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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背景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国

家大数据战略，要求加快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推动

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制定政府数据共享开放

目录，依法推进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统筹布局建设国家大数据

平台、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研究制定数据开放、保护等法律法

规，制定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办法。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针

对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

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提出了未

来 5-10年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

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

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

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的大数据行动目标。

2016 年 11月 7 日，国土资源部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印发了《国土资源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国土资源网络互联互通，加快建设“国

土资源云”，构建统一的云管理平台，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软

件等基础资源服务，支撑实现全覆盖全天候国土资源调查监测及

监管和“互联网+”的管理决策与服务信息化建设目标。

中国地质调查局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及国土资源部大数据与信



2

息化建设总体部署，围绕世界一流的新型地质调查局建设目标，

启动了“地质云”建设工作。旨在依托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消除数字鸿沟，整合共享数据资源，力争 3-5 年内，

建成国内权威、国际一流地质大数据中心和“地质云”服务平台

体系，实现地质信息的开放与共享。

二、信息化现状与需求分析

（一）现状及主要问题

1.基础设施较好，利用效率不高

硬件设备情况：根据 2016年信息化统计报表，全局共有高性

能计算集群 4组，小型机 73台，各类服务器 1179台，存储容量

10.5PB（磁盘整列 6.7PB，带库 3.8PB）。网络信息点数 2 万个，

视频联通节点数 111个，业务网络连通节点数 5073个，信息化硬

件基础设施数量和存储量较大。但是，由于大多数设备按单位、

按项目分割使用，尚未利用云技术统筹利用全局硬件资源，所以

存储空间和计算资源整体利用效率较低。同时存在部分设备陈旧，

维保费用较高的问题。

网络及安全建设情况：在互联网建设方面，局机关及直属单

位分别拥有各自的互联网出口，带宽从几十兆到几百兆不等。其

中局机关（含发展研究中心）互联网出口带宽为 100兆。在业务

网建设方面，覆盖局及直属单位（除矿业报社外）的业务网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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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运行，28家单位已实现专网互联，其中还建成了局机关与环境

监测院和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分别连接的光纤专线。但是，由于带

宽只有 10M，目前仅可支撑局系统视频会议和公文流转使用。若

支撑地质调查数据共享及相关数据密集型应用系统，带宽不够，

需要加大带宽并更新升级相关基础设施。在涉密网建设方面，局

直属部分单位建立了保密机房，以保密机形式隔离保管涉密数据，

但连接局直属单位的涉密网尚未建设。

2.软件类型庞杂，安全运维薄弱

软件系统指办公自动化、门户网站、业务管理系统、地质调

查业务系统和公益性信息服务系统等。据财务部统计资料，截至

2016年底，局直属单位、局机关各部门，基于业务需要，开发了

各类软件系统共计 152套，其中稳定运行的约 60套。除智能数字

调查系统等少数软件为自主开发外，大部分以项目委托形式开发。

目前因缺乏统一规划，形成的软件系统类型繁多、“百花齐放”。

软件系统碎片化的开发与应用，短期看似支撑了相关工作，长期

看在维护、推广及数据共享操作方面形成了较大的技术障碍。同

时，部分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和运行维护建设尚不符合国家规定，

安全隐患较多，潜在风险较大。

3.数据资源量大，协同共享缺乏

多年地质调查项目的实施，已经形成了基础地质、矿产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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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遥、水工环地质、海洋地质、地质钻孔、地质资料与图书文

献、能源矿产、管理支撑、专题综合研究成果等 10大类近 50个

国家地质数据库（表 1）。这些数据库构成我国地质专业领域最全、

纵向覆盖比例尺最广、时间跨度最长、数据质量最好的国家地质

数据库体系，数据总量约 2.8PB。由于数据库分布在局属各单位

中，以项目形式维护运行，缺乏共享机制，所以数据、专家知识

及计算资源处于孤岛应用状态，数据利用效率低，很多可以在线

便捷提供的共享服务，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解决。

表 1 国家地质调查数据库现状表

序号 数据库名称

一、区域地质与基础地质数据库

1 全国 1:5万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2 全国 1:20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3 全国 1:25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4 全国 1:20万自然重砂数据库

5 全国同位素地质测年数据库

6 全国岩石地层单位数据库

二、矿产地质数据库

7 全国矿产地质数据库

8 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矿区资源储量核查成果数据库

9 矿产资源远景调查数据库

10 全国主要固体矿产大中型矿山资源潜力调查数据库

11 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数据库

12 全球地质矿产数据库

三、物化遥数据库

13 全国区域重力数据库

14 岩石物性数据库(试点)

15 全国区域地球化学数据库

16 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数据库

17 全国航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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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全国遥感影像数据库

四、水工环地质数据库

19 1:5万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20 1:20万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21 1:50万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22 全国分省 1:50万环境地质空间数据库

23 全国地下水信息数据库

24 中国地下水资源数据库

25 国家级地下水动态监测数据库

26 全国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

27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数据库

28 中国岩溶环境数据库

29 中国地质遗迹与地质公园数据库

30 中国岩溶洞穴数据库

31 城市地质调查数据库

五、海洋地质数据

32 区域海洋地质数据库

六、钻孔数据库

33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试点）

34 中国大陆科学钻探钻孔岩芯扫描图像库

35 实物地质资料数据库（在建）

七、地质文献与资料数据库

36 全国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

37 全国图文地质资料数据库

38 中国地质文献（中、英文）数据库

八、能源矿产数据库

39 全国油气资源地质调查数据库

九、管理支撑数据库

40 全国矿业权核查数据库

41 全国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

42 全国地质信息元数据库

43 全国重要矿产“三率”调查与评价数据库

十、综合成果数据库

44 全国 1︰5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45 全国 1︰10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46 全国 1︰25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47 全国 1︰50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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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节点分散，规模成效不足

目前各大区中心、专业调查中心和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地质

资料馆、实物地质资料中心等，积极探索，通过现有互联网门户

网站建设了约 11个专业地质信息服务网站，提供地质资料数据服

务（已汇交的）、钻孔数据服务、海洋地质信息服务、地下水资源

信息服务、油气地质信息服务、地质环境信息服务、航空物探遥

感数据服务等，向社会提供了多类专业信息服务。但分散的服务

站点，并没有有效地消除数字鸿沟，无法最大限度地盘活、用活

各类数据，规模化的服务没有形成。与美国地质调查局（以下简

称 USGS）相比，一站式权威地质信息服务窗口尚未建成。

5.经费渠道稳定，投入结构失衡

据 2016 年信息化统计报表，全局信息化建设年度直接投入

1.24亿元，主要用于各类软硬件采购，不包括数据库建设与更新、

信息平台建设与维护、专业软件开发等信息化工作，而这些工作

目前由相应二级地质调查项目工作经费支撑，总体经费投入渠道

相对稳定。但是，除上述投入以外，在数据集成、标准化建设以

及网络安全建设方面项目及经费安排很少，致使我局信息化工作

的规范性、产品服务的规模以及信息安全防范能力比较薄弱。信

息化建设投入结构仍需调整，否则，对未来“地质云”共享服务平

台建设运行将形成很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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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国外先进机构差距

