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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标准
■ 任香爱/刘凤民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河北 三河 065201）

摘要：根据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职能任务，应从工程设施、设备、人员、业务能力、经费保障等方面，

制定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资质与分级标准。根据我国实物地质资料馆藏建设实际，将馆藏机构分为一级、

二级、三级，大致对应于档案馆的特级、甲级、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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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2002年成立了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机构——国土资源实物地质

资料中心，2004年建成了国家实物

地质资料库；与此同时，不少省

（区、市）开始落实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机构和筹划实物地质资料库建

设。然而，在推动这项工作中，

遇到一个普遍的问题——没有实物

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具体资质要求

和实物地质资料库的建设标准，从

而给申请、论证造成很大困难，因

此国家亟需尽快提出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机构资质条件，制定实物地质

资料库建设标准。为此笔者依照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和《实物地

质资料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参

考《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分级意见》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资料

汇交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0〕32号），初步提出实物地

质资料馆藏机构资质与分级意见，

供有关方面参考。

1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职

能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指的是

国家、省（区、市）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及其他行业或部门的实物

地质资料保管单位。

我国地质资料实行分级管理

与委托保管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因

此，地质资料和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相应地划分为国家级馆藏机

构、省（区、市）级实物馆藏机构

和油气、海洋等委托保管机构。

无论是哪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其基本职责是相同的——即

依照《条例》和《办法》的规定，

接收、保管汇交的实物地质资料，

为社会提供服务。具体职责为：

——受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的委托，接收、验收汇交的实物地

质资料，与此同时，经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通过采集等方式

收集重要的实物地质资料；

——建立健全实物地质资料馆

藏保管、利用制度，按规定整理、

保管实物地质资料；

——建立和维护实物地质资料

信息服务系统；

——开发实物地质资料服务

“产品”，开展实物地质资料综合

研究，依法为社会提供实物地质资

料服务；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

责。

2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资质

条件

——建有实物地质资料库以及

整理、扫描、查阅、观察、办公等

用房，配备实物地质资料存放、储

存、数字化、网络服务、取样等设

备，建筑规模、功能要求和设备构

成能满足实物地质资料接收、保管

和提供服务的需要。

——具有专业化的管理队伍，

人员数量以及专业、学历、职称、

年龄等构成应满足实物地质资料馆

藏管理服务工作需要。

——建立健全实物地质资料

筛选、接收、采集、验收、库藏保

管、保密、保护、利用等制度，保

证各项馆藏管理工作能规范有序地

进行。

——具备建立和维护实物地质

资料信息系统和提供实物地质资料

社会化网络服务的能力，能满足馆

藏管理和服务需要。

——有可靠的实物地质资料馆

藏管理经费，能满足日常运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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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采集等需要。

