆馆藏资源为主ꎬ 在此基础上ꎬ 补充地勘单位的成果资料和图书文献资料ꎮ 实物地

质资料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保管的岩心标本及扫描图像等信息ꎻ 二是

对保管在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１０６ 队、 ４０３ 队等各地勘单位的实物地质资料进行清

查登记ꎬ 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岩心、 样品、 标本、 光薄片等实物地质资料信息ꎮ
第二步: 数据整理、 采集ꎮ
按照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技术方法» 进行信息整理ꎬ 包括攀西

整装勘查区项目基本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

信息ꎮ
数据采集内容根据时间节点可分为两个阶段ꎮ ２０１１ 年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 之

前的项目基本信息由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收集汇总后发给省级地质资料馆ꎬ 省级地

质资料馆主要采集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等ꎻ ２０１１ 年之后的项目基本信息和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以及整装勘查区概况由四川省地质资料馆采集ꎮ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由国土资源实物地质

资料中心采集ꎮ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由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和省级地质资料馆共同采

集完成ꎮ
第三步: 数据质量检查ꎮ
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ꎬ 按照质量管理要求对数据质量进行检查ꎬ 不合格的数据要重新

返回修改ꎮ
第四步: 数据包制作ꎮ
经过检查合格、 整理之后的数据ꎬ 录入到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系统中ꎬ

制作完成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ꎮ 数据包制作可采用两种方式录入数

据: 逐项录入和批量导入ꎮ

(三) 数据包内容

数据包内容包括攀西整装勘查区背景信息和地质资料信息两部分ꎮ
背景信息主要包括整装勘查区范围、 交通位置、 区域自然地理与地质矿产条件、 整装

勘查工作部署与进展、 以往各类地质工作程度等 (表 ４ － １２)ꎮ

表 ４ －１２　 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库包背景信息内容

信息类别 信息内容

范围与交通位置 经纬度、 面积、 位置、 交通

自然地理 气候、 水文、 地形、 地貌

地质矿产条件 地层、 构造、 岩浆岩、 矿产分布

整装勘查部署与进展 区块划分、 目标、 任务、 工作量、 进展

已有地质工作 区域地质调查、 物探、 化探、 遥感调查、 矿产勘查

地质资料信息主要包括项目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钻孔信

息、 图书文献信息ꎬ 表现形式为图表和文字 (表 ４ － 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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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３　 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地质资料信息内容

数据类别 数量 信息内容

项目信息

共 ４９９ 个ꎬ 其中 １９５５ ~ １９７５ 年项目 ２３６
个ꎬ １９７６ ~ ２０００ 年项目 ２０７ 个ꎬ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项目 ５６ 个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工作类型、 工作

程度、 行政区划、 起止时间、 经纬度范围、 报告名

称、 实物类型及数量、 保存状况等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

共 ４２８ 档ꎬ 其中矿产勘查 ３４９ 档ꎬ 区域调

查 ４２ 档ꎬ 物化遥勘查 ９ 档ꎬ 地质科学研

究 ２５ 档ꎬ 其他 ３ 档

成果资料名称、 资料类别、 保管单位、 保管地点、
案卷号、 所属项目名称、 工作区范围、 内容摘要等

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
共 ５１３ 份ꎬ 其中岩心 ３２０３４０ ４９ｍꎬ 标本

１１８８３ 块ꎬ 副样３５７３４０ 袋ꎬ 光薄片２０６５６ 片

资料名称、 案卷号、 保管单位、 保管地点、 所属项

目、 钻孔数、 岩心长度、 标本数、 薄片数、 光片数、
副样数、 其他实物数、 相关资料类型及数量、 保存

状况以及岩心扫描图像等信息

钻孔资料 ４３６０ 个

钻孔编号、 所属资料、 勘探线号、 钻孔经纬度、 钻

孔直角坐标、 开终孔日期、 实际孔深、 钻取岩心长

度、 馆藏岩心长度、 钻取岩屑数量、 馆藏岩屑数量

等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
１４０ 份ꎬ 其中专著 ０ 部ꎬ 论文 １４０ 篇ꎬ 其

他 ０ 份

题名、 责任者、 主题词、 刊名、 出版年月、 期次、
基金、 摘要等信息

三、 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成果应用

(一) 初步应用效果

１ 推介情况

为了充分应用数据包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初召开了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
成果推广应用发布会ꎬ 将 “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 推介

给了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处和储量处、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四川省地质调

查院、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１０６ 地质队、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４０３ 地质队、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等 １６ 家单位 (表 ４ － １４)ꎬ 涉及地勘单位 １２ 个ꎬ 矿山企业 ２ 家ꎬ
省级矿产资源主管部门 ２ 个ꎮ

表 ４ －１４　 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推介应用单位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１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处 ９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

２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储量处 １０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 ６０１ 大队

３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１１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

４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１２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 １３５ 队

５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１０６ 地质队 １３ 四川省煤田地质工程勘查设计研究院

６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４０３ 地质队 １４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

７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１０９ 地质队 １５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资源科

８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攀西地质队 １６ 四川安宁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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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应用效果

通过推介应用ꎬ 各单位普遍反映虽然研究成果刚刚利用ꎬ 但为他们提供了系统完善的

地质资料信息ꎬ 对部署实施整装勘查以及科研工作发挥了作用ꎮ 各单位反馈的应用情况

如下:
１)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内容丰富、 分类清晰ꎬ 清楚地显示了勘

查区以往开展过的不同程度地质工作ꎬ 便于掌握勘查区以往地质工作程度ꎬ 能够对全省及

全国的国家级整装勘查项目的分布及矿种情况有初步的了解ꎬ 为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及信息

检索提供了依据ꎮ 对于今后安排地质工作和立项选区十分便利ꎮ 为矿产资源管理部门下一

步在整装勘查区进行工作部署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作用ꎮ
２) 该数据包采用图件结合表格文字表达形式ꎬ 查阅十分方便ꎬ 能够翔实反映不同项

目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情况ꎬ 便于对以往各项目的钻孔岩心编录及勘探线剖面图及矿体等

资料进行查阅ꎬ 略去以往到各个兄弟单位之间借阅资料的程序ꎬ 省时省力ꎬ 方便快捷ꎮ 在

整装勘查区地质研究和矿产勘查中具有十广泛的应用前景ꎮ
３)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为地质工作人员提供了实物地质资料、

成果地质资料、 图书文献资料 “一站式” 服务ꎬ 使项目人员能足不出户、 及时地查到所

需的资料ꎬ 避免在项目立项和设计工作中ꎬ 往往因地质资料的缺少而多处查询ꎻ 还有在工

作预算中对工作量的安排避免了单项目重复勘查ꎬ 极大地节约了项目成本ꎬ 提高了工作

效率ꎮ
４) “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ꎬ 是岩矿心、 标本、 副

样、 光 (薄) 片等实物地质资料与地质原始资料、 地质成果资料、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的

有机集结ꎬ 能为编制长期矿业开发规划、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评价、 地质勘查攻深找盲、 地

