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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时代“透明地球、数字地球、美丽地球”的地勘战略愿景

赵　 平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北京　 100038)

摘　 要:当前国内外矿业地勘市场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国家大宗矿产及战略资源地勘投入相对平稳外,整体

地质勘查市场处于萎缩状态。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审时度势,积极响应十九大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治国方略,适时

提出了构建“透明地球”、“数字地球”和
 

“美丽地球”新时代地勘发展理念和战略愿景。 “透明地球”、“数字地球”
和

 

“美丽地球”三者有机统一、相互关联、互为支撑。 建设“三个地球”,将有效促进地勘企业供给侧改革,引领煤炭

(田)、化工地质行业乃至地勘行业进一步转型升级,推动地质勘查工作由单一矿产资源勘查向资源、环境、空间、灾
害多要素综合调查转变。 “三个地球”的战略愿景符合地勘工作未来发展方向,对国家生态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构

建“三个地球”应发挥总局科技创新优势,积极探索地勘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努力在深地空探测技术、环境监

测技术、地灾防治技术、生态修复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三维建模技术、地理信息技术、互联网+地质技术等重大发展

方向上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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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矿业市场低迷,地
质勘查市场萎缩,国内地勘行业处于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 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我国地质勘查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一是要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提供

安全、可靠、持续、稳定的能源资源保障;二是要打造

美丽中国,为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支

撑和全方位服务。 为此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提出了

“透明地球”、“数字地球”和
 

“美丽地球”(以下简称

“三个地球”)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愿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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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建设的战略愿景融入企业深入供给侧改革及地

勘企业转型升级,藉此拓展服务领域,完善产业布

局,为社会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地质工作服务,最
终实现走绿色发展之路。

1　 “三个地球”战略愿景提出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地勘队伍形成了“百局千

队”的庞大规模,涵盖了黑色冶金、有色矿山、化工

和非金属等行业,为我国现代化工业体系奠定了基

础。 但随着全球经济速度放慢,中国经济也由高速

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除了国家大宗型矿产及

战略资源地勘投入相对稳定外,整体地质勘查市场

处于萎缩状态,地质勘查竞争加剧,地质勘查企业面

临以下几个方面挑战与机遇。
①地勘市场的需求发生转变。 相比于 2009 年

的探矿权出让收益与勘查活动指数及 2012 年的勘

查投入,表征地勘形势的统计指数均出现断崖式下

降(图 1)。

图 1　 我国地质勘查活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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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地勘企业的发展方向发生转变。 在能源和矿

产资源领域,大宗矿产需求依旧旺盛,总量仍然很大,
战略性新兴矿产需求方兴未艾,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同时民生地质、工程地质、矿山地质、土地修复、地灾

治理、地理信息、地质数据服务等领域,以及城市污水

处理、废物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等“地质+”市场持续

增长[1] ,是地勘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大机遇。
③地勘行业的资金投向发生转变。 从自然资源

部发布的《2018 年全国地质勘查成果通报》可以看

出,在资金投向上,传统的以找矿为主的地质勘查投

入持续下滑,服务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地质勘查投

入不断上升,如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调

查、城市地质调查、农业地质等进一步得到加强[2] ,
地质勘查行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④地勘企业的产业结构发生转变。 我国大部分

国有地勘单位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为传统地质

勘查、地质灾害调查防治、工程勘察施工、测绘及土

地调查等,同质竞争较为严重。 而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目

标,则为新时代地勘企业提供了新的方向———着力

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国家生态安

全建设提供地质技术支撑(图 2)。

图 2　 地勘企业产业结构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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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地勘企业现状与新时代地质勘查工作发展

不适应问题,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提出了地勘企业在

新时代生态文明重大发展机遇期新的发展理念,即
构建新时代“透明地球”、“数字地球” 和“美丽地

球”的地勘战略愿景,旨在“以地质勘查技术为依

托,全面加强地下空间探测,投身‘透明地球’建设;
以地灾治理、环境修复技术为依托,做生态文明建设

的先行者,奉献‘美丽地球’建设;以地理信息技术

为依托,全面打造地质信息化产业平台,参与‘数字

地球’建设。” [2]

2　 “三个地球”
 