3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级别

划分

根据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在馆藏工程建筑设施与设备、人

员、制度建设、业务能力、经费保

障程度等方面所具备的条件，将其

划分为三级，分别是一级、二级、

三级，这三级大致对应于档案馆的

特级（中央国家级档案馆）、甲级

（省、自治区、直辖市、单列市

档案馆）、乙级（地级及县级档案

馆）。

根据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需

要，建议：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馆

藏机构应达到一级；省级实物地质

资料馆藏机构应达到二级或一级；

行业或部门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应达到三级及以上级别。

4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分级

标准

4.1 馆藏工程设施

通常包括：

——存储库房：实物库及文本

资料库、电子文档库。

——管理服务业务与办公用

房：接收整理室、岩心扫描与标本

摄像室、实物观察室、实物取样加

工室等。

——其他用房：编目室、网络

机房、复印室等。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根

据职能和实际工作需要配置上述用

房。其中一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

构应有独立建造、自成体系、功能

齐全的馆藏工程设施，其他级别的

实物地质资料馆，除存储库房外，

可合并设置其他不同功能用房。

各种库房应集中建设，自成一

区——库区内不应建设住宅、商业

等其他用房，其他用房之间的交通

也不得穿越库区。各种库房内的保

管条件应符合防盗、防光、防火、

防潮、防高温、防尘、防鼠、防虫

等要求。

一级、二级、三级实物地质

资料馆藏工程的馆址选择以及工程

设施的防火、防雷等要求，应符合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

2000）》中特级、甲级、乙级档案

馆的建设标准。

4.1.1 实物地质资料存储库房（实

物地质资料库）

包括实物库及纸质资料库和电

磁介质库房。

4.1.1.1 实物库

按实物类型，实物分为岩心岩

屑、标本、样品、光（薄）片等，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可建设独立

库房，分别存放不同类型的实物；

亦可建设综合性库房。

按保管条件，实物库分为一

般性实物库和特殊性实物库以及珍

品实物库，对于不同保管条件的实

物库应按照不同的防护要求分别建

设。

实物库可根据发展需要，一

次规划，分期建设。其基本要求如

下：

——实物库的平面布置应充分

利用场地，做到布局合理，便于实

物接收、临时存放及实物整理、扫

描、观察等。

——实物库的设计应符合防

震要求，位于地震基本烈度七度以

上（含七度）地区应按基本烈度设

防，位于地震基本烈度六度地区的

实物库可按七度设防。

——实物库应位于建筑底层，

有地下室时设在最下层，没有地下

室时设在地面一层。实物库的设计

地面承重应满足上部荷载需要。

——每个库房应有两个以上独

立的出入口。

——实物库库区道路应适宜实

物运输、装卸和消防要求。路面应

满足大型货车运输的需要。

——实物库房一般应设置通风

口，墙壁和屋顶应设保温隔热层，

门窗应为双层，外门及外窗应有可

靠的安全防护设施。一级和二级实

物库应设置防盗报警装置及视频监

视系统。

——实物库的防火、给水排水

和电气设施应符合《博物馆建筑设

计规范（JGJ 66—1991）》第5、6

章的要求。库房内不应设置除消防

以外的给水点，给排水管道不应穿

越库区。

——实物库温度、湿度应满足

不同类型实物地质资料保管需要：

保管一般实物的实物库宜控制在12

～26℃范围内，每昼夜温度变化范

围以±2℃为宜；

——保管冰芯等特殊实物库的

温度应满足其特殊保管需要；

——储存有害人体健康和污染

环境实物的库房，应单独存放,并

采取符合要求的防护设施；

——保管特别珍贵实物的珍

品实物库应设置专门的安全防盗设

施。

——一级、二级、三级实物地

质资料馆藏机构的实物库房总体使

用面积或容量除满足现实需要外，

还应留有能满足未来20年、10年、

5年实物地质资料入库需要；未来

余额容量为过去20年、10年、5年

由该馆藏机构保存的实物地质资料

所占用的总面积或总容量乘以余额

参数。(参见表1)

4.1.1.2文本资料库

存放与实物相关的纸质资

料的文本资料库，其建筑应符合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HJ25-

2000）》第4.2条的要求。库房的

温度宜控制在14～24℃范围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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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机构应设置专门的岩心扫描室和