质科研、 项目立项择优、 科考、 教学等提供大量十分有用的地质信息ꎮ
５) 数据包有利于地勘单位下一步开展综合研究ꎬ 拓宽找矿思路和加强综合找矿ꎮ 通

过比对同一成矿带上已知矿床的钻孔及岩心等实物地质资料ꎬ 开展地层、 矿体三维模拟演

示形成新的找矿思路ꎻ 通过分析研究实物地质资料可以认识成矿作用及成矿规律ꎬ 对探索

不同区域及不同成矿作用的成矿特征以及成生联系ꎬ 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ꎮ
如四川省地质调查院承担的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综合物探方法研究项目ꎬ 以往在项目

设计阶段ꎬ 需要了解红格矿区以往工作程度收集资料时ꎬ 由于省厅资料馆只有一些成果资

料ꎬ 必须到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１０６ 地质队 (成都温江)、 ４０３ 地质队 (峨眉山

市)、 ２０７ 地质队 (乐山市)、 冶金局 ６０５ 队 (攀枝花市) 等单位收集相关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ꎬ 包括项目名称、 各项目开展工作情况及相应的资料清单ꎬ 再从中筛选有用资料ꎬ 办

理查阅手续ꎬ 工作量非常大ꎬ 往返行程达上千千米ꎮ
但是ꎬ 这次在项目设计阶段利用了 “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

数据包”ꎬ 则可以一步到位ꎬ 直接查询到 １０６ 队、 ４０３ 队在红格矿区的相应的详细资料ꎬ
最后选定在红格矿区南北矿段 ＺＫ１０６１４ 孔附近开展相应工作ꎬ 并直接在 １０６ 队长坡库房

测量岩心物性数据ꎮ 这种 “一站式” 服务ꎬ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ꎬ 节约了项目成本ꎬ
提高了项目成果质量ꎮ

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成果虽然只是得到初步应用ꎬ 但是取得

了一定效果ꎬ 通过本次试点ꎬ 为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创造了许多经验ꎬ 今后进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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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广应用ꎬ 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二) 取得的经验与推广建议

１ 取得的工作经验

第一ꎬ 通过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采集工作ꎬ 把过去不同时期由不同单位完成的各类成果

进行系统的汇集整理ꎬ 内容丰富详细ꎬ 充分反映了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及铜、 铅、 锌、 镍

等成矿条件ꎬ 将这些地质资料进行综合集成ꎬ 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ꎮ
第二ꎬ 矿产资源勘查离不开各阶段的地质资料信息重复利用ꎬ 通过综合集成将在各专

业队、 科研院校分散保管的资料形成集群化的信息ꎬ 满足不同利用者的不同需求ꎮ
第三ꎬ 通过信息数据包集成提供 “一站式” 服务ꎬ 应用效果明显ꎬ 极大地提高了工

作效率ꎬ 极大地节约了项目成本ꎬ 提高了项目成果质量ꎮ 通过信息的集中查询ꎬ 使用者对

该区的工作程度能一目了然ꎬ 用以指导工作安排ꎻ 为决策者提供可靠的依据ꎬ 使新的工作

能够在更高的起点上起步ꎬ 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地质工作ꎮ
第四ꎬ “四川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采集与示范应用” 成果ꎬ 充分发挥

了岩矿心、 标本、 副样等实物地质资料的作用ꎻ 通过实物地质资料与成果地质资料、 钻孔

资料、 图书文献资料的集合ꎬ 为有关部门编制长期矿业开发规划、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评

价、 地质勘查攻深找盲、 地质科研、 项目立项择优、 专业教学等提供向导性的地质信息

服务ꎮ
第五ꎬ 随着深部找矿工作的开展ꎬ 实物地质资料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价值ꎻ 随着地质

资料信息服务 “两化” 建设的初见成效ꎬ 实物地质资料工作得到重视ꎮ “四川省攀西整装

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采集与示范应用” 试点项目ꎬ 是开发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

服务产品工作的一部分ꎬ 是推动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信息集群建设的试点之一ꎬ 最终目

标是实现全国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共享ꎮ
第六ꎬ 本次工作的难点之一是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收集与整理ꎬ 目前实物地质资料由勘

查单位临时分散保管ꎬ 岩心、 标本、 副样放置于各自勘查矿山ꎬ 大多没有符合要求的库

房ꎬ 保存状况普遍较差ꎮ 几十年来未进行全面系统的统计、 整理ꎬ 一些勘查单位实物地质

资料已损毁或处理ꎬ 保留下来的也都是残缺不全ꎬ 大部分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未能利用ꎮ 通

过本项目工作ꎬ 将攀西地区现存的实物地质资料进行了清查ꎬ 掌握了基本信息ꎬ 不仅丰富

了本项目成果ꎬ 而且为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提供了基础ꎮ
第七ꎬ 本项目系用主动推介的方式ꎬ 将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赠送

给承担勘查工作的单位ꎬ 得到各应用单位的热烈欢迎ꎮ 由此得到启示ꎬ 提高地质资料服务

水平ꎬ 必须改变传统的服务模式ꎬ 要紧密结合国家重点部署和社会需求ꎬ 有针对性地开发

适用的服务产品ꎬ 并与利用者互动ꎬ 倾听他们的意见ꎬ 丰富服务产品ꎬ 改进服务方式ꎬ 实

现地质资料管理与地质工作的有机融合ꎮ

２ 进一步推广应用建议

(１)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成果推广应用

按照规划ꎬ 目前四川攀西整装勘查只是第一阶段的工作ꎬ 今后还将继续实施第二阶段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和第三阶段 (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０ 年) 的工作ꎮ 因此ꎬ 在进一步补充完善四川

省攀西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成果 (数据包) 的同时ꎬ 应进一步扩大推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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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ꎬ 使承担整装勘查单位及相关单位都得到应用ꎬ 为今后阶段的整装勘查工作发挥更大的

信息支持作用ꎮ
(２)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技术方法推广建议

实践证明ꎬ 依托攀西整装勘查区研究建立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技术ꎬ 是实现各类

地质资料及图书文献资料一体化服务的有效途径ꎬ 对于提高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具有重要意

义ꎮ 因此ꎬ 建议将本项目研究建立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技术以及推广应用方法推广到

其他整装勘查区ꎬ 同时还可拓展到重点成矿区带或重要经济区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ꎬ
从而丰富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产品ꎬ 更新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方式ꎬ 为地质找矿和经济社会发

展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第二节　 青海省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集成与应用示范

一、 以往工作程度及整装勘查工作部署

(一) 整装勘查区概况

青海省祁漫塔格地区铁铜矿整装勘查区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以西约 ３５０ｋｍ 祁漫塔格

地区ꎬ 西起卡尔却卡ꎬ 东至小灶火ꎬ 南以昆中断裂为界ꎬ 北至柴达木盆地南缘ꎮ 整装勘查

区行政区划分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行政委员会和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管

辖ꎬ 该区是国土资源部首批设立的 ４７ 片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整装勘查区之一ꎬ 包含了青海

省格尔木市野马泉地区铁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 青海省格尔木市卡尔却卡地区铜多金属矿

整装勘查区、 青海省格尔木市拉陵灶火地区铜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 ３ 个省级整装勘查区ꎮ

