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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与服务
■ 陈新宇/南青民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河北 三河 065201）

摘要：俄罗斯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包括建立、管理和组织使用联邦级和地方级信息库中的国家实物地质信息

资源。俄罗斯实物地质资料由进行地质工作的科研单位以及生产性地质企业将所得的实物地质资料汇总到地

质资料信息管理的相关部门，制成不同的服务信息产品，为决策层和地质企业科研部门服务。俄罗斯有五个

主要岩心库：(1)科拉半岛超深钻研究院附属岩心库；(2)俄罗斯乌赫塔岩心库；(3)全俄石油地质勘探科学研

究院附属岩心库；(4)汉特曼自治区国立岩心库；(5)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综合岩心库。目前俄罗斯在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方面很难做到私有地质企业的实物资料共享化并向各个联邦主体或者联邦行政大区的自然资源部分

支机构统一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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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罗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概

况

俄罗斯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包

括建立、管理和组织使用联邦级和

地方级信息库中的国家实物地质信

息资源。在联邦层面上，具体对实

物地质资料行政管理的联邦机构是

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与环境部联邦

地下资源利用局，在该局的主要职

能中涉及实物地质资料工作的是:

①接收全面处理的系统化资

料，交到地质资料库（实物地质资

料库）永久保存。

②对编制建立、管理和使用

国家实物地质信息资源的工作开展

标准法律和方法保障研究，同时要

求实时化，并使调节地下资源使用

信息保障的一系列文件符合现行法

律。

③建立并补充国家数字实物地

质信息数据库，保障收集并保存原

始的地震和测井信息、钻探成果信

息、钻井岩心分析信息、层间液体

信息及其他地质、地球物理信息。

在自然资源部现有的实物地质信息

资料库和国家实物数字地质信息数

据库基础上，组织统一的地质信息

资源管理系统。

④改组实物地质信息资源管理

系统，这是保障自然资源部的自然

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统一信息分析

系统建立并运行的主要问题之一。

俄罗斯在联邦级别上建立了实

物地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其中

联邦级别的数据库暂时由全俄地质

协会代管。89个联邦行政主体中的

40余个建立了地方级别或者隶属于

大型国有企业的实物地质资料库。

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方

面，俄罗斯采取了法律手段和经济

手段鼓励有关方面提交和收藏管

理实物地质资料。通过贯彻《地

下资源法》，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各

联邦主体行政负责官员问责制，通

过俄罗斯大区自然资源部特派代表

对各联邦主体和国有大型企业社团

承担的地质调查项目汇交实物地质

资料负责。对于私有企业和矿主，

通过联邦和联邦主体相关实物地质

资料管理部门所享有的管理国家矿

床和矿化籍册、为国家矿床籍补充

矿床、编制矿床证书等行政权力，

对私有企业的实物地质资料进行管

理，这样变催交为主动上交，有力

地使用矿业权和开采权这一权力杠

杆，推进实物地质资料向相应部门

的汇总集成。

在地质资料的管理制度方面，

联邦层面倡导的地勘工作所得到的

实物地质资料的保存方面做得还很

不够，苏联时期的全苏地质资料管

理和服务体系遭到破坏，包括地质

资料管理工作在内的相应工作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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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前。不过这种情况在随着近几年

俄经济的复苏得到了较好的改善，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进一步发展需

要俄自然资源和环境部认真地组

织，从管理制度和财务方面进行支

持。

2 俄罗斯实物地质资料信息流

程

俄罗斯的实物地质资料由进行

地质工作的科研单位以及生产性地

质企业经过地勘工作以及科研工作

之后，将所得的实物地质资料汇总

到地质资料信息管理的相关部门，

如中央地质信息资源存储库等联邦

级别的数据库，并且根据俄联邦政

府各决策部门以及地下资源的利

用者的需求制成不同的服务信息产

品，为决策层和地质企业科研部门

服务。

3 俄罗斯的几个主要岩心库

3.1 科拉半岛超深钻研究院附属

岩心库(Кернохранилище Кольской 
сверхглубокой скважины)