1.基础设施管理分散

USGS在信息化发展前期，由于对全局或更广范围构建共享信

息基础设施缺乏考虑，同样存在独立建设的问题。2006年随着“信

息技术战略计划”的实施，USGS开始建设“集成信息环境”，基础

设施采购和运行走向集中，并持续投入。通过基础设施的整合，

改变了分散运行的方式，并且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统一

管理，从而使 USGS基础设施兼容性更好、更具整体支撑效能，

有能力为地球科学研究提供更现代化、更高效的基础设施。

2.数据采集汇聚能力滞后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在地质调查项

目中启用数字调查。USGS在 2006年即提出全面采用手持全球定

位和数字化数据记录设备的先进野外填图技术，目前建设了庞大

的水文、灾害、卫星等监测网络，并不断升级网络与设备，实现

海量数据实时采集。在多专业多学科的数据管理方面，USGS 负

责管理美国全国的数字地图数据的采集与分发，科学家所使用的

数据和技术符合或参考已有的相关国家、国际标准和协议，对于

给定类型的数据集，如果存在国家或国际元数据标准，则将该数

据用元数据建立索引，便于访问和集成。USGS 通过这些手段有

效地管理了数据，形成了从数据源头到成果集成应用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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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我国数字地质调查技术和软件，在基础地质、矿产地

质野外数据智能化采集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在数据高效

汇聚、成果集成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存在明显差距。

3.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尚未形成

USGS 针对不同用户开发不同产品，包括面向公众的公报，

音像、照片、数据库，地质图集，水文图集，公开文件报告，专

题论文报告，科学调查报告，数据集，信息与技术报告等。USGS

服务网站上 90%以上的研究报告可以直接从互联网下载，实现了

在线共享。此外，在其门户网站上集成提供了各类软件、开发接

口（API）、实时监测数据等各类服务，以形成较为完善的产品框

架与服务体系（图 1）。我局目前尚未建立系统、完善的地质信息

产品体系。

4.制度标准建设落后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地质信息化制度与标准建设方面比

我局起步早、做得好。欧盟在 2004年以立法方式颁布了欧洲空间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法令（INSPIRE），利用三个层次的 34 个数据

集规范，建立了欧盟统一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实现资源环境空

间信息收集、组织与共享的规范化和标准化，2011年通过了欧盟

议会立法，目前作为法规已执行实施，在推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

数据共享与利用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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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地质调查局门户网站公开服务信息产品体系

USGS 在国家地质填图法案中制定了国家地质图数据库

（NGMDB）标准，如制定了 NCGMP09 数据模型标准作为多地

图数据库发展的基础。联邦地形数据委员会（FGDC）通过其地质

数据分委员会支持地质数据管理标准的开发。美国地质学家联合

会（AASG）组成数字地质图委员会，和 NGMDB、FGDC一起开

发各州地质调查数据标准。我局在标准建设方面的主要差距在于

信息化和数据标准体系不够完善、标准更新不及时、标准使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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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监督与反馈。

5.信息安全管理薄弱

USGS 信息化战略将信息安全作为 5 个具体目标之一，构建

了包括安全组织机构、安全技术应用、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标准

的安全体系，服从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和指导。通过制定完善

详细的数据分级与权限体系等措施，保护信息资源的可用性、保

密性和完整性。同时结合其完善的版权保护制度，保障了数据共

享与服务等工作的开展。我局的主要差距在于安全组织机构不够

完善，安全技术体系尚未建立，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整体不高，专

业安全监控薄弱，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培训不够等方面。

基于以上分析，与国外先进机构相比，我局计算资源、数据

资源共享效率相对较低、地质信息服务较为分散、缺乏系统的地

质信息产品体系、制度及标准体系和统一的信息化服务平台，信

息安全保障能力整体不足。

（三）用户需求分析

“地质云”建设满足五类用户的需求：政府部门、社会公众、

国内外科研机构、地质调查技术人员、地质调查管理人员。

1.政府部门

发改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建设部等相关国家部委和地

方政府，针对国家战略及地方经济建设发展需求，需要通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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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网络途径，共享地质调查数据及相关辅助决策信息。如权

威的基础地质图、工作程度图、相关规划图、资源环境国情信息、

地质灾害信息、地下水信息等，以及满足用户查询统计、分析评

价的相关工具软件等。

2.社会公众

社会公众需要通过互联网查询、浏览与下载非涉密的地质信

息。包括地质调查数据、地学科普产品、专题信息报告、地学出

版物、地学文献、公开版地质图、常用地质软件等，以及大型仪

器设备共享服务等。

3.国内外科研机构

国内外从事地学研究的高等院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需要

通过共享、协作机制，充分利用具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的云工作

环境，在“地质云”平台上获取科研类的地质信息和协作服务。

包括各类地质资料、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常用地学软件服务，以

及针对重大地质问题、重大科技专项和国际地学合作的多种定制

化、专题化的地质信息产品等。

4.地质调查技术人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局属单位、省级地调院及其他从事地质调查

的行业单位，需要地质调查全流程工作信息化和智能化支撑。包

括构建形成云工作环境，快速、高效获取与工作相关的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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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成果资料和专题报告、各类专题图件，实现大型仪器

设备共享、在线高性能计算服务、各类地学软件共享、最新地学

文献查询、地质词典查询、专家在线答疑等。

5.地质调查管理人员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及局直属单位，不同层级的地

质调查项目管理者，根据岗位职责，需要及时查询、统计、分析

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动态与进展，以及与项目相关的生产调度、安

全生产、装备管理、财务管理信息。包括项目库建设、项目实施

全过程数据及审核审批记录、重要项目实时进展、装备使用、预

算执行、成果成效等。

三、建设思路与目标任务

（一）建设思路

对接“国土资源云”建设规划，以激活、盘活、用活软硬件

及数据资源为原则，以实现高效共享和精准服务为目标，统一规

划、统一标准、统一平台、统一窗口，推进“地质云”建设。以

标准和制度建设为抓手，以安全体系建设为保障，明确任务、分

步推进，保证“地质云”建设年年见成效，步步上台阶。

“地质云”建设按照“一核两翼五任务”部署推进（图 2）。

即：以数据资源建设为核心，以信息服务和安全保障为两翼，同

步推进“地质云”应用服务体系建设、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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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大数据中心建设、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和安全与保障体系建