(二) 以往工作程度

１ 区域地质调查

１) １９５５ 年ꎬ 地质部柴达木石油普查大队在柴达木盆地进行大规模的石油普查ꎬ 工作

范围包括评价区东北部边缘ꎬ 著有 «１９５５ 年初步地质总结»ꎬ 对盆地的地质概况、 构造特

征和含油层等做了阐述ꎮ
２) １９５７ 年ꎬ 青海省石油普查大队继续进行柴达木盆地及周围山系边缘的地质测量工

作ꎬ 利用航片填制了 １∶２０ 万地质图ꎮ 通过以石油普查为中心任务的地质填图ꎬ 对柴达木

盆地及周边的地质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ꎮ 著有 «１９５７ 年地质工作总结»ꎬ 并首次编制了

该区地层表ꎮ
３)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０ 年ꎬ 青海省地质局区调一队在本区陆续完成了伯喀里克幅、 那陵格勒

幅、 乌图美仁幅、 塔鹤托坂日幅、 布伦台幅及开木棋陡里格幅 １∶２０ 万区域地质调查ꎮ
４)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ꎬ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在青新边界祁漫塔格地区进行了库郎米其提幅

和布喀达坂峰幅 １∶２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ꎬ 运用板块构造和大陆造山带地质理论ꎬ 分析、 探

讨了调查区地史演化ꎬ 认为祁漫塔格造山带是早古生代蛇绿混杂岩带ꎬ 具有复杂的地质演

化历史和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ꎬ 是一条具有远景的多金属成矿带ꎮ
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ꎬ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开展了乌兰乌珠尔 － 祁漫塔格地区 ８ 幅和喀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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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登塔格地区 ５ 幅 １∶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ꎬ 对祁漫塔格结合带的地质构造组成进行了详细调

查研究ꎬ 对复式岩基进行解体ꎬ 并初步总结分析了该区域的成矿控矿因素ꎬ 认为祁漫塔格

造山带是一条具有远景的多金属成矿带ꎮ
６)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１ 年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完成的 “东昆仑地区综合找矿预

测与突破” 项目涉及本区ꎬ 该项目将野马泉地区作为铁金多金属矿资源远景区ꎬ 从区域

地质背景、 矿化特征及典型矿床、 成矿规律及成矿预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ꎬ
认为该区是 Ｆｅ、 Ｃｏ、 Ａｕ、 Ｚｎ、 Ｃｕ 等的高背景区ꎬ 经历了长期的构造演化ꎬ 具备成矿的基

本条件ꎻ 并认为与印支期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矽卡岩型矿化是本区主要的成矿作用ꎬ 热

水沉积作用成矿和造山带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化也是区内不容忽视的成矿作用ꎮ 在此基础

上ꎬ 建立了区域成矿模式ꎬ 确立了找矿标志ꎮ
７)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年由吉林大学承担的 “青海 －新疆东昆仑成矿带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的

综合研究” 项目ꎬ 通过工作研究ꎬ 认为祁漫塔格地区具有多期成矿作用叠加、 为一多组分叠

生矿床集中产出的成矿特征ꎻ 矿床成因类型为热水沉积型和中温热液型ꎮ 同时认为该区所发

现的热液脉状矿体可能为一种矿头或前缘反映ꎬ 应注意浅埋藏或隐伏矿体的找矿工作ꎮ

２ 区域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调查

１) １９６６ 年ꎬ 地矿部航空物探大队 ９０２ 队在柴达木盆地及其边缘山区分别进行了

１∶１００万和 １∶２０ 万航空磁测工作ꎮ １９７５ 年国家地质总局航空物探大队 ９０２ 队在青海南部和

西南部地区进行了 １∶５０ 万航空磁测工作ꎬ 圈定了一大批航磁异常ꎮ
２) １９６８ ~ １９７０ 年ꎬ 青海省地质局物探队在那陵格勒河至巴音郭勒河山前覆盖区开展

了 １∶５ 万地磁测量ꎮ 同时对有关地段进行了磁异常检查ꎬ 先后发现了肯德可克、 尕林格、
野马泉等铅、 锌、 铁矿床ꎮ

３)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ꎬ 青海省有色地勘局在祁漫塔格地区相继开展了 １∶１０ 万、 １∶５ 万水

系沉积物金属测量和异常检查ꎬ 先后在肯德可克、 黑河等地圈出一批以 Ａｕ － Ｃｏ － Ａｇ － Ｃｕ
等元素为主的综合异常ꎬ 在肯德可克矿区圈出数条具一定规模的伴 (共) 生的金、 钴、
铋矿体ꎮ 这些矿种的发现ꎬ 不仅提高了矿床经济价值ꎬ 也拓宽了该区今后的找矿思路ꎮ

４)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９ 年ꎬ 青海省地球化学勘查院在柴达木盆地西缘开展 １∶ ２０ 万区域化探

扫面工作时ꎬ 在评价区共圈出各类综合异常 ４６ 处ꎻ 仅对部分交通条件较好ꎬ 成矿地质条

件良好的综合异常进行了查证ꎬ 未取得重大突破ꎮ 但其成果为今后地质找矿提供了基础性

的区域化探资料和目标靶区ꎮ
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年ꎬ 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院在评价区针对 １∶２０ 万化探异常开展了 １∶５

万矿产地球化学普查ꎬ 主要为: ①对野马泉矿区外围 ＡＳ４０ 乙 ２ 综合异常进行 １∶ ５ 万水系

沉积物测量和异常检查ꎬ 发现矿化蚀变带 ３ 条ꎬ 圈出 １１ 条铅锌矿体ꎬ 估算铅锌资源量

１ ３ × １０４ ｔꎻ ②铁石达斯山 １∶５ 万地球化学普查ꎬ 圈定综合异常 ９ 处ꎬ 新发现哈是托、 牛苦

头沟等 ３ 处矿化点ꎬ 找矿进展不大ꎻ ③对开木棋河 ＡＳ４５ 乙 ２、 ＡＳ４６ 乙 ２ 两个异常进行１∶５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ꎬ 后分解为 ５ 个子异常ꎬ 预查成果不理想ꎮ

６)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ꎬ 对卡尔却卡、 乌兰乌珠尔相继进行 １∶５ 万矿产地球化学普查ꎮ 大

调查工作期间ꎬ 两区均有商业性的矿产普查ꎮ
７)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ꎬ 青海庆华矿业公司委托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开展了青海省格尔木市

野马泉 Ｍ４、 Ｍ５ 磁异常区锌铁矿详查ꎬ 在 Ｍ４、 Ｍ５ 异常区圈出铁多金属矿体 ５７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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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根据 １∶２０ 万伯喀里克幅、 那陵格勒幅、 乌图美仁幅、 塔鹤托坂日幅、 布伦台幅及

开木棋陡里格幅不同图幅的地球化学景观ꎬ 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重砂、 放射性测量工作ꎬ 基