科拉半岛超深钻研究院是

伴随前苏联科拉半岛超深钻项目

(Кольская СГ-3)建立的。该院及

其岩心库位于俄罗斯北部科拉半

岛靠近挪威的边境的帕钦加地区

(Pachenga)附近。钻探的前期准备

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开始，

正式钻探工作于1970年5月24日开

始，截止到1994年项目停止时，钻

探深度达到了12,262米，是世界目

前深度 大的钻井。

该井钻取的岩心从实物的角度

客观地显现了人类不能直接达到地

下10000米深度岩石的客观状态。

在 初钻探时，钻井现场成立了2

个实验室对岩心进行研究。后来随

着钻进深度的不断增加，岩心数量

也不断增多，这个时候苏联专家建

立起专门的岩心库来保存这些珍贵

的岩心标本。为了防止来自地下数

千米岩心由于压力变化产生的松散

和碎裂，科学家们将一部分岩心放

置在特制的一次性塑性岩心保护器

中进行保护。

超深钻项目为后人留下了很多

宝贵的钻探经验和地质实物遗产。

取自该钻井的3000米附近的岩心样

品组成成分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

在月球地面获取的岩石样品非常相

似；当钻探深度达到9500米时，钻

头钻进了一个含有黄金和钻石的地

层，金含量高达80克/吨。另外在

钻进的不同深度都发现了一些有代

表意义的岩矿石。

20世纪90年代，在超深钻基础

上建立了研究院，保管并研究附属

岩心库保存的岩心。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科拉半岛

超深钻资料逐渐公之于众，该项目

产生的岩心所蕴含的科学意义将随

着科学技术进步而得到进一步的揭

示，为人类对贵重矿物形成机理、

热液卤水的现代成矿地质作用、大

陆超深钻、高分辨率地球物理探

测、大陆岩石圈内部反射界面和地

壳深部自由流体等问题的研究提供

有力的实物支撑。

3.2 俄罗斯乌赫塔岩心库(Ухтинское
 kepнooxpaнилище) 

乌赫塔岩心库坐落在俄罗

斯联邦欧洲部分北部的科米共和

国乌赫塔市南郊，是国有地质勘

查企业季曼-别恰尔科学研究中

心(Тимано-Печoрскогонаучно-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简称ТПНИЦ)
的下属单位。该库除主要储存季

曼-别恰尔储油区大部分勘探岩心

外，还有西乌拉尔地区铁矿、锰

矿、钾盐等矿石样本、地下水样

本、碳氢化合物气体样本、古生物

化石等。到目前为止，该库存放了

大约6000份地下水样品、2000份碳

氢化合物气体样本、超过20万份的

古生物化石标本和遗迹印模标本、

87000多米的岩心样品；这些样品

来自250多个矿床。

目前维持该岩心库，每年运

行 基本保障性费用不低于100万

卢布（约合30万人民币。注：按照

2011年3月15日卢布和人民币汇率

计算；下同）；如果全面开展工作

每年所需费用大约500万卢布（约

合150万人民币）。这个岩心库目

前的状况不容乐观，大部分设备

和库房主体建筑需要资金来进行修

缮。但是目前岩心库的资金来源不

能保证，该岩心库面临的问题也是

前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其他大部分

大型岩心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俄

罗斯联邦自然资源部地下资源利用

局和有关部门协商，科米共和国自

然资源和环境部、财政部、联邦地

下资源利用局已经决定共同出资保

证岩心库的正常运转。但从长远来

看，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按照联

邦下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副主席М·

塔巴耶夫的建议，中央应该通过许

可证制度对各种地质勘查单位加强

管理，积极建立行之有效的岩心筛

选汇交制度，责令从事野外地质工

作并产生岩心等实物资料标本的地

勘单位将有代表性的重要岩心通过

这种制度自觉地向这些地区大型岩

心库上交，使岩心库的库存不断更

新完善，从制度上保证这些大型岩

心库的持续发展。

3.3 全俄石油地质勘探科学研究院

(简称ВНИГРИ) 附属岩心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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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岩心库位于俄罗斯第二大城

