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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地质资料展示的启示与建议 
■ 张志伟1/王京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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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物地质资料“走出去”，参与各类国内外重大专业展览展示活动，成为社会化服务的一个工作内

容。实物地质资料以国际化的矿业大会等为展示平台，按一定的筛选分类原则，全面收集展示某一地区、某

一领域、某一专项工作形成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多渠道、多视点开展展示工作，促进服务、产业集群化。

启示与建议：采用先进的数字化、可视化展览设备，网络平台的应用也是重要手段，建立个性化的服务模

式；引进高素质人才，加强服务体系研究，定位好服务对象和服务功能；多途径开展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产品

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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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4年，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国家实物地

质资料库投入使用，实物地质资料库建筑面积5613平

方米，能够容纳大约60万米岩心。截止2012年，国家

实物地质资料库共收藏288份实物资料，其中有近200

个典型矿山的重要钻孔岩心20.7万米、岩屑9005袋、

标本13127块，青藏高原地区及1:25万区调薄片40093

片，近百个典型矿山的大型矿石标本166块，5枚“金

钉子”剖面实物地质标本等，已形成了以典型矿山岩

心和区调标本为主题、以大陆科钻岩心、岩屑和“金

钉子”标本等为精品的国家实物库藏体系。每年采

集的实物地质资料中岩心2万余米、入库标本1000余

块、大型矿石约20块；接待政府管理部门、科研事业

单位、企业公司等约3500人次，为之提供了决策和业

务技术支撑。实物地质资料走出去，参与各类国内外

重大专业展览展示活动，将成为实物地质资料社会化

服务的一个工作内容。

1 实物地质资料含义及特性

1.1 含义

地质资料包括实物地质资料、原始地质资料、

成果地质资料三种类型，其中实物地质资料是地质工

作中按照一定技术要求所采集获得的实物实体或者经

过后期加工处理所产生的实体[2]，诸如基础地质调查

研究和矿产勘查中所采集的岩矿心、各类标本、光薄

片、测试副样、化探水系物副样等。

1.2 特性及定位

实物地质资料的特点：原始性、唯一性、不可

再生性和易毁性。实物地质资料是地质资料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成果地质资料和原始地质资料不可替代

的作用。国家实物库代表性的实物地质资料包括：典

型危机矿山的岩心，岩屑；大陆科学钻探的岩心、岩

屑；西藏罗布莎科学钻探岩心，98幅青藏高原1:25万

区域地质调查代表性标本及薄片；“金钉子”和建阶

层型剖面标本以及境外矿产勘查岩矿心等。充分开发

利用这些实物地质资料，可以避免重复工作，节约大

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能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大

大提高地质勘查和科研水平。

根据馆藏机构收藏定位，《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

建设方案专家论证会纪要》指出，国家实物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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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应重点收藏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特殊性的实物地

质资料[3]，主要包括：

(1)科学钻探、大洋调查、极地考察、航天考察取

得的实物地质资料；

(2)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实物地质资料，包括具

有国际、全国对比意义的地质剖面，重要地层、古生

物、构造和岩浆岩等实物地质资料；

(3)反映重要的、特殊的地质现象的实物地质资

料；

(4)典型的或特殊的矿床的实物地质资料；

(5)取得的国外重要实物地质资料。

2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

2.1 主题平台的搭建与展示

2012年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国土资源

实物地质资料中心结合国土资源部“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主题展览平台专题研究，展出了12个具有代表性

矿区的实物地质资料，其中矿石34块、岩心16米。包

括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成矿带4个矿区（攀枝花纳拉

箐、红格、白马、太

和）、西藏罗布莎铬

铁矿、湖北大冶铜录

山铜铁矿等。这些典

型矿区的矿石标本、

岩心让与会嘉宾接踵

而至，成为国土资源

部展区的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这次展出的

材料还包括中英文版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

馆简介》、《实物地

质资料服务指南》、

《馆藏实物地质资料

目录索引》、《馆

藏实物地质资料目

录》，共计发放1500

余份，累计接待国内

外来宾3000余人次参

观，并有多家媒体、

记者对实物地质资料

展示进行了摄像和拍照。通过此次展出，我们深刻认

识到：实物地质资料展品要围绕展览的主题选择岩矿

心标本，利用数字化展示技术，形成立体展览效果，

使国内外各界人士对我国地质勘查找矿工作成果一目

了然。

2.2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筛选分类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不仅仅是普通精美矿石、观赏