本查明了区内地层、 构造及矿产分布特征ꎻ 并以地质力学为主导地质理论ꎬ 建立了该区构

造格架ꎬ 初步探讨和总结了区内的成矿规律和成矿条件ꎬ 进行了有关矿产的预测ꎮ
９)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勘查大队与青海省鸿鑫矿业公司及青海省长

河矿业公司联合勘查ꎬ 在牛苦头地区对 ３ 个主要磁异常区进行了详查ꎬ 分别为矿区 Ｃ３ 磁

异常区和矿区外围 Ｍ１、 Ｍ４ 两个磁异常区ꎬ 找矿工作取得重大成果ꎮ 目前共在 Ｃ３ 磁异常

区圈定铜硫铁铅锌矿体 １６６ 条ꎬ 在 Ｍ１ 磁异常区圈定硫铁铅锌矿体 １０ 条ꎬ 在 Ｍ４ 磁异常区

圈定铜硫铁铅锌矿体 ３ 条ꎮ

３ 区域地质矿产勘查

１) １９７７ 年ꎬ 青海省第一地质队在那陵格勒河东岸至开木棋河一带开展 １∶ ５ 万以铁、
铜为主的矿产普查ꎬ 发现了那东、 金红山、 小红山等磁铁矿点 ６ 处及一批铜、 钨、 铅、
钛、 锡、 钼、 铋等重砂异常ꎬ 认为多金属矿化成因类型为矽卡岩型ꎮ

２)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１ 年ꎬ 青海省地质局组织下属的几个地质队、 物探队和地质研究所对野

马泉地区铁矿进行会战ꎬ 对该区铁矿评价做了大量的工作ꎬ 特别是对肯德可克铁矿进行了

多金属矿普查和详查ꎬ 提交 Ｃ ＋ Ｄ 级铁矿石量 ７４０６ ６３ × １０４ ｔꎻ Ｄ 级锌金属量 １３ ６６ × １０４ ｔꎻ
Ｄ 级铅金属量 ５ ８ × １０４ ｔꎻ Ｄ 级铜金属量 ７１１ｔꎻ Ｃ ＋ Ｄ 级硫矿石量 １９８ ４８ × １０４ ｔꎻ 同时发现

金矿化并圈出 ５０ 多个金矿体ꎬ 估算金金属量 １ ７９ｔꎮ
３) １９７９ 年ꎬ 青海省地质局第一地质队在那陵格勒河沟脑索拉吉尔进行铜矿检查ꎬ 圈

定铜矿体 ８ 条ꎬ 提交了 «青海省格尔木县索拉吉尔铜矿点初步检查» 报告ꎮ 目前该铜矿

已有私有企业投资开采ꎮ
４)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４ 年ꎬ 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勘查大队在开木棋河—白沙河一带开展了

１∶５ 万地质矿产普查ꎬ 发现磁铁矿 (化) 点 １０ 个ꎬ 方铅矿矿化点 １ 个及其他金属、 非金

属矿 (化) 点多处ꎬ 其成因类型为矽卡岩型ꎮ
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年ꎬ 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院 (现为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开展了野马泉

地区铜多金属矿普查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ꎬ 在野马泉 Ｍ１ 地磁异常内发现了矽卡岩带ꎬ 除原圈

定 １７ 条铁矿体外ꎬ 新圈出铜矿体 ２ 条 (多与铁矿共生)、 铅锌矿体 １ 条ꎮ 目前ꎬ 野马泉铁

多金属矿床正在进行详查ꎮ
６)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勘查大队与青海物通 (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

联合对乌兰拜兴铁多金属矿进行了勘查ꎬ 在 Ｃ１ 磁异常区圈定磁铁矿体 ４ 条ꎮ
７)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在卡尔却卡开展了国土资源大调查和商业性项

目ꎬ 在 Ａ 区发现规模较大的含铜破碎蚀变带 ３ 条ꎬ 地表圈出具一定规模的铜矿体 ９ 条ꎮ 在

Ｃ 区发现规模较大的含金破碎蚀变带及含铅锌蚀变带各 １ 条ꎬ 圈出铅锌金多金属矿体 ２５
条ꎬ 其中ꎬ 锌矿体 ７ 条ꎬ 铅锌矿体 ７ 条ꎬ 铅矿体 ２ 条ꎬ 金铅锌矿体 １ 条ꎬ 金矿体 ８ 条ꎮ

８)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 年ꎬ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和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开展了青海省格

尔木市野马泉地区铁多金属矿普查工作ꎬ 对矿区内的 １３ 处地磁异常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５
南部、 Ｍ６、 Ｍ７、 Ｍ８、 Ｍ９、 Ｍ１０、 Ｍ１１、 Ｍ１２、 Ｍ１３ 和 Ｍ１４ 异常区) 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普

查、 详查工作ꎬ 共圈出铁多金属矿体 １３２ 条ꎬ 矿体主要产于中酸性侵入岩与上石炭统缔敖

苏组、 寒武 －奥陶系滩间山群外接触带矽卡岩中ꎬ 成矿类型属于接触交代 (矽卡岩) 型ꎮ
７６



９)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和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在卡尔却卡开展了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勘查项目和商业性项目ꎬ 取得了较大突破ꎬ 在矿区共圈定铜锌多金属矿

体 ６５ 条ꎮ 矿化类型主要为矽卡岩型、 热液型及斑岩型ꎮ 为此次资源评价项目报告提交资

源量估算提供了详实的资料ꎮ
１０)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在喀雅克登塔格地区开展了青海省国

土资源厅勘查项目ꎬ 共发现 ４ 条含矿带 (Ｉ—Ⅳ)ꎬ 圈出多金属矿体 ４３ 条ꎬ 其中矿体规模

相对较大的有 ８ 条ꎮ
１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在别里塞北开展了青海省国土资源厅

勘查项目和商业性项目ꎮ 通过普查工作ꎬ 在 ＣＺ１１ － １ 异常中圈出了 ８ 条磁铁矿体ꎬ 在

ＣＺ１１ － ３ 异常中圈出了 ３ 条磁铁矿体ꎬ 在 ＣＺ１１ － ５ 异常中圈出了 ２ 条磁铁矿体ꎬ 在

ＣＺ１１ － ６异常中圈出了 ３ 条磁铁矿体ꎬ 共计 １６ 条磁铁矿体ꎮ
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年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勘查大队与青海省长河矿业公司联合对四角

羊—牛苦头沟地区进行了勘探ꎬ 共圈定 １１８ 条铁多金属矿体ꎬ 矿体多为似层状、 透镜状ꎬ 矿

体的长度、 宽度和厚度变化较大ꎬ 矿体的矿石类型较复杂ꎬ 同一矿体中可见多种矿石类型ꎮ
综上所述ꎬ 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找矿潜力较好ꎬ 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矽卡岩、 热液型

矿产是区域找矿主攻方向ꎬ 应加强对狼牙山组、 滩间山群、 缔敖苏组和中酸性岩体接触

带、 主断裂及次级断裂ꎬ 以及斑岩体的研究和找矿工作ꎮ

(三) 整装勘查部署与工作进展

１ 整装勘查部署

祁漫塔格铁铜整装勘查区是青海省最重要的铁多金属成矿远景区之一ꎬ 被国土资源部

列入首批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国家级整装勘查区ꎮ 其有色金属成为全国十大新发现的资源接