市圣彼得堡市，是全俄石油地质勘

探科学研究院（简称ВНИГРИ）所

属的岩心库。全俄石油地质勘探科

学研究学院是俄罗斯石油地质勘探

领域知名的研究机构，已经有80年

的历史，其附属岩心库也有70多年

的历史。

该岩心库按照博物馆形式管

理，其陈列的岩心、古生物标本、地

质学标本等是研究院工作人员从20

世纪30年代到现在几十年间在野外

生产研究中形成的。由于库容不大，

故本着精细化收藏的原则，只保留

少量精品标本，该库收藏矿物标本

和古生物标本，此外还有元古代和

古生代的孢粉样品，俄罗斯几个著

名含油气盆地有代表性的石油勘探

岩心和原油样品，以及和俄罗斯联

邦相连区域的岩矿心标本。目前收

藏的矿物标本和古生物标本800余

件，孢粉样品2200余件，原油样品

200余件，岩心10000米以上。

3.4 汉特曼自治区国立岩心库

岩心库位于俄罗斯西乌拉尔地

区著名的石油城苏尔古特市附近，

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国有

的汉特曼自治区国立矿产资源利用

分析中心的下属单位。分析中心主

要负责对国家开发西乌拉尔地区矿

产资源编制规划，并对俄罗斯自然

资源与环境保护部石油和矿产开发

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岩心库主库房

长75米，宽48米，高10米，库内用

于存放岩心的立式货架高8米，已

入库岩心达96000米。

目前岩心库主要保存从成立以

来该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石油地质勘

探岩心。由于苏尔古特油田岩心资

料保存较为齐全，所以该岩心库受

访次数也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

为了更好地分析岩心的岩相

结构，岩心库申请了岩相实验室

资质（国家许可证号 №  P O C C 
RU.0001.515519 от 14.05.2005 
г.）。该实验室科研人员和岩心观

测者可以对岩心进行显微岩相观察

与拍照、自然伽马能谱测量、岩心

气体渗透性检测等。

为保证岩矿心资源的合理利

用，该岩心库还制定了严格的岩心

汇交、借阅取样制度以及保存工作

手册和借阅取样合同等规范性文

件。

3.5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综合岩心库

(Корпоративное кернохранилище 
ОАО «Газпром»)