设等五项任务。

图 2 “地质云”建设总体部署（一核两翼五任务）

（二）总体目标

依托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消除数字鸿沟，

整合共享数据资源，建成高弹性、高效率、高可靠、高智能的“地

质云”平台。实现地质调查信息高效共享和精准服务；实现地质

调查主流程信息化和智能化工作模式；实现地质调查管理业务一

体化和协同化；实现国内外地学科研信息的交流与多方协同。力

争在 2025年，建成国内权威、国际一流地质大数据中心和“地质

云”服务平台。

（三）重点任务

按照建设思路和总体目标，部署五项重点任务：“地质云”应

用服务体系建设、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建设、分布式大数据中心建

设、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和安全与保障体系建设（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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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质云”建设重点任务及内容框架

1.“ 地质云”应用服务体系建设

“地质云”应用服务体系是应用展示层，是“地质云”统一服务

窗口，包含多种信息服务和业务应用。建设任务主要包括：应用

服务体系设计，以及政务服务系统、公共服务系统、业务服务系

统、业务综合管理系统、科学研究服务系统的实现等。

根据需求分析，一是面向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国内外科研

机构等公共用户，提供公开版地质数据和地质图、文献及出版物、

科普产品、技术标准等产品的查询、统计、浏览、下载、知识库

互动以及其他在线服务等，提供大型仪器、相关软件共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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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的地质信息产品，提供用户需求的产品定制等

（表 2）。二是面向地质调查技术人员和地质调查管理者等业务用

户，除提供外部用户所有共享服务功能外，同时增加局属 29家单

位数据最大限度共享、通用及大型专业软件和设备共享、项目以

及安全等相关管理信息查询统计、办公自动化等功能（表 3）。

表 2 “地质云”——公共用户服务产品总体框架（拟）

序号 服务类别 服务产品 主要用户

1 地质数据服务

-基础地质数据

-遥感数据

-地球化学数据

-环境地质数据

-海洋地质数据

-地下水数据

-实时监测数据
......

科研机构

社会公众（含企业）

2 地质图服务

-基础地质图（系列比例尺）

-能源地质图

-矿产地质图

-地球化学图

-地质环境图

-地质灾害分布图
......

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

社会公众（含企业）

3 文献及出版物服务

-地学文献

-地质调查报告

-年度研究报告

-地质资料

-地学专著

-地学期刊
......

科研机构

社会公众（含企业）

4 地学科普服务

-地学科普百科

-地学科普图书

-地学科普多媒体

-地学模型

-地学科普基地
......

社会公众（含企业）

5 大型仪器共享服务

-地球物理调查仪器

-地球化学调查仪器

-油气调查仪器

-水工环调查仪器

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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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类别 服务产品 主要用户

-海洋地质调查仪器

-地质钻探

-测试分析仪器
......

6 软件服务

-在线软件服务：地震处理解释服

务

-遥感数据处理服务......
-下载软件服务：各类自主研发地

质调

-查及处理分析软件……

科研机构

7 技术标准服务

-地质调查技术标准

-地质调查技术方法

-地质调查专利技术
......

科研机构

8 重大战略服务

-重大专题地质服务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

-京津冀一体化

-雄安新区

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

9 定制服务

-重大科技专项服务

-国际合作服务

-其他定制服务

政府部门

表 3 “地质云”——业务用户服务产品总体框架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项目

1
地质数据共享

（核心功能）

-实现全局 29家单位数据共享

-实现全局数据中心联合检索
... ...

2 办公自动化
-实现全局办公自动化系统统一化

-提供业务网及时通讯功能

3 应用及示范系统服务

-在线制图服务

-地球物理数据处理解释

-地球化学数据处理

-遥感数据处理解释

-测试分析预约

-测试分析成果推送

-阿尔金云服务示范

-黑土地云服务示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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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服务

-常用软件下载服务

-地学书籍及资料共享服务

-培训材料共享服务

-其他资料共享

2. 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建设

主要任务包括数据与产品目录构建、制作标准研制，以及流

畅的数据产品加工传输机制建设等。

整合局门户网站以及局属各单位已有服务产品，参照美国地

质调查局、英国地质调查局等信息产品构架，研究编制《中国地

质调查局地质信息产品目录及标准》，明确每类产品的服务范围、

制作内容、制作标准、制作格式等，作为分布式大数据中心整理

加工地质信息产品的技术指南。《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信息产品目

录及标准》是“地质云”信息服务平台主界面设计的依据，也是

“地质云”产品服务分类分级架构的依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

信息产品目录及标准》根据实际需求变化，实施定期更新管理。

3.分布式大数据中心建设

地质大数据中心是“地质云”建设的核心任务，按分布式构

建，包括 1 个主中心和 28 个分中心。主中心依托发展研究中心信

息与资料管理技术力量构建，分中心依托 28 家局属单位信息与资

料管理技术力量构建。

主要任务包括存量数据、新增数据、管理数据的组织、传输

与管理流程设计，以及地质调查数据采集、汇聚、管理、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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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实现等。

主中心主要任务：一是负责统一规划部署国家基础地质与专

题数据库更新与服务组织体系。二是建立新增地质数据采集与汇

聚管理系统，通过云平台综合调控数据流向，向分中心传输新增

数据，形成国家地质数据库动态更新机制(图 4)。三是组织推进

各分中心开展地质信息产品制作。四是指导、检查各分中心国家

地质数据库维护情况；五是编制地质信息产品制作、发布、服务、

共享等管理办法；六是系统推进标准建设，保障分中心地质信息

工作规范运行。

分中心主要任务：一是汇集主中心推送的新增地质数据，更

新维护本单位负责的国家地质数据库；二是承担本单位存量地质

数据、新增地质数据和管理数据的采集和传输；三是按要求和标

准开展公共产品、权威产品、专题产品、定制产品的加工制作与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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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分布式数据中心业务流程图

4.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包括全局“地质云”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和建设，分布式大数