战略愿景

2. 1　 内涵

①“透明地球” 侧重于地球孕育规律性研究。
直接目标是以系统论、自组织理论、突变论、协同论

等多理论为基础,寻找地球多圈层的关系机理,了解

地球系统形成、演化、内在关联的机制规律;借助重

力法、电法、地震法、电磁法、放射法等先进的勘查技

术手段,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实现地球内部结构的

可视化,有利于解决由于地质体、地质结构和地质过

程的极端复杂性、不可见性和数据采集的抽样方式

不同导致的“结构信息不全、关系信息不全、参数信

息不全、演化信息不全”等问题。
②“数字地球”侧重在空间数据采集、信息挖掘

与虚拟表达。 它的直接目标是透过空间技术、信息技

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构建虚拟地球,使地球的理论

研究及勘探成果叠积为可观的地球信息库,通过运用

虚拟现实技术(或增强现实技术)、网络技术、AI 技



9 期 赵　 平:构建新时代“透明地球、数字地球、美丽地球”的地勘战略愿景 3　　　　

术、大数据技术等集成地球数据系统,通过地理坐标

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一个虚拟的地球信息系统。
③“美丽地球”侧重地球的保护、防治和修复,

实现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 它的直接任务是治理污

染、环境保护、灾害预测防治,它的根本目标是营建、
守护适合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家园;它的对象

是地球本身,是地球的美、生态的平衡;它借助绿色

勘探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灾害监测与防治技术,以

确保“美丽地球”成为我们共享的家园。
2. 2　 “三个地球”的辩证关系

地勘行业的“三个地球” 思想可以说是集成了

人类对地球认识与探索最新成果。
“三个地球”理念的对象是地球,但却有不同的

工作方向、目标和方式方法,同时,又相互支撑与影

响,形成一个相互勾连、蕴意丰满的指导思想布局

(图 3)。

图 3　 “三个地球”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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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地球”就地球研究与实践而言,更多带有

工具、框架的性质,它的信息数据依赖“透明地球”
的研究、勘探才能获得、积累与验证。 “透明地球”
的研究与勘探工作借助“数字地球”工具,则能够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巧妙运用“数字地球”,将使地

球更加“透明”。 “透明地球”与“数字地球”是相互

支撑、相互影响的关系,“透明地球” +“数字地球”则

使双方相得益彰。
 

“美丽地球”的建设离不开“透明地球”、“数字

地球”的科学理论、技术、数字框架,“美丽地球”建

设的成效和方向甚至问题都受到后两者的影响;而
“透明地球”、“数字地球” 都以“美丽地球” 为根本

目标和基本的价值判据。 “透明地球” + “美丽地

球”,激活了地勘行业的新方向和产业活力,使其担

当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而“美丽地球”也由

此扎实其科技基础,摆脱先前匍匐自然之下的奴役

地位,远离狂乱破坏生态的危险境地。 “数字地球”
+“美丽地球”,使得虚拟地球这个现代工具发挥更

大的作用,而“美丽地球”又规范着“数字地球”,使
其能够真正落地,“虚拟”而不假、“数字”而不空。
2. 3　 “三个地球”的战略意义

建设“透明地球”、“数字地球” 和“美丽地球”
是新时代地勘企业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由高速增

长转为高质量发展和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

要求;是新时代地勘企业积极投身建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是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是参与“为世界谋

大同”中国方案的实际践行,意义重大,使命光荣。
①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新发展

理念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地勘企业通过践行新发展

理念,从而找到了全新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 践

行创新发展理念解决企业自身发展动力问题;践行

协调发展理念解决企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践行绿色

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践行开放发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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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践行共享理念解决职工共享

企业改革发展成果问题。
②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新时

代,地勘单位精准对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对行业的需求,由单一矿产资源型勘查向地、矿、
海、水、林、草多门类自然资源的综合型勘查转变,以
地灾治理、环境修复技术为依托,研究解决重大生态

与环境问题,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者[2] ,建设“美

丽地球”,也是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

然要求。
③适应供给侧改革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成立 60 多年来,先后完成了四次

全国煤炭资源预测;两次全国化工矿产资源潜力评

价;勘探了我国急需的煤炭、磷、硫、硼、钾、铁等 20
多种矿产资源,为国家能源和粮食安全等提供了地

质保障,为国家经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八大

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高能耗高污染的煤炭,其
上游传统地勘行业受到严重冲击,传统地勘市场规