替基地ꎮ 据统计ꎬ 各项工作量持续增加ꎬ １ ∶ ５ 万区调、 矿调工作量增长近 １０ 倍ꎬ 钻探、
槽探工作量增加了 ３ 倍ꎮ

青海省对祁漫塔格铁铜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实行 “统一工作部署、 统一组织实

施、 统一工作进度、 统一质量要求、 统一成果验收” 的 “五统一” 管理ꎬ 集中资金和技

术力量ꎬ 统筹中央、 地方和社会资金ꎬ 加速整装勘查ꎬ 加快整体评价ꎮ ５ 年新增资源量

中ꎬ ８０％ ~９０％资源量来自整装勘查区ꎮ 这充分说明整装勘查是实现找矿重大突破的有效

途径ꎬ 应继续在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进行规划和部署 (图 ４ － １０)ꎮ
勘查周期: ５ 年ꎬ 即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ꎮ
主攻矿种: 铁、 铜铅锌、 钼、 钴ꎬ 兼顾评价钨、 锡、 铋和金、 银ꎮ
主攻类型: 矽卡岩型、 层控型、 热液型、 斑岩型ꎮ
祁漫塔格铁铜整装勘查区将成为 １０００ × １０４ ｔ 级铁铜镍铅锌矿矿产资源基地ꎮ

２ 工作进展

祁漫塔格铁地区铁铜矿整装勘查区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实施青藏专项项目ꎬ ２０１０ 年启动

整装勘查ꎬ 统一部署ꎬ 发现了夏日哈木超大型镍钴矿ꎬ 实现了镍钴矿在矿种和类型上的重

大突破ꎮ 通过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部署工作的实施ꎬ 累计圈定地磁异常 ７０１ 处、 航磁异常

６９０ 处、 化探综合异常 １０５２ 处ꎬ 发现矿 (化) 点及矿化线索 ３２０ 处ꎬ 圈定了一批成矿远

景区和找矿靶区ꎬ 为下一步地勘工作部署提供了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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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 １０　 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及规划范围示意图

目前ꎬ 祁漫塔格地区铁铜矿整装勘查区工作部署周期为 ５ 年ꎬ 已开展工作 ２ 年ꎬ 勘查

区共计完成了 １∶５ 万区调 １６ 幅ꎬ １∶５ 万矿产远景调查 ３５ 幅ꎬ １∶５ 万高精度磁测 １５ 幅ꎬ １∶５
航磁 ２２ 幅ꎮ

二、 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

(一) 青海省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现状

青海省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实行分级管理的模式ꎬ 实物地质资料分散保管在不同的单

位ꎮ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实物地质资料摸底调查清理结果ꎬ 全省实物地质资料保管现状

见表 ４ － １５ꎮ

表 ４ －１５　 青海省实物地质资料保管现状统计

实物地质资料库
岩矿心

ｍ
水系副样

件
光薄片

件
标本
块

岩屑
块

截止

日期

青海省地勘局实物地质资料库 １７５１０ １８ ３２２１８４ １８４３２ １５８１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青海省有色地勘局实物地质资料库 ２１７３３ ６４ １４３０３９ ７９７ ２７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核工业地质局实物地质资料库 ３７１ ５７ ２７０１５５ ３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其他实物库房 ３２２３５ １１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青海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１８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总计 ７１８５０ ３９ ９１５３８６ １９２２９ １６３８７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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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馆藏实物地质资料目录清单统计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在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内

钻探 １４５０７９ ５５ｍꎬ 共取得岩矿心 １２９３９７ １ｍ 等实物地质资料 (表 ４ － １６)ꎮ

表 ４ －１６　 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取得的实物地质资料清单

项目
钻孔数量

个

总进尺
ｍ

取心
ｍ

岩屑
袋

标本
块

样品
袋

光片
件

薄片
件

青海省格尔木市野马泉

地区铁多金属矿普查
２２８ ３５７２４ ６３ ３３４３６ ９６ ９３４５ １０９ ９３４５ １６９ ２９２

青海省格尔木市卡而却

卡铜矿普查
１６５ ６４５５７ ４７ ５７４５６ １５ １３１０２ １０９ １８ ２３１ １７７

青海省格尔木市那林格

勒河下游它温查汉西铁

多金属矿预查

２５ １１２２２ ０６ ６６０４ ２４ ０ ２６ ６１

青海省格尔木市四角羊

—牛苦头矿区多金属矿

详查

８９ ３３５７５ ３９ ３１８９９ ７７ ６７６７

总　 计 ５０７ １４５０７９ ５５ １２９３９７ １ ２２４４７ ２１８ １６１３０ ４２６ ５３０

(二) 工作步骤及技术方法

１ 数据整理

(１) 数据整理原则

数据整理是对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研究中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检验、 归类编码和数

字编码的过程ꎬ 它是信息集成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ꎮ
信息集成的数据整理是以地质工作项目为基本单位ꎬ 按照数据项设置的信息组织结构

和集成内容进行逐步整理ꎬ 要符合设定的格式和标准ꎬ 数据项之间以项目名称作为关联

项ꎬ 逻辑组构要符合要求ꎮ 如果同一个工作项目形成多个案卷级实物地质资料ꎬ 按照实际

情况分别进行整理ꎬ 以项目名称作为关联ꎻ 多个工作项目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组合构成一

个案卷级实物地质资料ꎬ 按照工作项目个数分别进行整理ꎬ 如有特殊情况可附以说明ꎮ
收集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内成果地质资料、 实物地质资料、 原始地质资料等进行综合

整理汇总ꎬ 形成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ꎬ 经过试用ꎬ 总结出成熟的工作方法和宝贵

经验ꎻ 为下一步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和成果应用闯出了路子ꎬ 同时也为实物

地质资料信息集群化服务提供典型例子ꎮ
(２) 实物地质资料及成果地质资料、 文献资料整理

按照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对实物、 成果及文献资料的需求ꎬ 开展相关资

料收集、 整理、 汇总ꎮ
项目信息是区域性工作程度的基础数据信息ꎬ 以项目名称为主要牵导ꎬ 关联有关的集

成信息数据ꎮ 项目信息按照数据整理原则需整理项目基本信息表ꎬ 信息表格式为 ＥＸＣＥＬ
格式ꎮ

实物地质资料主要依托省级馆藏机构保管的整装勘查区内成果地质资料和地勘单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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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实物地质资料ꎮ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是整个信息集成的核心部分ꎬ 按照数据整理原则分

别整理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表、 钻孔信息表、 岩心信息表、 标本信息表、 光薄片信息

表、 副样信息表、 相关资料信息表ꎮ 标本图像和光薄片显微影像整理格式为 ＪＰＧ 格式ꎮ
岩心数字化影像信息还需整理岩心回次信息表ꎬ 信息表格式为 ＥＸＣＥＬ 格式ꎬ 岩心图像格

式为 ＪＰＧ 格式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标本图像、 光薄片显微影像、 岩心数字化影像 ( ＪＰＧ 格