据中心信息化基础环境改造，分中心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等

基础设施资源的建设，统一的云管理平台以及现有资源的整合利

用等任务。

充分利用现有软硬件资源，采用云管理技术统筹全局 29 家单

位“地质云”基础设施，建成全局地质信息高速公路，最终支撑

1+29 个分布式大数据中心互联互通和云应用的稳定、高效运行。

一是按照统一规划和统一平台的指导思想构建“地质云”全

局的基础环境，采用物理分布式和逻辑分布式相结合的建设思路，

逐步、分批、按需建设云基础设施平台。二是建设高可用的“地

质云”主中心节点，确保云服务和数据安全。按照“两地三中心”

的规划分别构建“地质云”主中心、同城双活中心和异地备份中

心。三是逐步建设统一云管理平台，统筹全局云基础设施，支撑

软硬件资源统筹管用。

5.安全与保障体系建设

包括云平台安全防护、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制度建设等。

一是构建“地质云”物理安全、网络安全、系统安全、应用

和数据安全体系。采用统一的信息安全规划指导各单位安全技术

体系建设，运用等级保护标准、国密体系等技术方法完善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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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技术环境；在全局内普及和培训安全相关法规、安全技术标准，

消除信息安全隐患，使数据既能符合信息安全管理要求，同时又

不因过度保护形成数据共享壁垒。

二是构建“地质云”建设与运行技术保障体系，包括顶层设

计方案、网络建设标准、信息服务集成规范等相关技术标准和规

范。成立“地质云”顶层设计组，跟踪、反馈“地质云”建设方

案推进情况，确保“地质云”建设工作符合总体方案要求，同时

不断改进、优化顶层设计。成立“地质云”建设制度标准组，统

筹、规划、协调、实施及监督各类制度与标准规范建设运行情况，

确保在统一标准、统一规划下进行“地质云”建设。

三是构建“地质云”建设与运行管理保障体系，包括建设及

运行组织机构、建设与运行维护相关办法及措施、建设与运行考

核办法等。一是建立健全全局及各直属单位“地质云”建设与运

行机构。包括数据中心维护、地质信息产品开发、信息安全管理

等职能。提出岗位设置标准、明确岗位职责，按专岗专人进行分

中心运行机构建设。二是构建科学的“地质云”运行与维护技术

支撑体系，建立“地质云”建设与运行维护制度与办法。包括地

质数据共享与管理办法、地质信息产品制定标准及更新维护办法

等规章制度，建立完善的运维、服务、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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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7年目标任务与组织实施

（一）2017 年目标

完成“地质云”顶层设计；起步版“地质云”上线运行，业务用

户实现 29 家单位互联互通和 1 个主中心节点+6 个区域分中心节

点+8个专业分中心节点（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物化探所、油气调

查中心、环境监测院、实物中心、文献中心、青岛海洋所、测试

分析中心）部分专题数据共享。向公共用户提供 10（类）+3（国

家重大战略）+N（定制）地质信息产品及服务。地质调查主流程

信息化、智能化试点进一步扩大。

（二）2017 年建设任务与分工

1. “地质云”应用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设计地质应用服务内容，集成航遥中心、环境监测院、

实物中心、文献中心、全国地质资料馆等已有信息服务，发布 2017

年系列地质信息产品，建设“地质云”公共服务系统和业务服务

系统。面向公共用户提供 10类信息服务，集成不低于 3个专题地

质信息服务，支撑 3类国家重大战略的地质信息服务。同时为公

共用户提供定制化的地质信息服务，初步形成综合信息服务能力。

面向 1+6+8家局属单位业务用户，在提供公共用户所有服务的基

础上，提供不低于 3个专题数据库的共享、常用软件共享及相关

专题应用示范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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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项目管理、生产调度、安全生产、装备管理、财务管理

等系统，形成业务综合管理系统，并上线运行，实现各类管理系

统的一站式登陆与使用。

2.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建设

按地质数据、地质图、文献与出版物、方法与标准、地学科

普、仪器设备、地学软件七类构建产品体系并编制产品目录。每

一类别中有权威地质信息产品、主题信息产品（如三大战略）和

定制信息产品，并按公共服务和业务服务权限设计。

地质数据类产品分 12小类，包括基础地质、能源、矿产、水

资源、地质灾害、地质环境、海洋、物探、化探、遥感、地质资

料、实时数据以及境外地质数据。地质图类产品分 9个小类，包

括基础地质、能源、矿产、水资源、地质灾害、地质环境、海洋、

物探、化探、遥感、境外地质。地学科普包括图书、多媒体（PPT、

音频、视频等）、科普模型，以及其他形式科普产品（如 APP、科

普活动、虚拟现实等）。软件及仪器设备主要为局属单位自主研发

和购买、引进的可提供共享服务的软件、仪器设备。文献与出版

物包括专著，专业论文，科技/专业报告、期刊。技术方法与标准

则为局发布的地质类技术方法、地质调查标准、专利技术等。地

质信息产品体系结构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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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局地质信息产品体系框架图

地质信息产品管理制度建设。编制涵盖地质信息产品生产、

发布、服务和更新等环节的管理办法，并建立监管工作机制，依

据产品服务质量、产品开发数量、产品更新频率、服务范围、服

务意见反馈等，确定分级分类、量化可考的评估指标，对地质信

息产品生产单位进行监督和考核。

地质信息产品标准建设。研究和设计地质信息产品命名规范、

编码形式、描述规则等，通过实施产品标准化，加强地质信息产

品设计和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各分中心结合各自专业优势、

产品内容特点等完善本单位服务产品标准，补充自选标准项，产

品制作标准最终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审定并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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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信息产品更新机制建设。建立更新机制是保证“地质云”

服务平台可用性及权威性的重要手段。更新机制研究主要对各类

地质信息产品更新内容、更新周期、更新说明、更新责任主体等

的明确与界定。

本着地质信息产品最大化共享原则，局各直属单位及相关地

质调查机构，在公共服务系统和业务服务系统中分批发布、推送、

更新本单位生产、维护的各类地质信息产品。2017年拟完成的部

分信息产品加工及任务分配见表 4。

表 4 2017年拟发布部分地质信息产品列表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制作单位
1 中国区域地质志 地科院地质研究所

2 中国矿产地质志 地科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3 中国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图 环境监测院

环境监测院4 中国地质环境分区图

5 中国岩溶地质图 地科院岩溶所

6 中国工程地质图

地科院水环所
7 中国地热资源分布图

8 中国含水层系统分布图

9 中国地下水环境图

10 中国活动断裂分布图 地科院力学所

11 中国海岸带环境地质图 天津地调中心

12 中国花岗岩类地球化学图集

物化探所

13 中国富硒土地资源分布图

14 土壤养分丰缺分级图

15 中国陆域地球化学图

16 地球化学背景值统计数据库

17 全国地球化学基准图

18 中国海陆 1:500 万地质图

青岛海洋所19 海洋矿产资源图

20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数据库

21 中国航磁工作程度图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22 中国航放工作程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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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布式大数据中心建设