标本摄像室。岩心扫描室应有单独

的出入口与实物库相通，并与其他

用房分开。室内宜采用日光灯照

明，保持光线稳定、柔和。房间应

防潮、防尘。室内应配备不间断电

源。

4.1.2.3 查询阅览资料用房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均

应设有目录室、查阅登记室和阅览

室，供用户查询资料目录、登记、

阅览等。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机构应设有电子阅览室、涉密

资料阅览室以及休息室和报告厅、

展览厅。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的查阅资料用房使用面积应符合以

下要求：一级≥1000平方米；二级

≥300平方米；三级≥100平方米。

4.1.2.4 实物观察用房

实物地质资料观察利用的场

所。观察室应为独立用房，并有专

门的出入口与实物库相通。观察室

的面积应满足岩心等实物的批量观

察需要。一级和二级馆藏机构的观

察室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三级

馆藏机构的观察室面积不少于100

平方米。室内应设置给排水系统

和通风装置。室内光线应稳定、柔

和。

4.1.2.5 实物取样加工室

实物取样的场所。室内应设置

各种取样设备所需的动力电源，应

设置给排水系统和通风、除尘、降

噪装置。

4.1.3 其他用房

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应设有编目室、数据加工室和

数字化工作用房以及用于放置服务

器、UPS电源、存储设备、网络设

备等的专用机房；还应配有复印室

和扫描打印室。

4.2 馆藏设备

4.2.1 保管与服务设备

用于实物保管与服务工作的各

类设备。主要包括：

存储设备、装具、整理设备、

搬运设备、观察取样与检测设备、

防护设备等。

4.2.1.1 存储设备

一级实物地质资料馆应配备

自动化立体仓储设备——自动化立

体仓储设备一般由货架、托盘、堆

垛机、转轨车以及仓储管理系统组

成。其他级别实物地质资料馆应配

备实物架，形成立体化存储。

4.2.1.2 装具

应按不同的资料种类配备资料

装具。

（1）实物装具

包括岩心箱、标本箱、标本

袋、光（薄）片盒等。装具耐用时

间应达20年以上。

（2）相关资料装具

档案架、密集架、档案柜、档

案盒、资料袋等文本资料装具，规

格和材质应符合DA/T 6—1992的

要求。

光盘柜、光盘盒、磁带盒、录

像带盒等磁性载体的装具：应符合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

T 18894—2002）》第9.4条的要

求。

4.2.1.3 整理设备

实物整理设备：整理工作台、

微型计算机、激光打印机、条形码

打印机、切纸机、塑封机等。

相关资料整理设备：整理工

作台、微型计算机、激光打印机、

复印机、装订机、切纸机、碎纸机

等。

4.2.1.4 实物搬运设备

主要包括叉车和托盘车。根

据馆藏规模配备实物搬运设备，一

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馆应配备电

表1 不同级别实物地质资料库

使用面积和余额参数

级别 库房使用面积 余额参数

一级 ≥5000平方米 300%

二级 ≥2000平方米 200%

三级 ≥1000平方米 200%

昼夜允许波动范围为±2℃，相对

湿度宜控制在45%～60%范围内，

每昼夜允许波动范围为±5%。

4.1.1.3 电子文件资料库

存放与实物相关的电磁介质资

料的库房，其设施应符合《电子文

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18894-

2002）》第9.4条的要求。库房的

温度宜控制在17～20℃，相对湿度

宜控制在35%～45%。

4.1.2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业务

与办公用房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根据

管理服务业务需要，设置用于实物

资料接收、验收、整理、修复、编

目、数字化、数据加工处理、岩心

扫描、标本照相、实物观察取样、

复印、机房等业务工作用房及办公

用房。

不同级别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的业务与办公用房总体使用

面积应符合以下要求：一级≥1500

平方米；二级≥1000平方米；三级

≥300平方米。

4.1.2.1 实物地质资料接收、整理

用房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应设置用于接收整理实物地质资料

及相关的纸质资料和电子资料的房

屋，接收、整理室应靠近实物库。

室内应设置给排水系统和机械通风

装置。室内光线应稳定、柔和。电

子文件整理室应具备良好的防潮、

防磁、防尘功能。

4.1.2.2 岩心扫描与标本摄像用房

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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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叉车、手动液压托盘车各两台，