式) 的图件名称与文档中的名称要相一致ꎬ 一般为其编号ꎮ
成果地质资料主要依托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收集的整装勘查区内已完成地质工作项

目的成果信息ꎮ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按照数据整理原则ꎬ 需整理成果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表ꎬ
信息表格式为 ＥＸＣＥＬ 格式ꎮ

图书文献资料主要依托中国地质图书馆图书文献全文检索系统ꎬ 以整装勘查区为单位

进行检索ꎮ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按照数据整理原则ꎬ 需整理图书文献资料目录信息表ꎬ 以及

图书文献资料的全文ꎬ 信息表格式为 ＥＸＣＥＬ 格式ꎮ
原始地质资料由于目前我国的地质资料管理情况和自身特点ꎬ 将其纳入实物地质资料

的相关资料部分ꎬ 所以不再单独进行数据资源的整合ꎮ
另外ꎬ 还应对整装勘查区自然地理、 区域地质矿产、 整装勘查工作部署与进展等资料

的文档和图件进行收集、 整理ꎮ 文档整理格式为 ＴＸＴ 格式ꎮ 图件整理格式为 ＪＰＧ 格式ꎬ
同时分辨率不要过高以免造成读取错误ꎮ 图件名称与文档名称要相一致ꎮ

２ 地质资料信息组织

收集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内形成的所有成果地质资料、 原始地质资料、 实物地质资料

目录、 图书文献目录、 钻孔清查数据库、 实物地质资料摸底调查数据库、 潜力评价数据库

等信息ꎬ 以项目为单位ꎬ 筛选整理出有实物工作量的项目信息和实物数量信息ꎬ 采用实物

地质资料信息 ＥＸＣＥＬ 采集模板ꎬ 按照 «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技术要求» 逐

个信息表项进行信息录入ꎮ
按照有无实物地质资料及实物资料类型进行整理ꎮ 无实物地质资料的项目只需填写相

关资料信息表ꎬ 有实物地质资料的项目填写钻孔信息表、 岩心信息表、 标本信息表、 光薄

片信息表、 副样信息表ꎮ 青海省国土资源博物馆将各地勘单位信息表汇总ꎬ 统一导入软件

形成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包ꎮ 下面以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完成的 “青海东昆仑

西段祁漫塔格地区铜多金属矿资源评价” 项目为例ꎬ 将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表一一展开

描述ꎮ
(１) 项目基本信息表

项目基本信息表作为项目工作内容的基础数据信息表ꎬ 主要的信息内容包括项目基本

信息和实物集成表的概要内容 (表 ４ － １７)ꎮ
(２)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表

该部分内容是整个信息集成的核心部分ꎬ 分为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表、 钻孔信息

表、 岩心信息表、 标本信息表、 光薄片信息表、 副样信息表等ꎮ
Ａ 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表

以案卷级实物地质资料为基本单位ꎬ 主要信息包括资料的基本信息和实物地质资料有

关文件的类型和数量 (表 ４ － 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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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７　 项目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青海东昆仑西段祁漫塔格地区铜多金属矿资源评价 项目编码 ２００３１０２０００１１

承担单位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项目负责人 田三春

工作类型 矿产勘查 工作程度 普查

行政区划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行政委员会和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

起始时间 ２００３ / １ / １ 终止时间 ２００７ / １２ / ３０

起始经度 Ｅ ９０ ３０ ００ 终止经度 Ｅ ９３ ４０ ００

起始纬度 Ｎ ３６ ２０ ００ 终止纬度 Ｎ ３８ ００ ００

报告名称 青海东昆仑西段祁漫塔格地区铜多金属矿资源评价

相关实物 无□ 有√
钻孔数: ５ (个)ꎻ 岩心: １２９５ ６８ (ｍ)ꎻ 标本: ２５２ (块)ꎻ
薄片: １５２ (片)ꎻ 光片: ６９ (片)ꎻ 副样: (袋)

相关文献

备注

表 ４ －１８　 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表

资料名称
青海东昆仑西段祁漫塔格地区铜

多金属矿资源评价报告
案卷号 ００１

保管单位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保管地点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资料室

所属项目名称 青海东昆仑西段祁漫塔格地区铜多金属矿资源评价

实物地质资料

类型及数量

钻孔数: ５ (个) 岩心: １２９５ ６８ (ｍ) 标本: (块)

薄片: １５２ (片) 光片: ６９ (片) 副样: (袋)

其他:

实物地质资料相关资料

类型及数量

文本: ２２ (册) 电子文件: ０ (份)

图件: １１ (张) 电子图件: ５ (张)

备注

Ｂ 钻孔信息表

以一个钻孔为基本信息单元ꎬ 反映该钻孔的基本信息内容 (表 ４ － １９)ꎮ

表 ４ －１９　 钻孔信息表

钻孔编号 ＺＫ００１

所属资料名称
青海东昆仑西段祁漫塔格地区铜多金

属矿资源评价
资料案卷号 ００１

勘探线号 ０ 线

钻孔经度 ９０５８５２ 钻孔纬度 ３６４８３３

钻孔直角坐标 Ｘ 钻孔直角坐标 Ｙ 钻孔直角坐标 Ｈ

开孔日期 ２００５ / ６ / １６ 终孔日期 ２００５ / ８ / ２２

实际孔深 / ｍ １８２ ６９ 钻取岩心长度 / ｍ １５３ ２ 馆藏岩心长度

钻取岩屑数量 / 袋 １１９ 馆藏岩屑数量

备注 北京 １９５４ 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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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岩心信息表

主要描述岩心的基本信息ꎬ 内容包括分层厚度、 分层岩心描述ꎮ 有条件的应收集岩心

数字化影像信息 (表 ４ － ２０)ꎮ

表 ４ －２０　 岩心信息表

钻孔编号 ＺＫ００１

所属资料名称
青海省东昆仑西段祁漫塔格地区铜矿

评价
资料案卷号 ００１

钻孔深度 (ｍ) １８２ ６９

分层岩心描述

０ ~ ３ ０９ｍꎬ 灰白色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ꎬ 岩石呈灰白色ꎬ 似斑状结构ꎬ 块状构造ꎮ 岩石

普遍具弱高岭土化蚀变ꎬ 局部具弱褐铁矿化ꎮ 该层岩石破碎ꎬ 其间夹砂ꎬ 土为残坡积产物

３ ０９ ~ １０ １６ｍꎬ 褐黄色碎裂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ꎬ 岩石呈褐黄色ꎬ 少数灰白色ꎬ 似斑状