编制试行地质数据共享管理办法及数据交换技术规范。编制、

试行地质数据共享管理办法、地质数据脱密技术规程、地质信息

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办法等，提出国家地质数据通用模型标准、数

23 遥感地质解译图

24 全球构造与火山分布图

发展研究中心

25 亚洲 1:500 万地质图

26 中国太古宙－古元古代地层区划图

27 全国 1:100 万区域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28 全国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

29 松嫩平原水文地质图 沈阳地调中心

30 中南地区地质调查成果目录数据

武汉地调中心31 青藏高原实测剖面数据

32 珠三角经济区地质图集

33 全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形势图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34 全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形势图

35 38幅各省区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现状图

36 地学图书目录数据服务

地质图书馆

37 中国地质文献数据服务

38 地质移动图书馆

39 地质图书馆微信平台

40 在线地质词典

41 出版物产品：《中国地质调查》；《国土资源科普与文化》

42 情报专题研究报告

43 科普产品：《地质灾害画册》、《这些年，地质人的骄傲与泪水》

44 实验室管理信息系统（LIMS）（云端服务）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45 地质分析标准物质信息管理系统

46 中国新疆及周边国家毗邻地区大地构造图（1/250万）

西安地调中心

47 西北地区水文地质图

48 西北地区矿产资源分布图

49 中国北方地下水资源图

50 西北地区水文盆地分布图

51 西北地区 1:250万侵入岩地质图

52 南亚地区 1:250万地质图

53 中亚四国 1:250万地质图

54 西南地区 1:25 万建造构造图 成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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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换技术指南，初步实现对国家地质数据管理和交换技术规范

化。

规划建立国家地质调查数据库体系。基于地质调查数据库谱

系（表 1），整理存量数据，汇聚增量数据，统筹规划国家地质调

查数据库体系，形成 50个左右国家地质调查数据库，并建立数据

库动态更新及服务机制，2017年完成 1+6+8家节点优势专题数据

库部署。

智能数字调查系统建设。继续研发智能数字地质调查系统，

攻关大数据和云环境下智能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推进集需求、数

据、知识、智能驱动为一体的地质调查智能空间平台建设，提升

地理地质感知服务能力以及数据处理、建模与挖掘能力，创新地

质调查智能空间服务与应用模式，进一步推广示范应用范围。

地质调查数据汇聚系统建设。完成基于云平台的国家地质调

查数据汇聚与管理系统（二期）建设，选择六个大区中心和部分

专业调查中心，开展地质调查项目增量数据汇聚与共享试点。

地质调查数据共享与交换系统建设。基于地质调查数据最大

化共享原则，向局各直属单位和相关地质调查机构，分批提供各

类地质调查数据，建设地质调查数据共享与交换系统，通过公共

服务系统和业务服务系统等进行共享与交换。2017年实现 1+6+8

家单位不低于 3个专题数据共享与交换，拟实现部分共享数据库

清单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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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7年拟提供共享服务的数据库

单 位 共享数据清单 总数据量 2017年度
共享数据量 数据格式 数据

截止年度

发展研究中心

全国 1:20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全国 MAPGIS

全国 1:25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全国 MAPGIS

全国 1:100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全国 MAPGIS

全国 1:250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全国 MAPGIS

全国 1:500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全国 MAPGIS

全国图文地质资料数据库 部分 Pdf

全国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 全国 MAPGIS

全国矿产地数据库 全国 MAPGIS

成都地调中心

西南地区 1∶25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99幅 70幅 MAPGIS 2010

西南地区 1∶150万地质图 1幅 1幅 MAPGIS 2016

青藏高原 1∶150万地质图数据库 1幅 1幅 MAPGIS 2012

西南地区地质信息元数据库 500条 500条 TXT&XML 2012

西南地区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 11158条 11158条
MS
Acess2000

2012

西南地区地质调查工作部署专题图数据

库
45图层 45图层 2012

西南地区 ETM遥感影像数据库 196幅 196幅 TIF 2013

西南地区岩石数据库 3幅 3幅
MS
Acess2000

2000

天津地调中心

华北地区矿产地数据库 10104条 10104条 Access 2012

华北地区地质信息元数据库 507个 507个 TXT&XML 2012

华北地区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 26010条 26010条 Access 2012

华北地区地质调查工作部署专题图数据

库
342条 342条 MAPGIS 2012

华北地区同位素地质测年数据库 16208条（测试点）16208条（测试点）Access 2000

华北地区岩石数据库 75467条（测试点）75467条（测试点）Access&SQL 2000

南京地调中心
华东地区矿产地数据库 11228条 11228 Access 2012

华东地区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 20927条 20927 Access 2012

西安地调中心

西北地区 1∶2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407 407 MAPGIS 2015

西北地区 1∶25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4 4 MAPGIS 2015

西北地区地质信息元数据库 1

西北地区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 1 1 shape 2015

西北地区地质调查工作部署专题图数据

库
1

西北地区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 1220 案卷级 1220条 Foxpro dbf 2016

西地北地区水文盆地分布图 1 1 MAPGIS 2015

西北地区 1:250万侵入岩地质图 1 1 MAPGIS 2015

南亚地区 1:250万地质图 1 1 MAPGIS 2015

中亚四国 1:250万地质图 1 1 MAPGI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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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调中心

中南地区 1∶2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203（幅） 50幅 MAPGIS 2003

中南地区 1∶25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55（幅） 10幅 MAPGIS 2008

中南地区 1∶150万地质图数据库 1幅 1幅 MAPGIS 2017

中南地区矿产地数据库 10870（条） 10870条 ACCESS 2011

中南地区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 15528(条) 15528 ACCESS 2011

沈阳地调中心 东北地区 1∶2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地学文献中心

中国地质文献数据库 约 40万条
MS SQLSRV
数据库

2017年

地学图书目录数据库（含世界各国地质

图目录）
31万条（种） 31万条（种）

sybase 数 据

库/EXCEL
2017年

环境监测院

1：20万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1017幅 全部共享 MAPGIS

全国分省 1:50 万环境地质空间数据库 31省 全部共享 MAPGIS

国家级地下水动态监测数据库 50万条 全部共享 SQL数据库

全国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
29 万个地质灾害调

查点
全部共享 SQL数据库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数据库 9万多个矿山点 全部共享 SQL数据库

