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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规
油气调查

99月月 2424日日，，20172017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国地质调查新进展专题论坛座无虚中国地质调查新进展专题论坛座无虚
席席。。近期中国地质调查工作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近期中国地质调查工作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得这次地质调查新进展论坛使得这次地质调查新进展论坛
尤为引人关注尤为引人关注。。

本次论坛上本次论坛上，，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的 44位专家分别介绍了中国地质调查的总体位专家分别介绍了中国地质调查的总体
业务布局业务布局，，以及在基础地质调查以及在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和水工环地质调查领域的新进展矿产资源调查和水工环地质调查领域的新进展，，并并
发布了一批地质资料信息发布了一批地质资料信息。。本版撷取专家报告的精彩内容本版撷取专家报告的精彩内容，，与大家一起分享中国地与大家一起分享中国地
质调查事业的新成果质调查事业的新成果、、新部署新部署。。

科技创新驱动科技创新驱动，，地质调查迸发活力地质调查迸发活力
——从2017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看中国地质调查新进展、新部署

创新方向：能源资源创新、地质环境创新、深地探测
创新、深海探测创新、深空观测创新、基础地质研
究、国际合作创新、仪器装备研发。

2018年地质调查总体业务布局

“十大计划”服务六项需求

城市地质调查：
对我国 19 个城市群资源环境条件、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发展的优势地质资源和重
大地质问题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三大资源环
境条件、四大地质资源优势和五大地质问题
的认识和宏观判断。
编制城市地质调查实施方案（2017~2030
年）：

总体思路是全过程（服务城市规划、建
设和运行管理全过程），多要素（开展“空
间、资源、环境、灾害”多要素调查），多方联
动（中央和地方、公益性和商业性）。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地质调查：

编制了支撑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
建设的 9 个专题报告、一个综合报告，提出
对策建议，已经应用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

划建设中。
雄安新区地质调查：

目前，有关雄安新区建设场地稳定性和
工程建设适宜性、重点调查区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条件、重点调查区土壤环境及绿色富硒
耕地、地下水质量与超采状态、浅层地温能
开发利用条件的调查成果已正式移交雄安
新区。
城市地下空间调查评价：

以成都、西安等城市为试点进行探索。
海岸带地质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会同沿海 11 个省（区、
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编制了中国海岸带图
集，为城市规划、重大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和
减灾防灾提供了基础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自然资源与环境图集编制：

《粤港澳大湾区自然资源与环境图集》
较 全 面 反 映 了 大 湾 区 自 然 资 源 的 基 本 情
况，可为更多门类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海洋
经济发展、重大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等提供基础信息和
依据。
海底浅层气调查评价：

针对浙江舟山群岛附近石化基地建设
需 求 ，查 明 浅 层 气 分 布 范 围 、气 体 来 源 以
及对土体力学性质的影响，评估对工程的
影响，提出治理 和监测建议，保障石化工
程安全。
支撑地质灾害防治管理：

初步建立了基于物联网、信息化和大数
据技术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创新提出
了地质灾害监测预警“GPP”模式，即“政府

主导+专业支撑+群众参与”模式。
技术标准编制与修订：

编制形成《灾害地质调查规范（1∶5万）》
和《工程地质调查规范（1∶5 万）》征求意见
稿，示范性编制了相应标准图幅图件。
矿山地质环境管理：

核算 2015 年和 2016 年全国矿山土地损
毁面积及 2016 年度各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 面积；指导编制全国及 31 个省土地损
毁遥感解译图、《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监
测报告 (2016 年 )》；召开全国矿山地质环境
调查监测技术方法研讨会，统一了矿山地质
环境调 查、监测技术要求。
推进全国地质环境图系编制与出版：

编制了 33 幅全国地质环境区划图系及
其说明书，近期将有 10幅出版。

◆ 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创新形成“地层流体抽取”试采方法，
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实现
了天然气水合物勘察开发理论、技术、工
程和装备的自主创新。

◆ 实现海域1∶100万海洋区调全覆盖

制定了调查规范，并按照统一的技术
标准，完成了 16 个图幅的海洋区域地质
调查。首次以实测资料为主，编制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系列图。构建了我国海
域区域构造格架，厘定了四大海区区域地
层层序。