结构ꎬ 块状构造ꎮ 岩石较破碎ꎬ 应为残坡积物ꎮ 岩石普遍具较强高岭土化蚀变ꎬ 局部具弱

褐铁矿化ꎮ 由较完整岩心可见钾长石呈细脉及团块分布



数字化影像

Ｄ 标本信息表

主要描述标本的基本信息ꎬ 内容包括采样方法、 采集位置、 地理坐标、 标本描述等

(表 ４ － ２１)ꎮ

表 ４ －２１　 标本信息表

标本编号 标本名称

所属资料名称
青海省东昆仑西段祁漫塔格地区铜矿

评价
资料案卷号 ００１

薄片编号 ＺＰ６ － ｇｂ２ 光片编号 ＴＣ２ － ｇｂ１

标本类型 采样方法

采集位置 ６ 号剖面 地理坐标 ４１１６９００ꎬ １６３５４５００

采集人 采集日期

标本描述

备注

Ｅ 光薄片信息表

主要描述对应的光薄片信息ꎬ 内容包括地理坐标、 镜下描述、 显微影像等 (表

４ － ２２)ꎮ

表 ４ －２２　 光薄片信息表

光薄片编号 ０７Ｄ３ＺＰ３ － ｂ３ 光薄片名称 含黑云母钾长花岗斑岩

所属资料名称
青海省东昆仑西段祁漫塔格地区铜矿

评价
资料案卷号 ００１

地理坐标 ４１１６９００ꎬ １６３５４５００ 标本编号

镜下描述

显微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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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副样信息表

主要描述副样的基本信息ꎬ 内容包括样品类型、 采样位置、 采样坐标、 采集方法、 副

样简介等 (表 ４ － ２３)ꎮ

表 ４ －２３　 副样信息表

副样编号 副样名称

所属资料名称 资料案卷号

采样目的 样品类型

采样位置 采样坐标

采集方法 采集时间

副样简介

Ｇ 相关资料信息表

相关资料主要指与实物地质资料类型对应的说明性文字、 图件、 测试结果等资料ꎮ 相

关资料分为文本和图件两种内容形式进行目录汇总 (表 ４ － ２４)ꎮ

表 ４ －２４　 相关资料信息表

相关资料编号 Ｄ －００４３ 相关资料名称
冰沟南铜多金属成矿

远景区 ＺＫ０１ 剖面图

所属资料名称
青海省东昆仑西段祁漫塔格

地区铜矿评价
资料案卷号 ００１

相关资料类别 附图 文件数量 １

(３) 图书文献目录信息表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是指以整装勘查区为单位的图书文献类资料的目录ꎬ 由于图书文献

资料按照项目不易区分ꎬ 这里将其单列出来 (表 ４ － ２５)ꎮ

表 ４ －２５　 图书文献目录信息表

文献资料名称
祁漫塔格找矿远景区地质

组成及勘查潜力
文献编号

«西北地质» ２０１０ 年

第 ４ 期

专著 / 期刊 专著号 / 期刊号

文献分类 工作区 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

内容摘要

(三) 数据包制作

经过检查合格、 整理之后的数据ꎬ 录入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系统中ꎬ 制

作完成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ꎮ 信息集成系统提供了规范化录入方式ꎬ
按照系统的数据著录设置ꎬ 逐项将项目基本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信

息、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导入信息集成系统中ꎬ 完成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

包制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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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制作可采用两种方式录入数据: 逐项录入和批量导入ꎮ
本次数据包制作采用批量导入方式ꎬ 将检查合格之后的各个数据表汇总后ꎬ 将项目基

本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导入到信息集成系统

中ꎬ 完成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制作ꎮ
批量导入方式的优点是数据可以批量导入ꎬ 提高了效率ꎬ 工作量大大降低ꎮ 缺点是批

量导入前需将数据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ꎬ 而且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容易出错ꎮ
批量导入方式制作数据包步骤:
第一步: 首先将整装勘查区概况、 项目基本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

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信息按照一定的结构进行组织ꎮ
第二步: 通过信息集成系统的批量导入功能批量导入数据ꎮ
第三步: 检查导入的数据是否准确和完整ꎮ
第四步: 对于检查出错误的数据ꎬ 可通过逐项录入方式修改数据ꎮ

(四) 数据包内容

数据包内容包括攀西整装勘查区背景信息和地质资料信息两部分ꎮ
背景信息主要包括整装勘查区范围、 交通位置、 区域自然地理与地质矿产条件、 整装

勘查工作部署与进展、 以往各类地质工作程度等 (表 ４ － ２６)ꎮ

表 ４ －２６　 青海省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背景信息内容

信息类别 信息内容

范围与交通位置 经纬度、 面积、 位置、 交通

自然地理 气候、 水文、 地形、 地貌

地质矿产条件 地层、 构造、 岩浆岩、 矿产分布

整装勘查部署与进展 区块划分、 目标、 任务、 工作量、 进展

已有地质工作 区域地质调查、 物探、 化探、 遥感调查、 矿产勘查

地质资料信息主要包括项目信息、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 钻孔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信

息、 图书文献信息ꎬ 表现形式为图表和文字 (表 ４ － ２７)ꎮ

表 ４ －２７　 青海省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信息内容

数据类别 数量 信息内容

项目信息

矿产勘查２６６ 个ꎬ 区域调查４４ 个ꎬ 物化遥

勘查 ９８ 个ꎬ 水工环勘查 ５０ 个ꎬ 科学研究

７ 个ꎬ 其他 ２２ 个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工作类型、 工作

程度、 行政区划、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起始经度、
终止经度、 起始纬度、 终止纬度、 报告名称、 工作区

范围、 实物工作量等信息

成果地质资料

共 ３８３ 档ꎮ 其中ꎬ 矿产勘查 １９０ 个ꎬ 区域

调查 ３８ 个ꎬ 水工环勘查 ４０ 个ꎬ 地质科研

５４ 个ꎬ 物化遥勘查 ４９ 个ꎬ 其他 １２ 个

资料名称、 资料类别、 保管单位、 保管地点、 案卷

号、 项目编码、 所属项目、 工作区、 内容摘要等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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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据类别 数量 信息内容

实物地质资料
共 １２４ 份ꎬ 包括 １５６１ 个钻孔、 ２１３４０ 片光

薄片、 １３４２ 袋副样等

资料名称、 案卷号、 保管单位、 保管地点、 所属项

目、 钻孔数、 岩心长度、 标本数、 薄片数、 光片数、
副样数、 其他实物数、 文本资料数、 电子文件数、
图件数、 电子图件数、 保存状况以及岩心扫描图像

等信息

钻孔资料

１５６１ 个钻孔信息ꎮ 数据包中有国土资源实

物地质资料中心保管的祁漫塔格整装勘查

区内 ３ 档实物地质资料钻孔岩心描述及岩

心扫描信息 (６Ｇ)

钻孔编号、 所属资料、 勘探线号、 钻孔经度、 钻孔

纬度、 钻孔直角坐标 Ｘ、 钻孔直角坐标 Ｙ、 钻孔直角

坐标 Ｈ、 开孔日期、 终孔日期、 实际孔深、 钻取岩心

长度、 馆藏岩心长度、 钻取岩屑数量、 馆藏岩屑数

量、 编目员、 审核员等信息

图书文献资料 图书文献目录及全文 ４６ 篇
题名、 责任者、 主题词、 刊名、 出版年月、 期次、
文献编号、 基金、 摘要、 所属项目等信息

三、 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成果应用

(一) 应用情况

为保证实物地质资料集成数据包有较强的适用性ꎬ 能对野外地质工作和科学研究有更

大的参考指导意义ꎬ 同时为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工作决策提供地质资料方面的参考ꎬ 本次项