中国地质遗迹与地质公园数据库 500个地质遗迹点 全部共享 SQL数据库

特大型地质灾害数据 100M 全部共享
WMS 、

WMTS格式

水土地质环境监测数据库 3049条 全部共享 SQL数据库

资源环境承载力数据库 11677条 全部共享 SQL数据库

物化探所

全国岩石物性库 8个省 26万条 3个省 10.4万条 Access 2015

中国东部地壳与岩石丰度数据
2718个分析样 78项
指标

2718个分析样 78
项指标

shape 1997

中国东部平原土壤基准值数据
517 件样品 88 项指

标

517 件样品 88 项

指标
shape 2006

新疆天山荒漠戈壁覆盖区深穿透地球化

学调查数据（23元素）

1666各样品 23种元

素

1666件样品 23种
元素

2010

青岛海洋地质

所
区域海洋地质数据库

1.成果图件共计 44
幅，分别为 1:100万
海洋区域地质调查

成果图 9 幅,中国海

区及邻域地质地球

物理系列图 5幅，中

国东部海区及邻域

地质地球物理系列

图 5幅，区域海岸带

环境地质调查与评

价图 25 幅；2.区域

海洋地质数据库部

分数据内容提供共

享

1.中国海及邻域

地质地球物理及

地球化学系列图 6
幅；

2.1:100 万海洋区

域地质调查数据

库；

3.海洋矿产资源

图

矢量数据、数

据库

实物地质资料

中心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 90万个钻孔

2017 年新增发布

20 万个钻孔柱状

图，累计 80万个。

MDB、JPG、
PDF格式

实物地质资料图像数据库

308394.25万米岩心

图像；标本 17420
块，照片数 43169

2017 年新增发布

3万米岩心，累计

25 万米；新增发

MSSQL ，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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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薄片 21408片 布 0.4万块典型标

本，累计 1.46 万

块；新增发布 0.4
万片薄片，累计

2.35万片

航空物探遥感

中心

全国航空遥感影像数据库 779条 779条 Excel 2007年

中国资源卫星资料数据库 560238条 560238条 Excel

测试分析中心

地质矿产实验室基础数据库

数据量 100M，含地

矿实验室名录元数

据 48条，大型仪器

设备数据，实验室资

质数据，实验室业务

领域数据 3000余条

48 家国土资源质

检中心基础数据

底层数据库

为 MS
SQL2005，在
地质云提供

在线查询

2015年

地质标准物质数据库

地质标准物质元数

据 80条，地质标准

物质定值数据 3000
条

全部数据

底层数据库

为 MS
SQL2005，在
地质云提供

在线查询

2012年

实验室能力验证与比对数据库

数据量约 100M，含

2013 年以来国家地

质实验测试中心组

织实施的实验室能

力验证数据，包括能

力验证名称、样品、

检测元素、参加实验

室、各实验室结果、

Z- 比 分 数 等 数 据

2000余条

全部数据

底层数据库

为 MS
SQL2005，在
地质云提供

在线查询

2016年

4.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2017年实现业务网 29家单位互联互通，支撑 1+6+8家节点

单位的数据共享，部分节点业务网带宽升级至 30兆；改造中心机

房，支撑云环境基础设施稳定运行；云基础设施统一管理平台初

步建成，接入节点用户实现统一认证；基础软件和部分专业软件

开始共享。

“地质云”基础环境构建。充分利用已有基础设施，适当补充

购置必要设施，构建四网（业务网、互联网、保密网、卫星应用

http://www.ngac.cn/GeoinfoSearch/database/R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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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两房（业务机房和保密机房）一支撑（安全支撑）“地质云”

基础环境。四网建设：一是业务网。以安全促改造，按照信息安

全等保三级要求，改建、扩建地质业务网，联通局属单位；二是

互联网。参照三级等保要求，构建地质互联网，扩大公共服务带

宽，设立安全业务区,支撑地质调查互联网应用；三是保密网。构

建保密网，支撑保密应用；四是卫星应用网。基于卫星观测、通

信（北斗、天通一号）构建地质卫星应用网，支撑野外数据、监

测数据、遥感数据、会商数据的动态采集、存储、管理、计算和

数据服务。两房建设：一是“地质云”业务机房。中心及各节点，

按改造业务机房，提高能耗比，使之能够支撑云设备；二是保密

机房，结合保密网，支撑保密业务。一支撑建设：构建网络层的

安全支撑，确保链路安全。

“地质云”基础设施平台建设。按“两地三中心”的布局建设“地

质云”中心节点，保障“地质云”的服务顺畅、可靠。一是建设与主

中心同城的“双活中心”应对设备故障等情况，保障服务不掉线；

二是建设异地灾备中心，实现重要数据和应用的异地备份。

统一的云管理平台建设。使用云平台统一管理基础设施，实

现分布式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完整的基础资源池进行资源分配和

调度，并实现通用软件和专业软件的云共享，在“地质云”内实现

全局用户统管，并实现全局邮件系统统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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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与保障体系建设

完成 1+6+8家单位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核定、安全保护软硬件

设施部署及评估工作，确保在线运行系统安全；试行《地质数据

共享管理办法》和局内数据共享技术规范；编制“地质云”建设总

体技术方案、相关标准规范及“地质云”运行管理办法。

（三）2017 年组织实施

一是以发展研究中心技术人员牵头，直属单位信息技术人员

参加，成立综合协调、制度标准、规划集成、应用系统、数据组

织、产品设计、基础设施、安全建设 8个技术支撑工作组，在本

方案框架下编制相应技术实施方案，并推进相应工作。

二是明确具体建设任务和进度计划，责任落实到单位，推进

年度“地质云”建设工作，具体任务及分工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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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地质云”建设 2017年主要任务与分工

序
号

任务 工作内容 分工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技术支撑
工作组

1
应用服务体

系建设

公共服务系统、业务服

务系统、业务综合管理

系统，综合项目管理系

统建设并上线运行。

（1）集成现有遥感、环境地质、实物钻孔数据、

文献等信息服务，开发公共及业务服务系统，并上

线运行。

6 个大区中心，航空物探

遥感中心、物化探所、环

境监测院、油气调查中心、

实物中心、文献中心、测

试分析中心、青岛海洋所

2017 年 10
月 30日

应用系统组

（2）一站式业务综合管理系统上线运行 发展研究中心

2
地质信息产

品体系建设

编制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质信息产品目录及

标准

（1）地质信息产品体系构建，编制信息产品目录、

产品标准、更新机制等
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 8月
30日

产品设计组

3
分布式大数

据中心建设

规划部署国家地质数

据库组织体系；1+6+8
家单位实现 8个专题数

据共享；智能地质调查

试点扩大；地质调查项

目数据汇聚系统上线

运行。

（1）规划部署国家地质数据库组织体系 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 9月
30日

数据组织组、

应用系统组、

制度标准组

（2）完成全国 1:2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全国 1:25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全国地质资料目录数据库、