◆ 编制南海地质地球物理图系
（1∶200 万）

体现我国在南海最新的地质调查成果。

◆ 发现一批油气远景区和有利区带

调查新增远景资源量 68 亿吨油当
量。新发现和落实 8个油气景区、8个有利
区带，为继续开展勘探工作指明了方向。

◆ 建成了我国海洋地质数据库

实现了数据的规范化管理和社会化
服务。

■ 西藏山南地区发现超大型远景规模铍多
金属矿。

■ 新疆西昆仑大红柳滩地区有望新形成一
处大型稀有金属资源基地。

■ 新疆奇台黄羊山一带石墨矿成为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岩浆岩型晶质石墨矿。

■ 湖北竹山发现土地垭超大型（铌）钽矿。

11 公益性基础地质调查计划
部署：重要盆地、重点成矿区带、重要经济区、重大
工程建设区、重大地质问题区、生态环境脆弱区。
重点工作：关键地质问题综合调查、特殊地区填图
示范、主要成矿带基础地质调查（1∶5 万区域地质
调查）、重要油气盆地和成矿带航空与遥感调查、深
部地质调查。

22 能源矿产地质调查计划
部署：科技创新驱动、基础调查先行、战略选区突
破、勘查示范引领。
主攻矿种：油气、页岩气、煤层气、油页岩、油砂、地
热、铀。
科技攻坚战：南方油气页岩气、北方新区新层系油
气、羌塘油气、北方砂岩型铀矿、京津冀地热资源。

33 重要矿产地质调查计划
部署：重点成矿区带、整装勘查区、重要矿集区。
主攻矿种：铜、钨锡、锰等大宗紧缺矿产、新能源矿
产和“三稀”等战略新兴矿产资源。
重点工作：重要成矿带矿产 1∶5 万矿产地质调查；
重要矿集区深部勘查示范；矿产资源集中区地质资
源潜力、技术经济可行性和环境影响综合评价。

44 海洋地质调查和天然气水合
物资源勘查试采计划
部署：海洋基础地质调查与海洋资源调查
科技攻坚战：“天然气水合物试采”与先导区商业化
推进。
其他重点工作：海洋基础地质调查、海域油气资源
调查、数字海洋地质。

55 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综合地
质调查计划
城市地质调查：雄安、成都、西安等。
海带地质调查：粤港澳大湾区、环渤海、长三角、舟
山群岛新区等。
其他重点工作：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境内段、京津
冀协同发展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

地质灾害隐患和水文地质环
境地质调查计划

66
地质灾害调查：人口密集城镇、重大工程规划区，三
种类型地质灾害发育区。
水文地质调查：西部生态脆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
西南岩溶地区等。
重点工作：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重要活动构造与
区域工程地质调查、重大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

地质数据更新与应用服务计划77
地质云建设：统一平台，消除信息孤岛，实现 29 个
节点互联互通，建成连通全局的信息高速公路。10
月份地质云 1.0版上线，提供服务。
其他重点工作：中国区域地质志编制、中国矿产地
质志编制、智能地质调查系统开发与推广，地质资
料信息服务。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国土开
发保护地质调查计划

88

“一带一路”地质调查：周边国家重要成矿带对比、
全球矿产资源地球化学与遥感调查、全球矿产资
源信息综合与服务。
服务国土开发保护：地质矿产资源规划、国土遥感
综合调查、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矿山地质环境
调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等。

军民融合地质调查计划99

地质科技创新计划1010

基础地质调查新进展
海洋地质调查

◆ 提升认知地球能力

1∶5万区域地质调查：主要部署在重
要含油气盆地、重点成矿区带、重要经济
区、重大工程建设区、地质环境脆弱区、重
大地质问题区。2016年完成 20万平方千
米，全国累计完成 346万平方千米，占陆域
国土面积的 36%。2017年预计完成约 20
万平方千米。

航空物探测量：2016年完成高精度航
空磁力测量 43.2测线千米，首次获取羌塘
盆地和松辽盆地外围高精度资料，为油气
勘查提供了重要基础地质信息。2017年，
预计完成 36.4万测线千米。

开展新一代省级地质志修编:提升区
域地质规律认识。目前已完成 20个，并陆
续出版。

◆ 创新调查方法技术

修订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规范（试
行）：主要从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方
法、成果表达、产品设计、质量保证 6个方
面进行了修订。