石的展览，更重要的是结合地质找矿工作需要的专题

展示。她是承载着地质工作人员依靠地质工作所开发

出来的记录地质背景的实物展示，是地质工作的第一

手资料。实物地质资料以国际化的矿业大会、矿床研

讨会等为展示平台，能更加充分及时地发挥实物地质

资料的作用，助推矿业学术交流，拓展我国实物地质

资料服务领域。当前实物地质资料展示选取可参考以

下几条分类原则：

(1)整装勘查区、成矿区带：国家部署的47个首批

（图1）、31个二批共78个整装勘查区、20个重点成

矿区带（图2）;

(2)矿床类型：岩浆型、层控型、气成-高温热液

图1 首批整装勘查区内馆藏实物地质资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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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斑岩型、矽卡岩型、VMS型、SEDEX型等；

(3)矿产类别：能源矿产、有色金属矿产、黑色金

属矿产、贵金属矿产、稀有金属矿产等；

(4)矿种类别：金矿、铜矿、铅锌矿、铁矿、锰矿

等；

(5)学科类别：矿床学、地层学、古生物学、岩石

学、矿物学、构造地质学、其他代表性学科等。

全面收集某一地区、某一领域、某一专项工作形

成的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系列地质岩矿标本、化石标

本、光薄片等），用库藏实物反映地质规律及研究成

果，并研究先进的方式展示给用户，指导用户系统、

全面了解馆藏实物资料。

3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功效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涵盖了地质勘查、勘探开发、

矿业权交易、矿业投融资、冶炼与加工、技术与设备、

矿业服务等环节的整个矿业产业链，不仅是一个矿产勘

探、开发的交易平台，更是国内外矿业企业和相关机构

交流沟通的桥梁，对全球矿业界影响越来越大。

3.1 实物地质资料展

示效果

国土资源部副

部长、中国地质调查

局局长汪民对实物中

心的展品给予充分肯

定，并指出：“这些

实物能够直观反映我

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中有突破成果的矿

区，很有意义”，同

时希望实物中心能够

响应“走出去”口

号，将实物地质资

料“做好、做精、

做强”。中国工程院

院士裴荣富在观看展

品时，深入浅出的讲

解了各个矿区矿床简

史及找矿理论突破难

点。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矿山

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们参观展区后对我国近几年的找

矿成果表示由衷的赞叹，对地质找矿工作前景充满信

心，天津市200余名大中院校学生饶有兴趣地参观了

实物地质展品，对地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2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响应

实物地质资料的展示，不仅引起参会各省（区、

市）地质主管部门同仁们的高度关注，也促进了参观

者对实物地质资料的保护和管理意识。

多家矿山企业和相关单位代表在现场就表示愿

意将本单位员工的培训工作带到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来

进行；众多参观的科研学者也对实物地质资料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表示将定期关注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最新

采集成果，并希望通过深入研究以期在理论上有所突

破；融资行业老板们通过参观实物标本也开拓了眼

界，了解全国重点矿产勘查区实物地质资料情况。

3.3 多渠道、多视点开展展示工作的抓手及措施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工作需要通过多渠道、多视点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的启示与建议

图2 全国重点成矿区带实物地质资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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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来开展，不断加强、加深业内外人士对实物地

质资料的认知程度，同时要能够加大地勘、科研等单

位对实物地质资料的再利用程度，突破理论封锁，更

好地服务于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通过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实物地质资