全国地质工作程度数据库、全国遥感影像数据库共

享、1:20万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1:50万水文地

质图空间数据库、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等共享

发展研究中心、航空物探

遥感中心、物化探所、环

境监测院、油气调查中心、

实物中心、文献中心、测

试分析中心、青岛海洋所

8个专题单位

（3）扩大智能地质调查试点 发展研究中心

（4）地质调查项目数据汇聚于管理系统上线 发展研究中心

（2）8个专题单位按表 5任务分配完成各自任务

发展研究中心、航空物探

遥感中心、物化探所、环

境监测院、油气调查中心、

实物中心、文献中心、测

试分析中心、青岛海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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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任务 工作内容 分工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技术支撑
工作组

4
基础设施平

台建设

1+6+8 家单位基础设施

升级改造，业务网带宽

升级，云平台管理软件

上线运行

（1）1+6+8 家单位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技术方案，

1+6+8家单位派专门技术人员接受发展研究中心技

术指导，全力配合做好基础设施改造

发展研究中心、6 个大区

中心，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物化探所、环境监测院、

油气调查中心、实物中心、

文献中心、测试分析中心、

青岛海洋所

2017 年 10
月 30日

基础设施组

（2）业务网带宽升级至 30M 发展研究中心

（3）云平台管理软件上线运行 发展研究中心

5
安全与保障

体系建设

总体建设方案、需求分

析方案和技术方案编

制

（1）总工室牵头总体建设方案和需求分析方案编

制，发展研究中心配合
总工室、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 5月

30日
规划集成组

（2）总体技术方案编制 发展研究中心

编制、试行地质数据共

享管理办法及地质调

查数据互操作技术规

范

编制、试行地质数据共享管理办法

编制、试行地质调查数据互操作技术规范
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 6月
30日

数据组织组、

制度标准组、

综合协调组

升级 1+6+8家单位网络

安全设备
网络安全设备设计及信息安全保护方案实施

总工室、局网信办、发展

研究中心、6个大区中心、

8个专业地调单位

2017年 9月
31日

安全建设组、

基础设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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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8年目标任务与组织实施

（一）2018 年目标

“地质云”V2.0上线运行，对公共用户新增 30个地质信息

产品及服务；对业务用户实现 29 家单位数据共享，全力支

撑地质调查五大科技攻关；辐射连入一个省级地质调查数据

中心节点；政务服务系统 V1.0上线运行；初步建成地质大数

据中心，基本激活、盘活和用活各单位已有数据库，国家地

质数据库动态更新机制顺畅运行；全面推广智能化地质调

查，初步形成随钻采集能力。

（二）2018 年建设任务与分工

1. “地质云”应用服务体系建设

“地质云”V2.0上线运行，公共服务系统、业务服务系统

和业务综合管理系统升级为 V2.0版本。

公共服务系统。新增 30 个信息产品及服务，全面集成

各直属单位已有信息服务，向社会提供系统、全面的地质信

息服务。

业务服务系统。面向局直属单位和相关地质调查机构，

新增 10 类专题数据共享，同时提供软件共享、资料共享、

即时通讯、云推送等多种服务及应用示范，辐射连入一个省

级节点，扩大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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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综合管理系统。提供全面的地质调查管理云服务，

完成业务系统集成，实现一站式“地质云”业务管理服务，实

现各类管理数据全面集成与高效共享。

政务服务系统。结合“国土资源云”规划，建设支撑包括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等应用的政务服务系统 V1.0版，

向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提供数据下载、数据访问接口、数据访

问中间件、API等服务，支撑国土资源政务等工作。

2.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建设

继续完善地质信息服务产品目录，优化产品框架结构;

完善地质信息产品及服务评估指标；修订完善地质信息产品

制作标准及更新完善机制。新增不低于 30类地质信息产品，

拟发布部分地质信息产品见表 7。

表 7 2018年拟发布部分地质信息产品列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加工单位

1 全国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区划图（1：400万） 环境监测院

2 全国资源环境综合分区图（1:400万） 环境监测院

3 全国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图（1:400万） 环境监测院

4 中国地质环境分区图 环境监测院

5 中国重要地质遗迹分布图 环境监测院

6 实物信息集成数据库 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7 实物图像信息数据库实物中心 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8 中国二氧化碳地质储存适宜性评价图 水环地调中心

9 中国活动断裂分布图 地科院力学所

10 中国水文地质图 地科院水环所

11 中国含水层系统分布图 地科院水环所

12
全球构造与主要油气区（盆地）及大型、超大型油气

田分布图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13 全国油气资源调查远景区分布图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14 中国沉积盆地分布图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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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加工单位

15 中国石油资源分布图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16 全国地球化学异常图系列 物化探所

17 全国土壤质量状况调查报告 物化探所

18 中国地球化学图集 物化探所

19 全国元素背景值区域地球化学系列图 物化探所

20 全国地球化学等值线图 物化探所

21 海砂资源分布图 青岛海洋所

22 中国海陆 1:500万地震层析成像图 青岛海洋所

23 区域海岸带环境综合地质调查与评价图 青岛海洋所

24 中国荒漠化石漠化图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西安地调

中心、水环所、岩溶所

25 全国 1:250万航空磁力ΔT异常化极图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26 航放解释综合评价图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27 找矿远景预测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28 国家基础地质数据库 发展研究中心

29 中国太古宙－古元古代地层区划图 发展研究中心

30 珠三角地区环境地质图 武汉地调中心

3.分布式大数据中心建设

建立国家地质调查数据库体系。完成国家地质数据库在

29个分中心建设及更新维护任务部署，建立国家地质数据资

源（专题数据）整合与更新方案。横向上，按区域地质、基

础地质、能源地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等 19 大类专题开

展数据整合，整合的数据源为地质调查二级项目提交的成果

数据集，目标为国家地质数据库体系中的各专题数据库；纵

向上按不同比例尺分别进行整合，分期完成现有 169个数据

库整合。部署、安排国家地质数据库建设、更新与维护工作，

开展数据质量监控体系建设。

全面推广数字地质调查系统，开展随钻采集研究。初步

建成集需求、数据、知识、智能驱动为一体的地质调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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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平台，实现地质填图、矿产地质调查中地质人员获取智