◆ 破解制约能源资源的关键基础
地质问题

南方页岩气：研究古生物和沉积古地
理，解决了页岩气有利相带空间展布问题。

羌塘盆地：研究地层层序，解决区域
上有利含油气层系确定问题。

东昆仑找矿：榴辉岩的发现和构造
环境研究，解决了矿床形成地质构造背
景问题。

藏南找矿：识别典型构造研究碰撞造
山过程，解决矿床系统地质演化规律问题。

区域地质调查

矿产资源调查新进展

煤系气调查：贵州六盘水杨煤参 1井创下西南地
区煤层气直井单井日产量新高和稳产日产气量
新高。

松辽盆地页岩油调查：见到良好油气显示。

湘中—桂中地区锰矿
广西南丹-宜州地区圈定找矿

靶区4处，估算锰资源量8300万吨。
皖东浅覆盖区金矿

在江山金矿外围，控制矿化带
长超过万米、宽大于 700米，预测
凤阳地区金资源量在100吨以上。
胶东焦家金矿带北段

圈定多个找矿靶区，预测
2000～3000米金资源量为900吨。
贵州贞丰金矿整装勘查区

灰家堡估算金资源量 41.85
吨。包谷地背斜-泥堡背斜预测金
资源量30吨。泥堡新增金资源量
18吨。

四川拉拉铜矿外围
新增铜资源量 20万吨。

甘肃白银厂整装勘查区
圈定找矿靶区3处，新发现了四

方山矿床，探获铜铅锌资源量42万吨。
新疆西昆仑地区铅锌找矿

火烧云铅锌矿已提交 333以
上铅锌资源储量1704万吨。
广东凡口铅锌整装勘查区

圈定金星岭深部及董中区段
2处找矿靶区，凡口矿区有望达到
千万吨级资源基地。
扎西康铅锌矿整装勘查区

深部新发现矿体2个，新增铅
锌资源量35万吨。

实施 7项综合地质调查试点项目：内蒙古赤峰有色金属基地、
新疆东天山中段有色金属基地、青海祁漫塔格有色金属矿集区、
川西稀有金属矿集区、四川攀西钒钛铁石墨矿资源基地、新疆和
田地区火烧云—大红柳滩铅锌锂资源基地、贵州毕节—六盘地
区水能源资源基地。初步建立了综合地质调查技术方法体系；
建立了技术经济评价模型和环境影响评价指标；圈定找矿远景
区 11个，找矿靶区 10处 ，发现多处矿化点和矿化异常。

油气资源地质调查

在盆外复杂
构造区拓展
9套新层系，
开辟了 6 万
平方千米勘
查新区。

页岩气调查
实现了从长
江上游向长
江中、下游的
战略拓展。

长江上游：贵州遵义安页 1井获得日产超 10
万立方米稳定高产工业气流，引领四川盆
地外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勘查开发;贵州紫云
黔紫页 1井在石炭系获良好页岩气显示，带
动滇黔桂地区上古生界页岩气调查。

长江中游：湖北鄂宜页 1井、鄂阳页 1井获得
高产页岩气流，初步建成页岩气资源基地。

长江下游：安徽宣城港地 1井获二叠系海陆
过渡相页岩气发现；首次在下扬子地区二叠
系同时获得页岩气、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油

“三气一油”的重要发现。

南
方
页
岩
气

拓展 3套新层系，圈定 20处油气远景区。
西北侏罗系多口钻井获得油气新发现，为战略选区提供了参数
井目标。
厘定了塔里木盆地深层有利储盖组合区，总面积 4.3 万平方
千米。
首次确认银额盆地为石炭—二叠系大型含油气盆地，开辟了 12
万平方千米勘查新区，优选 6个有利勘查区块，4个区块获得工
业油气流。
鄂尔多斯中东部镇钾 1井获高产页岩气流，取得上古生界海陆
过渡相领域页岩气调查新突破。
松辽盆地外围盆地取得油气新发现 。

北
方
油
气
调
查

大宗紧缺矿产地质调查

大型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战略新兴矿产地质调查

水工环地质调查新进展

中国地质调查新进展论坛现场中国地质调查新进展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慧丽高慧丽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