目的成果选取了 １１ 家地勘单位、 ４ 家矿山企业及探 (采) 矿权管理部门进行试用ꎮ 试用

结果从多层次、 多方面、 多角度反映了成果数据包的优势和不足ꎬ 为成功推广项目形成积

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ꎬ 同时ꎬ 试用单位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ꎮ
地勘单位: 承担基金项目和商业性探矿项目ꎬ 希望用到含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的综合性

图件ꎮ 比如: 了解勘查区工作程度时ꎬ 希望在一张图上能看到开展过的工作项目、 地质、
矿产及项目形成的实物和成果地质资料等信息ꎮ 参考附近地区实物地质资料信息ꎬ 为部署

下一步工程数量和位置提供参考ꎮ
矿业权公司: 通过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平台能掌握自己矿业权范围内形成的各类实

物地质资料数量ꎬ 为进一步工作安排提供充分有利的依据ꎬ 为展示自己矿山成果、 扩大公

司知名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ꎮ
领导决策: 根据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集成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ꎬ 可综合考虑区域内地

层、 实物数量ꎬ 安排部署下一步将要开展的项目ꎮ

(二) 应用效果

１ 地勘单位应用效果

(１) 应用单位情况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ꎬ 是青海省唯一一家具备区域地质调查、 固体矿产勘查、
地球物理勘查、 地球化学勘查、 遥感地质调查 ５ 个甲级资质ꎬ 大地测量、 摄影测量与遥

感、 工程测量、 地籍测绘、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勘查 ７ 个乙级资质的综合性地质勘查专业队伍ꎬ 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独立经济核算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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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勘查事业单位ꎮ
(２) 应用效果

１)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在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共有 ３２ 个项目ꎬ 如野马泉、
肯德可克、 别里塞北等大型矿床形成了大量的实物地质资料ꎮ 其中ꎬ 钻孔 ６３２ 个ꎬ 岩心

１５３５０５ ５３ｍꎬ 光薄片 ２７９６ 片等ꎮ 实物地质信息集成采集工作开展相当及时ꎬ 便于本单位

对实物地质资料实行统一管理ꎮ
２)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抓住这次项目机遇ꎬ 利用本次成果进行综合研究ꎬ 形

成了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ꎬ 编制了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工作程度图、 矿业权分布

图、 实物地质资料分布图、 原始地质资料及成果地质资料分布图ꎮ 本项目成果帮助青海省

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更直观地掌握了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分布情况ꎬ
为该院下一步在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的生产探矿和矿业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３) 灵活运用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参与综合研究有利于拓宽找矿思路和加强综合找矿ꎮ
祁漫塔格地区东部原来只有零星分布磁异常的沙丘地区ꎬ 青海省第五地质矿产勘查院通过

分析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ꎬ 进而向西拓展ꎬ 发现了一系列铁金铅锌多

金属矿ꎬ 发现了夏日哈木镍钴矿床以及外围铜等多金属矿床点ꎮ 将来工作部署可以充分利

用参考整个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ꎬ 通过比对同一成矿带上已知矿床的

钻孔及岩心等实物地质资料ꎬ 以及开展地下地层、 矿体三维模拟演示形成新的找矿思路ꎮ
通过分析研究实物地质资料可以判断地质成因和成矿作用及成矿规律ꎬ 对探索不同区域及

不同成矿作用的成矿特征、 信息以及成生联系提供基础资料ꎬ 可有效指导找矿与勘查

实践ꎮ
４) 对于老矿山和危机矿山ꎬ 可以通过对往年的钻孔岩心、 样品进行二次开发利用、

分析ꎬ 在充分分析地勘资料的基础上ꎬ 重建矿床模型ꎬ 确定矿山外围的重点勘查区域和勘

探层位ꎬ 扩大矿床规模ꎬ 延长矿山服务年限ꎬ 使危机矿山重生ꎮ 二次开发实物地质资料ꎬ
减少了工作中的盲目性ꎬ 同时节约了相关投入ꎬ 提高了效益投入比ꎮ

５) 实物地质资料的特殊性确定了其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研究价值ꎬ 及二次、 多次利

用开发价值ꎬ 实物地质资料的二次开发利用在地质找矿的作用中已越来越多地被地质技术

人员认同ꎮ 同时ꎬ 也为一些地质研究和勘查项目提供了实物地质资料的查阅便利ꎬ 在整装

勘查区地质研究和矿产勘查中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ꎮ

２ 矿山企业应用效果

(１) 应用单位情况

青海省齐鑫矿业有限公司ꎬ 从事地质矿产勘查、 物化探勘查、 矿山企业地质勘查监理

等工作ꎬ 从事过 １∶５ 万地质大调查项目ꎮ 目前拥有 ５０ 余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ꎬ 具固体矿

产勘查甲级、 物化探乙级勘查资质ꎬ 有独立的矿山ꎮ
(２) 应用效果

１) 该项目作为青海省对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集成的首次工作ꎬ 项目选区比较合

理ꎬ 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地勘项目和两权项目较多ꎬ 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实物地质资料ꎮ
２) 通过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数据集成ꎬ 可为未知的地质矿产勘查区域工作部署提供技

术指导ꎬ 如开展地质勘查、 科学研究及社会化服务ꎬ 具明显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ꎮ 实物

地质资料数据集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地质技术资料ꎬ 其成果应用领域十分广阔ꎬ 特别是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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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权人在开展勘查工作的同时对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数据需求ꎮ
３)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ꎬ 具有资料集中、 可节约大量时间、 便于查询诸多优点ꎮ

无论是在基础地质、 矿产勘查、 工作部署、 地质勘查还是科学研究等方面ꎬ 实物地质资料

都具有区域对比、 技术指导和综合研究的利用价值ꎮ
４) 数据包在应用方面极为便利ꎬ 其数据结构、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较为齐全ꎬ 能

长期满足地质勘查工作及工作部署需要ꎬ 成果可进一步推广和应用ꎮ
５)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集成数据包解决了矿业权交易过程中项目取得实物地质资料真

实性的后顾之忧ꎮ

３ 矿业权管理部门应用情况

(１) 应用单位情况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勘查储量处、 矿产开发管理处ꎬ 是青海省的探、 采矿业权行政主管

部门ꎮ
(２) 应用效果

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是青海省的重要成矿区带ꎬ 也是国土资源部开展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以来确定的首批国家级整装勘查区ꎮ 本次针对青海省的祁漫塔格整装勘查区设计的信息

集成系统ꎬ 设计方便、 简单、 实用ꎬ 很贴合实际应用ꎬ 为找矿战略突破行动提供了信息集

成平台ꎬ 也为整装勘查区下一步工作部署提供了很好的指导ꎮ 为外省地勘单位来青海省祁

漫塔格整装勘查区开展找矿工作提供了便利ꎬ 更是节约了大量的查阅资料的时间ꎬ 也使我

们的地质资料服务水平更上一个台阶ꎬ 为青海省地质资料集群化、 产业化平台的搭建提供

了很好的借鉴作用ꎬ 也为青海省的地质资料服务工作指明了下一步工作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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