该岩心库坐落在莫斯科州，

隶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ОАО下

属的俄罗斯天然气以及天然气开

采技术研究中心(ООО «Газпро ́м 
ВНИИГА ́ З» )。该岩心库建成于

2009年3月，规划设计库容为18.4

万米，目前已经开始收集岩心，

截止到2010年年底已经入库岩心约

10000米。从长远规划看，俄罗斯

天然气公司准备用5年时间将莫斯

科州以及西乌拉尔地区大部分有价

值的岩心转移到这个岩心库中，届

时库藏岩心将达到12万米。

作为资金雄厚的俄罗斯天然

气公司所属的岩心和实物地质资料

储存库，该库拥有德国D M T公司

研制和生产的便携式的岩心数字化

成像，存储和分析系统。对岩心

进行极高分辨率的数字化后，可

以对这些岩心开展全面、细致地综

合分析和研究，以及各种参数的统

计处理。可对沉积相、沉积物源、

沉积环境等进行分析以及对有机物

分布、含量和油储进行分析；还可

对结构、构造、多期构造活动和变

形等进行分析解释；对矿产资源而

言，可对矿物成分、含量，成因和

控矿条件等进行研究和分析。

4 结语

4.1 俄罗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服

务的经验和不足之处

对俄主要岩心库做综合比较分

析，可以看出俄罗斯实物岩心库目

前整体状况是好的，特别是经历了

“休克疗法”和1998年金融危机之

后，其人员构成、资金来源、高科

技引入程度、地质资料服务的方式

和手段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体现了

俄罗斯中央政府和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对地质资料和实物地质资料的重

视。

在岩心保护和实物资料利用方

面，俄罗斯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

的。比如在科拉半岛超深钻岩心库

中使用的岩心保护试剂和超深岩心

的保护方式；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综

合岩心库引进D M T全自动便携式

的岩心数字化系统开展岩心图像扫

描及分析应用等。同时，俄罗斯制

定的有关实物资料汇交管理与服务

的政策法规，对于完善我国的实物

地质资料管理政策也有有益的借鉴

作用。

但是，俄罗斯实物地质资料管

理和服务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虽然大型或者特大型央企的附属岩

心库财政来源以及岩心更新速度都

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但州立或

者以地方名义使用俄联邦地勘基金

资金拨款生存的小型岩心库其状况

不容乐观。如上文所说的俄罗斯乌

赫塔岩心库目前出现的库房顶棚坍

塌、管理人员流失严重等情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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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在推动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

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4.2 俄罗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未来

发展方向预测

目前在俄罗斯地质资料管理方

面，尤其是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方

面很难做到私有地质企业的实物资

料共享化并向各个联邦主体或者联

邦行政大区的自然资源部分支机构

统一汇交。

现阶段分散而且老化的俄罗斯

联邦地质—地球物理勘探企业，已

没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也已经成

为对包括地质资料管理在内的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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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есурсы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к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2006(4):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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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应根据地

下资源国家所有制及全民属性的基

本准则来发展俄罗斯的地质部门。

针对这个问题，目前俄罗斯决策层

已经有组建隶属于俄联邦中央政府

的国家地质公司的计划，该公司成

立之后，相信对俄实物地质资料的

管理方面将是有利的促进。

另外，在俄自然资源与环境部

的体制内，恢复曾经的俄罗斯地质

资料馆，并在其基础上设立强有力

的实物资料数据服务中心，也是俄

罗斯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工作

方面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油田南部荆丘油田的原油集输站，

担负着该油田南部近一半的原油处

理及原油外输任务，其所需总的热

量应用包括原油外输脱水及站内生

活区用热。华北油田采油五厂首先

利用晋古2-4井原集油管线，将地

热水引入荆二联。地热水进站后，

首先给外输原油加热，随后又给站

内热力系统换热，为循环水提供热

量。经两级换热后的地热水直接

进入油罐，给含水原油加热，保证

了脱水温度达到50摄氏度以上，从

而停运了3台加热炉，实现日节油

5t，节气3485m3。这一措施，每年

可为华北油田公司节约原油4800余

吨。

4 结语

我国虽有丰富的能源，但其结

构不尽合理，地域分布很不平衡，

而由于石油天然气资源不足等因

素，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中，作为

新能源与补充能源的地热资源具有

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

近年来，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

用有了很大发展，平均每年以12%

的速度增长，开采地区已遍及全

国。我国地热资源在发电、供暖、

供热、医疗、洗浴、康乐、水产、

温室等方面的开发利用已形成一定

规模与相应的产业，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油田企业

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在钻井、采出水

的优势，开展地热资源的综合利

用，降低能耗，使地热利用成为油

田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通过应用地源热泵每年

减少近4000万t二氧化碳排放，为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是我国的既定国策。加

快包括地热资源在内的新型、清

洁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对转变

我国经济粗放型增长方式、走科

学发展之路，将会起到更大、更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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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high-temperature 
geothermal resourc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Tibet, 
western Sichuan and other regions, and low-medium temperature 
resources are all over China. At present, the utilization of geothermal 
resources in China is mainly geo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and 
direct use of low-medium temperature geothermal resources. This 
paper goes on to argues that geothermal resources, as new and 
complement energy, have broa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it will play bigger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developing circular economy, 
and transforming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geothermal resources; renewabl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utilization