料馆藏机构沟通商讨实物地质资料展示工作方法（区

域性、专题性、科普性等），提高地勘单位、科研机

构等对实物地质资料二次开发的重视程度。加强与高

校、地矿协会等组织的联系，可以为相应培训班提供

部分实物展示资料，供学员学习认识。

定期将实物地质资料展示工作以及展示实物资料

信息内容形成图册，通过电子版格式或纸介质进行整

理发放或通过网络形成专题网站，并提供网上信息交

流平台及反馈意见薄，扩大实物地质资料宣传范围及

力度。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作为低端展示手法，以点带

面，具有其特殊性和劣势。实物标本、岩心虽然能够

直观地展示在参观者面前，提供交流平台，但由于展

品沉重且展位空间限制只能提供少部分类型或地区的

矿床实物资料。因此通过网上信息发布就势在必行，

“无编录、无服务”很形象地说明了实物地质资料需

要尽快建立完成各项数字化服务系统，实现实物地质

资料展示工作与网络查阅相辅相成。

总之，实物地质资料工作需要群策群力，通过实

物地质资料展示窗口更好地为地质找矿工作提供信息

交流平台。

3.4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促进服务、产业集群化

通过实物地质资料展示对加大宣传实物地质资料

政策、管理条例，使地方政府和广大地质工作单位能

够充分认识实物地质资料的重要意义。实物地质资料

的开发利用具有广阔前景，尤其是深边部找矿、空白

区地质勘查、研究程度较低的勘查区、油田页岩气资

源勘查等，是成果地质资料所不能代替的，通过配套

服务设施，将实物地质资料充分再利用。

4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的启示与建议

地质勘查工作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产生的实物地

质资料类型和数量空前增加，给馆藏实物资料提供了

丰富来源；另一方面需要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提供更充

分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特殊性

的实物资料——如大陆科学钻探取得的岩心、岩屑，

海洋地质调查取得的样品，极地考察获得的冰心和岩

矿样品以及“金钉子”剖面标本，油气资源勘查获得

的岩心、岩屑，重要矿山或深部找矿获得的代表性岩

矿心，青藏高原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获得的代表

性标本和岩矿心等，是地质工作获取的珍贵实物档

案，具有重要的保存意义和研究价值。充分开发利用

这些实物地质资料，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工作，降低投

资风险，而且可能获得新的发现或突破，大大提高地

质勘查和科研水平。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作为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研究

体系中的一个发布窗口，将尽可能多的信息提供给用

户。用户通过了解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馆藏资源，会

通过不同的方式查看并可能申请进行取样测试工作，

因此尽快完善馆藏实物地质资料目录编写工作，是完

善服务能力的有利保障。

丰富馆藏实物地质资料资源。目前，国家实物

库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我国所拥有的十枚

“金钉子”剖面已经采集了5枚，采集工作完成之后

将作为专题展览向业内专家提供交流平台；针对非常

规能源的采集、保存以及筛选标准也在不断完善；

不断深化与省馆实物地质资料库合作，实现“统一领

导、分级管理，统一标准、资源共享”,建立全国实

物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

4.1 硬实力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工作应采用先进的数字化、可

视化展览设备，提供详实的资料信息，网络平台的应

用也是实物地质资料展示的重要手段。概括地说[4]，

就是以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依托，一方面发展传

统的服务方式，另一方面推出基于网络环境的新的服

务手段。利用网络服务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富

有特色和具有较大经济、科技和文化价值的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资源，努力拓展实物地质资料的信息组织和

服务范围，形成集多种服务方式于一体的多元化服务

体系。及时将密级适宜、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较大的

实物地质资料信息在网上发布，必将产生很好的生

产、科研、文化和社会效应。此项工作是开展实物地

质资料对外服务领域需要建立的一套全新的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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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也是今后工作的重心。

建立个性化的服务模式，需要建立一个与不同

用户广泛交流的通讯平台。在信息化条件下，最佳的

方式是设计一个友善的能够吸引用户的网页，除了实

物地质资料信息报道、专业网站及各种数据库的链接

等，更重要的是开通与用户交流的窗口，与有需求的

用户实现个人链接，并与用户建立互动的信息供给渠

道。充分掌握国内外相关学科与科研课题的前沿动态

信息，并及时通报给用户或充实到其链接窗口，为用

户推出所需的专题信息，使其能及时提出新的信息需

求。同时，还可与用户面对面地交流，以掌握用户的

信息需求，通过系统的反馈机制，及时调整信息服务

方向。在对外交流上，还可以适当考虑做一个外文

版，有利于外籍人士和国外同行的访问，藉此提高我

们自身的国际影响。

4.2 软实力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需要高素质人才，既要有渊

博的专业知识，又要有展示知识，还要精通外语，这

是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作的必要条件。加强

服务体系研究，实物地质资料展示要定位好服务对象

和服务功能,服务利用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根本目

的。

4.3 多途径

为配合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产品开发形成一套有效

的发布体系、推介渠道，进一步提高展示功效和扩大

社会效益，需要开展以下几点工作:

(1)按照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类原则形成实物地质

资料展示专题，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课题进行

推广。

(2)响应并配合完成国家重大专项部署计划前提

下，完成实物地质资料的筛选、采集、数字化、信息

提取、产品服务等一系列工作。

(3)有重点、分领域、全方位地开展国内外合作，

邀约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实地业务考察，提供交流场地

与平台；加大学习国外尤其是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实

物地质资料展览服务领域的先进服务模式。

(4)尽快完成实物地质资料目录信息化工作，构建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体系，让用户能够通过网络查询，

进而可针对需求实物进行预约参观。

实物地质资料展示的启示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