模急剧萎缩,但高质量发展也使地勘工作发生了新

的变化,催生了诸如新能源资源勘查、民生地质、工
程地质、矿山地质、土地修复、地灾治理、地理信息、
地质数据服务、城市污水处理、废物综合利用、节能

减排、“地质+”市场等新的地勘工作。 构建“透明地

球”、“数字地球”和“美丽地球”体系,可以满足地勘

市场新需求,是新时代地勘企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做优做强做大的重大机遇。

④是参与“为世界谋大同” 的中国方案的实际

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正在成

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中国方案。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透明地

球”、“数字地球”和“美丽地球”,服务沿线国家经济

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地勘企业参与“为

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的实际践行。

3　 “三个地球”的研究现状及主要技术

3. 1　 “透明地球”
 

3. 1. 1　 现状

1999 年澳大利亚的 Carr 博士在“悉尼矿产勘查

研究组覆盖层之下勘查讨论会”上,第一次提出了

“玻璃地球” 的概念[3] ,澳大利亚政府随之于 2001
年正式启动了“玻璃地球”计划,目标是使澳大利亚

大陆地表以下、深度 1000m 以内的地质状况变得透

明。 其他国家也纷纷对此做出响应。 加拿大制定了

详细的岩石圈探测计划,通过地震发射技术,深入探

测了地球内部的地质情况。 该计划不仅在基础地质

研究上有了重大的突破,解释了北美大陆岩石圈的演

化过程,还在纽芬兰省西部海岸发现了石油资源[4] 。
2001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地质调查

局和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联合发起了一项名为
 

“地球透镜”
 

的计划[5] 。 主要目的是探索北美大陆

的构造与演化、并揭示地震及火山喷发的秘密。 此

外,还有瑞士地壳探测计划、意大利地壳探测计划、
德国大陆反射地震计划、俄罗斯深度地壳探测计

划等。
我国自 2006 年在“玻璃地球”建设方面开展了

诸多探索性研究。 包括大陆地壳、含油气盆地等综

合研究。 2009 年 6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了《创

新 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系列报告。 该报

告提出了“中国地下 4000m 透明计划”,力争到 2040
年,我国主要区域的地下 4000m 地质信息变的“透

明”,为寻找深部矿产资源提供基础的研究资料[5] 。
2014 年 4 月 16 日,在香山开展了以“中国‘玻璃地

球’建设和核心技术及发展战略”为主题的科学会

议学术讨论会。 该会议认为“玻璃地球” 概念虽然

已经成为目前的研究重点,但相关理论与方法均不

成熟。
3. 1. 2　 主要技术

世界各国的“玻璃地球”建设计划的实施,都采

取以三维区域地质填图为主导与深部探测计划相结

合的方式,建立三维地质框架模型,并融入了多源信

息,甚至建立了多尺度、多分辨率的分类或分级地层

框架模型[6] 。 主要的技术包括地球物理勘探及其

数据反演、三维地质建模与可视化。
①地球物理勘探

 

(
 

简称物探)。 按其信息获取

的途径,可以分航空物探、地面物探、地下物探。 如

果按研究岩(
 

矿)
 

石的物性特征可分为重磁勘探方

法、地震勘探方法、激发极化法、电磁感应方法、放射

性方法等[7] 。
②地球物理勘探的数据反演。 地球物理反演就

是利用地表(或地下)
 

观测到的物理数据推测地表

以下介质物性结构特征(几何大小、物性参数等),
为下一步地质解释提供依据。 地质解释主要依据测

定的岩石类型和物理性质之间的关系或者数理统计

规律,来推测地下不同岩石的分布区域,由此导出有

关地质构造、动力和演化的佐证,或者得出有关矿产

生成、储存和聚集的结论[7] 。
③三维地质建模与可视化。 借助三维地质建模

软件,技术人员可以将二维抽象的地质信息以三维

可视化的图形效果直观形象地展示出来,建立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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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立体地质模型,借助三维建模软件强大的互

交式空间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对地质体进行三维

交互信息查询和分析处理,提取各种控矿地质因素,
展示各种地质现象间的拓扑关系,增强了地质分析

的直接性和准确性[7] 。
3. 2　 “数字地球”
3. 2. 1　 现状

数字地球这个概念最初提出是美国副总统戈尔

在 1998 年的“ The
 

Digital
 

Earth:
 

Understanding
 

our
 

planet
 

in
 

the
 

21st
 

Century”演讲中首次提到将各种与

地球相关的信息集成起来,可以实现对地球的数字

化、可视化表达,以及多尺度、多分辨率动态交互。
在 1998 年到 1999 年两年期间,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和地质调查局等联合举办了四次数字地球研