有效载荷应在1000k g以上，三级

实物地质资料馆根据需要和能力选

配。

4.2.1.5 观察取样设备

包括放大镜、显微镜、切片

机、岩心钻柱机、岩心剖切机、碎

样机、磨片机等，各级馆藏机构应

根据需要配置。

4.2.2 其他设施与设备

（1）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

料馆藏机构的库房应配备温湿调控

设备；存放冰芯等特殊实物的库房

应配备冷冻或恒温、恒湿设备。珍

品库应配备专门的防护和视频监控

系统。存放放射性等有害人体健康

和危害环境的实物库或场所，应配

备符合有关要求的防护设备。

（2）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

料馆藏机构应配备彩色岩心扫描

仪、标本立体摄像机以及服务器、

数字资源加工设备、TB级电子数

据存储设备、建立局域网和互联网

网站建设等需要的网络设备。

4.3 人员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中

直接从事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服务工

作的人员数量应符合以下要求：一

级≥120人；二级≥20人；三级≥5

人。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人员

应由地质、档案、计算机等不同专

业的人员构成；一级和二级实物地

质资料馆藏机构的中、高级职称或

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应占总人

数的60%以上;三级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机构的中高级职称或本科以上

学历的技术人员应占总人数的40%

以上。

4.4 经费

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的日常运行经费预算应纳入国

家或地方财政预算。年度日常运行

经费额度应能够足额保障馆藏设施

设备维护、日常运行和常规性工作

需要，并随年度、馆藏规模、资料

利用情况等变化逐年增加。

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应有专项经费渠道，支持实物

地质资料采集及其他非日常工作。

4.5 制度建设与业务工作能力

4.5.1 制度建设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主要包括

实物地质资料整理入库制度、实物

地质资料安全保管制度、实物地质

资料利用制度、实物地质资料保密

制度、实物地质资料保护制度等。

4.5.2 馆藏管理业务工作

——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

料馆藏机构应按《实物地质资料办

法》的有关规定，筛选接收汇交的

实物地质资料，并按计划实施专项

采集工作。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

构应对入库的各种实物及相关地质

资料进行整理和保管。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

构应建立馆藏全部资料的目录数据

库。

——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机构应开展岩心扫描、标本照

相和相关文本资料数字化、矢量化

等数字资料加工工作。

——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

馆藏机构应对破损的标本等进行修

复。能够开展实物地质资料成果展

览。

4.5.3 实物地质资料利用与编研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

按有关规定向社会提供利用服务。

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应建立和维护实物地质资料馆信息

服务网络系统，能通过互联网向社

会公布可公开的实物地质资料数字

化成果，提供社会化网络服务，有

独立网络。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每年应

编辑不少于1册的专题汇编。

4.5.4 交流与培训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对所

有从事实物地质资料业务工作的人

员有计划地开展培训。

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应具备对下级实物地质资料馆

藏机构的业务指导和培训的能力。

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每年应

参加一定数量的业务交流活动：一

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每

年应参加的交流活动不少于2次，

三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每年应

参加的交流活动不少于1次。

4.5.5 编辑年报

一级和二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

机构应于次年1月底编写本年度实

物地质资料保管和利用年报，并上

报相应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4.5.6 保密管理

各级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

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各项保密管

理法规制度，应成立保密委员会，

妥善管理本机构的涉密实物地质资

料。处理涉密地质资料的电脑、移

动硬盘等设备应有明确标记，不能

与非密设备混用，涉密电脑和移动

硬盘不能连接互联网，涉密网内有

物理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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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mperfect lan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the paper offers some 
improvement approaches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y: redefining planning 
functions; clearly fi xing the planning content; carrying out a new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nd reforming organization 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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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reflects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law of consumption of energy 
and minerals.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uch as UK, USA and Japan, can represent the general 
law of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 and minerals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Comparing with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China 
is facing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so we 
cannot fully follow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e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methods for dealing 
with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China, these include: 
promot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lean use of co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energy economy.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 and 
mineral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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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tle of "Uranium Power" has brought huge economic 
benefits to Kazakhsta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nuclear 
energy has become one of the direc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Kazakhstan. Currently, Kazakhstan mainly conducted nuclear 
cooperation with seven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Korea, France, 
Canada, India, Russia and China. Nuclear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Kazakhstan is the selection for China to create a secure channel of 
nuclear energ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rategies which should be 
adopted by China, these are: exchanging the controlled transfer of 
nuclear technology for uranium resources, diversifying the interests 
of nuclear cooperation parties, achieving various forms of nuclear 
cooperation, quoting the interactive mode of coop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government + market" to ensure China's interests in 
the fi eld of nuclear energy in Kazakhstan.
Key words: Kazakhstan; nuclear energ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ranium; China

45Standards for the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of the 
Sample Geological Data 

 REN Xiang-ai, Liu Feng-min
(Geological Cores and Sample Center of Land and Resources, Sanhe, 
Hebei 065201,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tandards for the qualifi cations 
and classifi cation of the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of sample geological 
data should be work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engineering services, 
equipment, personnel,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fun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the paper has divided the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into Class A, Class B and Class C, which roughly 
corresponds to the special grade, fi rst-grade and second grade of the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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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Geological Prospecting Project Funds 

in China
  WANG Wei-wei,SU Jian-hong ,QIU Lu-lu ,YANG Feng-chun
(East China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reau of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210007)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geological prospecting projects an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ways of investment, divided the cooperative pattern of commercial 
geological prospecting project funds into two patterns: making 
contribution in mining rights as capital and inter-enterprise debt-
to-equity swap. The operation example of East China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reau shows that the cooperation of 
making contribution in mining rights as capital is the main form of 
commercial operation of geological survey project. 
Key words: commercial geological prospecting; fund cooperation 
pattern; resource supports

51Brief Discussion on how to Make Efforts on 
the Work of Talent Introduction in Geological 

Exploration Uni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UANG Zhao-yang
(No. 204 Geological Team of Guangxi, Hezhou 542800,China)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qualified personnel is the key iss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prospecting units; and the 
talent introduction work is also the key link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introduce the 
excellent staff and promot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prospecting units, we should fi rmly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talent is 
the primary resource, improve the recruitment system,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he talents, try various channels to introduce the talents, 
choose the right person for the right job fairly and equitable, be 
concerned about and respect talented people.
Key words: geological prospecting units;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human resources;  recruitment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