25Introduction of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of 
Physical Geological Data in Russia 

 Chen Xinyu, Nan Qingmin
(Geological Cores and Samples Center of Land and Resources, Yanjiao, 
Hebei 065201,China)
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physical geological data in Russia is 
consist of setting up,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use the national 
physical geolog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federal and local 
information bas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roductive 
geological enterprise collect their obtained physical geological data 
into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geological 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make into different services information products 
so as to provide service for decision-makers and scientifi c research 
departments of the geological enterprises. There are fi ve main core 
libraries in Russia, these are: a core library attached to Institute 
of Ultra-deep Drilling of Kola Peninsula; Ukhta core library of 
Russia; subsidiary core library of All-Russ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Geology Exploration; national core library of Hantman 
autonomous region; integrated core library of Gazprom. At present, 
in terms of physical geological data management, it is difficult 
for Russia to share the physical materials of private geological 
enterprise; and it must collect the physical materials to the branches 
of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 of federal territorial units or Feder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Key words: Russia; physical geological data; core library

29 Oil and Gas Imports and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and Japan

 Hu Dewen
(Chinese Academy of Land and Resource Economics, Beijing 101149)
Abstract: Oil security is the core of energy security. Looking at the 
world's oil security measures, nothing less than building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domestic development, overseas development, 
energy-saving, oil alternative etc; however, the important measure 
should b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activ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oil resources. This paper analyses what is actually 
happening of American’s oil import and overseas development, and 
carries on commerce with oil and gas import safety of America. It 
briefly introduces some concrete countermeasures for ensuring a 
stable supply of energy, evaluates the implementing effects of long-
term energy policy, and analys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imports and development-independent in Japan. This paper 
fi nally points out that China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the successful 
practices of developed oil-consuming countries in working out 

petroleum security strategy.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Japan; oil; natural gas; import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33Regime of Law on Protection of Groundwater 
R e s o u r c e s i n F o r e i g n C o u n t r i e s a n d I t 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Lan Na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countries and Australi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egal system on 
protec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lags behin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is legal system, these include: the 
system of artificial recharge for aquifer is deficiency; monitoring 
regulations concerning underwater resources is not systematic; 
protec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are not effective; 
transfer of water rights and water market system are imperfect.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methods for 
perfecting the legal system of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resources, 
these are: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regulation and storage system 
for underwater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aquifer;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monitoring system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building the system for transfer of water rights and water 
market; improving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for rural groundwater 
resources. 
Key words: ground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legal system; foreign

36Some Thoughts about Promoting Re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and Prospecting Enterprise

 An Jing
(China Metallurgical Geology Bureau, Beijing 100025)
Abstract: “Guiding Opinions on Classifi e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Institutions” issu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s of decisive 
significance to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geological prospecting 
unit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two preconditions that call 
for a real solution for carrying out the above documents, namely, 
retired people received their pension through socialized network and 
identity conversions of in-service staff; as well as the state invests 
capital for geological prospecting units. 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geological prospecting units should adapt to the situation, 
plan as soon as possible, join forces, and strive for the policy 
support 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reform.
Key words: geological prospecting units; structural reform;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the pros and cons; conditions

38Suggestions fo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with 
Regard to the Evaluation of Mineral Exploitation 

Rights Price of Class B Minerals
 Han Xiong1, Hu Jianzhou2

(1. Department of Land and Resources of Xiaogan City, Xiaogan, 
Hubei 432100,China; 2. Administration of Mining Industry Center of 
Xiaochang County, Xiaochang, Hubei 432900,China)
Abstract: Class B minerals means the building materials, such as 
sand, stone, clay, which can be directly transferred without more 
geological exploration work, and the mining license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s of land and resource administr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