讨会。 中国在这个时期也积极推进着数字地球的相

关进程。 中国科学院遥感所向中国科学院提交数字

地球项目书面建议,中国学者提交数字地球的技术

集成框架和原型研究的课题申请书,并在 1999 年在

北京举办了首届“数字地球国际会议”。
3. 2. 2　 主要技术

传统数字地球是以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数据库技术、高速计算机网络技术

和虚拟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系统。 数字地球在全

球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空间位置为主线,
 

将信息组织

起来的复杂系统。 其按照地理坐标整理并构造一个

全球的信息模型,描述地球上每一点的全部信息,
 

按地理位置组织存储起来,并提供有效、方便、直观

的检索手段和显示手段,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快速、准
确、充分和完整地了解及利用地球各方面的信息[8] 。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

技术的不断发展,带动数字地球的不断革新。 利用

海量、多分辨率、多时相、多类型对地观测数据,运用

智能信息方法技术研究数字地球积累的地球大数

据,将数字地球升级到信息地球,是未来地球科学发

展的重大机遇与重要的研究领域。 将人工智能运用

到数字地球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
①遥感。 利用微波遥感、可见光遥感和热红外

遥感可以实现矿产资源和能源的探测。
②全球定位系统。 实现准确的近地表空间地理

位置、位移速度及时间信息。
③地理信息系统。 依靠计算技术,对整个或部

分地球表层(包括大气层)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

数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

的技术系统[9] 。 如
 

“数字矿山”,已通过地理信息技

术实现了矿山数字化管理。

④虚拟现实。 利用计算机生成高度逼真的虚拟

环境,通过多种传感设备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并可实现人与该环境的自然交互的计算机技术[10] 。
以

 

“数字矿山”
 

为例,通过相关技术实现
 

矿山数字

化信息系统和矿山的虚拟表达。
⑤增强现实技术。 该技术将原本在现实世界一

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很难体验到的实体信息(视觉信

息、声音、味道、触觉等)通过计算技术,模拟仿真后

再叠加,使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从而达到超

越现实的感官体验[11] 。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

是对传统数字地球技术的革新,也必将促进“透明

地球”的建设。
⑥地质大数据。 地质大数据来源于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钻探测井、遥感遥测、传感监测等活动中

产生的多维海量数据。 这些数据集合只有通过建立

大数据共享平台,集成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方法,以
实现地质数据挖掘,深化对地球系统的认识和理解。

⑦物联网。 物联网是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对需

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声、光、热、
电、力学、化学、生物、位置等信息,通过各类网络接

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实现对物品和

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
⑧云计算。 通过网络“云”将海量数据处理程

序分解成无数个小程序,分配给多部服务器组成的

系统进行处理,然后将得到的结果返回给用户。
⑨人工智能(AI)。 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智

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在地质领域的人工智能主要

包括专家系统,智能计算和智能设备等。
3. 3　 “美丽地球”

 

3. 3. 1　 现状
 

“美丽地球”最初就是人类在认知和探索过程

中对地球的审美认知以及对生存环境的一种美好愿

景,其作为专业概念是新近才出现的。 上世纪中叶,
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发生一系列环境事件,促使人们

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警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

过程中地球环境破坏的危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安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界定了环境与发展、生态与

经济的关系;党的十八首次提出了“美丽中国”执政

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把“美丽中国”纳入“十三

五”规划。 2019 年 4 月 2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首次提出了“美丽地球”
的理念。 中国煤炭地质局提出在地勘领域开展

 

“美

丽地球”
 

建设工作,这一工作思想是对习近平总书

记
 

“美丽地球” 理念的贯彻落实与行业实践。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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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地球”的理念已融入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在
地勘领域“美丽地球”的理论基础、评测体系等方面

也都在进一步研究中。
3. 3. 2　 主要技术

“美丽地球”目前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生态的负面影响,实现找矿和环保的双赢,共同建设

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 主要包括如下技术。
①绿色勘查技术。 勘查位于矿业行业最前端,

传统地质勘查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影响,包括

对植被和地表的扰动或破坏,对地表水、地下水的影

响,油污污染、废弃物、扬尘等。 实行绿色勘查可以

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 绿色勘查重在绿色发展理

念,旨在以科学的管理方法,运用先进的方法、技术、
设备和工艺,实施勘查全过程环境影响最小化,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并对受扰动生态环

境进行修复的勘查方式。
②环境监测技术。 对地质勘查和矿山开采等造

成的扰动或污染,运用的化学、物理、生物及生态等

监测技术,实现从现场应急快速监测到自动连续在

线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③生态修复技术。 针对矿山开采、地质灾害等

造成的扰动或产生的污染,在生态学原理指导下,以
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

工程技术措施的一种综合的修复污染环境的方法。

4　 “三个地球”
 

建设的重点发展方向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
设美丽中国”“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等对我国地质勘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此地勘

企业应从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地灾治理

等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地勘行业特色优势,转型升级

融入“大地质”,大力开展环境地质、农业地质、水土

环境修复、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城市地下水动态

监测、基础地质矿产调查、土地质量调查评价、海岸

带地质调查、地质灾害治理等生态安全地质保障工

作,据此确定地勘行业在“三个地球”理念下的重点

发展方向(图 4)。

图 4　 “三个地球”建设的重点发展方向

Figure
 

4　 Key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 triple
 

earth”
 

construction

4. 1　 “透明地球”重点发展方向

4. 1. 1　 资源勘查产业转型

围绕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京津冀协同发

展”“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推进实施

带来的能源、矿产资源需求结构变化,促进了勘查产

业的转变;①推动传统资源勘查主业向国家急需的

新能源、新材料和战略性矿产资源领域转变;②推动

传统地质技术服务向矿山全生命周期地质技术服

务、绿色矿山建设地质技术服务等领域转变;③在资

源勘查区域格局上,重点向西部、深部以及海洋地质

等方向转移。
4. 1. 2　 注重市场需求,加强新能源资源开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煤
炭的能源占比不断降低,能源与矿产资源需求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清洁低碳能源成为主要发展方向,油
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铀、地热等清洁能源勘查

日益受到重视。 随着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

进,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战略性

新兴产业所需的锂、钴、稀土等矿产资源逐渐成为需

求重点,新能源需求不断扩大。 在保持国家规划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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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空白区优质煤炭资源勘查工作的同时,立足优

势,拓展领域,以煤层气、页岩气、非常规天然气、地
温能、地热、干热岩为重点,加大对洁净能源的研究、
勘查与开发,密切关注我国油气开采体制改革,积极

推进油页岩、油沙等的开发利用,适时进入油气勘查

开采市场;以砂岩型铀矿、石墨、“三稀”以及铜、铅、
锌、锰、金、银、锂、镍等为重点,不断加大对国家战略

性新兴矿产和紧缺矿产的研究、勘查与开发;以钾

盐、萤石等化工矿产资源为重点,加大对非能源领域

矿产资源的勘查与开发。 积极推进国家战略性矿产

资源的开发、加工及矿产品销售,拓展多元化服务领

域,加快传统资源型地质地勘业务转型升级。
4. 1. 3　 发展地下工程建设产业

跟踪国家加大城市地下管廊建设的新机遇,开
展地下空间地质调查、地质监测、地下空间勘查施工

等。 加强城市地下管网的普查、探测、管线系统管理

软件市场开发力度,不断推动由地下管线探测向管

线检测、管线基础应用、智慧物联应用等的转变。
大力发展岩土工程勘察、城市地质;地基与基础

工程、地下综合管廊、地下综合体、海绵城市;道路病

害探测与防治、城市塌陷探测与治理等业务,积极拓

展交通、隧道、水利、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工程、特色

小镇建设等领域与地质相关的地下工程建设业务[1] 。
4. 1. 4　 发展城市地质,融入智慧城市建设

把城市“透明地球”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结

合起来,围绕城市地质-地下工程-城市地表一体化

管理与预警,探索利用物联网、云技术、超算平台和

数据融合技术,开展面向“智能城市”的新型“透明

地球”建设,开展面向智慧城市的地质时空大数据

应用技术体系构建,形成城市地质工作融入智慧城

市的整体解决方案[12] 。
4. 2　 “数字地球”重点发展方向

4. 2. 1　 提升空间数据获取及处理能力

大力发展高分辨率高空卫星遥感、中空航空摄

影测绘、低空无人机航空数据获取能力,丰富地面及

室内光学、雷达、激光等多种影像数据获取方式,以
“3S”

 

加快相关专业技术设备引进,加强数据处理能

力,强化测绘遥感数据在国土、农业、林业、水利、气
象、海洋、环境、减灾、统计、交通等领域和城乡区域

规划管理以及重大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创新服务模

式,拓展测绘遥感数据应用服务产业链。
4. 2. 2　 加快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研发与应用

促进地理信息软件技术与数据库、网格技术、云计

算、物联网等通用信息技术融合,重点发展基于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等,适应云计算技术、时空技术、三维技

术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产品;重点研发地理信息技术

在国土、农业、规划、公安、应急、生态、统计等领域应用

系统,促进地理信息与导航定位融合发展。 结合国家

重大战略实施,创新地理信息技术在环境监测、资源

调查、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服务模式,形成从需求、设
计、建设到运营全过程的地理信息应用服务体系。
4. 2. 3　 积极研发与地理信息相关的智能化产品

大力推进地理信息在数字城市、智慧城市、智慧

矿山建设中的应用;充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

技术等,推动数字地图、多媒体地图、三维立体地图、
网络地图、城市街景地图等现代地图出版,为国民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多元化的数字产品。
4. 2. 4　 提高地质大数据分析、应用能力

在基础地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灾害地质的调查勘查和相应的地质科学研

究过程中,在能源、矿产的开发利用和环境、地灾的

监测、防治过程中,以及航空、航天对地遥感观测活

动中产生了大量海量、多维的数据。 地质大数据获

得的途径包括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钻探测井、遥感

遥测、传感监测[13] 。 提升地质大数据在成矿预测、
能源开发、地灾防治中的应用能力。
4. 3　 “美丽地球”重点发展方向

4. 3. 1　 发展生态与环境产业

加快构建以矿山水文地质勘查、矿山水害精细

勘探以及区域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价、矿山环境调查

评价与恢复治理、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与治理、环境修

复治理、污水处理以及固废危废处理、垃圾资源化处

理、煤炭清洁化利用等为核心的勘查评价技术体

系[1] 。 加大水文物探高端装备的投入和科技研发,
大力拓展地质灾害、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采煤沉陷区

治理、矿山防治水、矿山应急救援、地质公园建设;水
环境修复治理、污水处理、固废和危废处理;垃圾资

源化处理、煤炭清洁化利用;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评价

等业务[1] ,着力推进生态与环境产业科技创新,以
科技研发推动产业发展。
4. 3. 2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地质技术服务产业

加快构建以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土壤地球化学

调查评价、土地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与

修复治理等与土地工程相关的技术体系[1] 。 融合

目前已有的饲料、化肥和地理信息等领域的技术优

势,构建以测土配方精准施肥、生物饲料、生物肥料、
智慧农业、田园综合体、农业生态产业园规划为核心

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拓展延伸现代农业地质技术

服务领域,打造生态农业产业链,为现代农业和美丽

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下转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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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高突矿井碎软煤层发育,煤体结构组

合复杂,透气性差,成孔困难,有气难抽。 矿用本安

型侧向电阻率视频成像测井仪未来的研发方向是随

钻测量和无线传播[5] ,由钻孔轨迹复测向以钻杆为

载体、以无线传播为主要方式的钻孔姿态、孔深、钻
孔工作状态、环境条件及时测量和实时在线转变,以
便根据钻孔信息及时调整钻孔轨迹、精确判断地质

异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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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3　 推进生态修复和全域治理

以矿山修复、地灾治理为契机,秉着生态修复和

利用并重的原则,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理

念,进行全域规划、全域整治,探索矿山修复、地灾治

理与旅游、康养、地产、工业开发等结合的生态修复

模式。

5　 结语

引入“三个地球”的理念,是地勘行业的创新,
地勘企业通过实施“透明地球”“美丽地球”工程,进
而实现“数字地球”。 三者相互支撑、相合融合,相
互促进,最终实现地质数据的采集、归纳、汇总、集成

等,这不仅包括大数据的一体化存储、组织、管理,更
为重要的是后期的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的提升,支
撑更大区域精细化、定量化的地球三维模型构建,将
为后续开展地质、资源和环境决策分析,以及科学研

究提供良好的条件。
通过构建“三个地球” 建设体系,将指导和引

领煤炭(田) 、化工地质行业乃至地勘行业进一步

转型升级,拓展服务领域,推动地质勘查工作由矿

产资源勘查向地、矿、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

资源综合评价与保护转变,由单要素调查向资源、
环境、空间、灾害多要素综合调查转变,为社会提

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地质工作服务,最终实现走绿

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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