能感知到认知服务（从数据到信息到知识）的应用模式，开

展油气地质调查等随钻采集系统研发。

开展地质数据动态更新管理。实现数据汇聚及基于资源

池的实时调查数据分类及动态更新功能，形成 10大计划 63

个工程 390多个项目数据汇聚能力。建成适应“计划-工程-项

目-子项目”管理模式的增量数据的采集、汇聚、组织、管理、

整合与发布、应用统一管理，建立存量数据与增量数据的有

效更新运维机制。

继续开展地质调查数据共享系统建设。继续实现不低于

10个专题数据的共享，局属 29家单位全部接入业务网并便

捷获取数据共享服务。2018年拟实现共享数据库见表 8。

表 8 2018年拟提供共享服务数据库

序
号

数据库名称 完成单位 共享安排

一、基础地质数据库

1 全国 1:20万自然重砂数据库
发展研究中心、六大区

中心
2018年

2 全国同位素地质测年数据库
发展研究中心、六大区

中心
2018年

3 全国岩石地层单位数据库
发展研究中心、六大区

中心
2018年

二、区域地质数据库

4 全国 1:100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发展研究中心
2017-2018
年

三、矿产地质数据库

5 矿产资源远景调查数据库 发展研究中心

6 全国主要固体矿产大中型矿山资

源潜力调查数据库
发展研究中心 2018年

7 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数据

库
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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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数据库名称 完成单位 共享安排

8 全球地质矿产数据库 发展研究中心 2018年
四、能源地质数据库

9 全国油气资源地质调查数据库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2017、
2018年

五、物化遥数据库

10 全国区域地球化学数据库及地球

化学基准值数据库

发展研究中心、物化探

研究所
2018年

11 全国航磁数据库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2018年
六、水工环地质数据库

12 中国地下水资源数据库
地质环境监测院、水环

所
2018年

13 全国地质灾害调查数据库 地质环境监测院 2018年
14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数据库 地质环境监测院 2018年
15 中国岩溶环境数据库 岩溶所 2018年
16 中国地质遗迹与地质公园数据库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2018年
八、钻孔数据库

17 实物地质资料数据库 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2018年
九、地质文献与资料数据库

18 全国图文地质资料数据库 发展研究中心
2017、
2018年

4.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进一步完善业务网网络设施建设，按需拓宽网络带宽，

提高安全保障设备。实现支撑全局 29 家单位的数据互联互

通与共享，“地质云”内部基础设施统一平台、统一标准目标

基本实现，“地质云”双活节点和异地备份节点建成并开展试

运行，基础设施条件及服务可靠性达到行业国际先进水平。

5.安全与保障体系建设

按照信息系统等级保护相关标准，继续完成其余 14 个

直属单位“地质云”安全体系建设，包括物理和环境安全、网

络和通信安全、设备和计算安全、应用和数据安全等保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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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进一步完善“地质云”建设及运行管理办法、机制体制和

责任考核等管理措施，编制、试行《地质调查数据库管理办

法》和《地质调查数据质量控制规程》，保障“地质云”稳步建

设与稳定运行。完善“地质云”建设中数据共享技术规范、数

据交换技术规范及数据接口服务相关标准规范。

（三）2018 年任务及组织实施

按照 2018年实现“地质云”V2.0版上线运行，新增 30

个地质信息服务和 10 个专题数据共享，地质大数据中心初

步建立，完成所有直属单位网络升级及安全改造等年度任

务，明确承担单位，明确工作进度计划，推进年度“地质云”

建设工作，具体任务与分工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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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地质云”建设 2018年主要任务与分工

序
号

任务称 具体内容 分工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技术支撑
工作组

1
应用服

务体系

建设

“地质云”（公共服务、业务服

务、管理服务）V2.0上线运行，

新增不低于 30 个地质信息产

品及服务，新增 10个专题数据

共享服务，提供软件共享、资

料共享、即时通讯、云推送等

多种服务及示范应用，政务服

务系统 V1.0上线运行。

（1）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公共服务系统、业务

服务系统、业务综合管理系统 V2.0开发及上

线工作

局直属各单位

2018 年 11 月 15
日

制度标准组、综合

协调组、应用系统

组
（2）政务服务系统 V1.0上线运行 局直属各单位

2

地质信

息产品

体系建

设

完善地质信息产品目录，更新

产品制作标准，新增不低于 30
个地质信息产品。

（1）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完善地质信息产品目

录，完善产品制作标准及更新机制
局直属各单位

2018年 9月 30日 产品设计组

（2）各直属单位按表 7任务分工制作信息产

品
局直属各单位

3

分布式

大数据

中心建

设

建立国家地质数据库体系，实

现 10 个权威数据库整合及动

态更新；实现 29家单位数据共

享，业务云 V2.0上线运行，辐

射连入一个省级节点，扩大应

用范围；形成十大计划项目数

据汇聚能力；继续推广数字地

质调查系统应用。

（1）负责建立国家地质数据库体系 局直属各单位

2018 年 10 月 30
日

数据组织组、应用

系统组

（2）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实现 29家单位数据

共享技术实现，29家单位派专门技术人员和

责任人员配合

局直属各单位

（3）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业务云 V2.0 上线运

行，辐射连入一个省级节点，扩大应用范围
局直属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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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任务称 具体内容 分工 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
技术支撑
工作组

（4）发展研究中心地质调查项目汇聚与管理

系统上线运行，实现十大计划数据汇聚能力
局直属各单位

（5）发展研究中心负责推广智能地质调查系

统
局直属各单位

4
基础设

施平台

建设

实现其余 14 家单位基础设施

升级改造，完成“地质云”平台

管理软件部署，实现部分计算

资源共享。

（1）其余 14家单位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各

单位派技术人员配合
局直属各单位

2018 年 10 月 31
日

基础设施组

（2）完成“地质云”管理软件部署及运行；试

点实行部分单位计算资源共享
局直属各单位

5
安全与

保障体

系建设

编制国家地质数据库管理办法

及动态更新管理机制，编制地

质数据资产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

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国家地质数据库管理办法

（含数据库动态更新机制）编制

总工室

发展研究中心
2018年 6月 30日 规划集成组

升级其余 14 家单位网络安全

设备，完成其余 14家信息安全

等级评估及安全防护。

（1）其余 14家单位网络安全设备升级改造
总工室

局直属各单位 2018 年 10 月 30
日

安全建设组
（2）其余 14家单位信息安全等级评估及安

全防护工作

总工室

局直属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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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9-2025年目标任务

（一）2019-2020 年目标与任务

1.2019-2020年目标

建成高弹性、高效率、高可靠、高智能化、国际一流的

地质大数据中心和“地质云”。智能地质调查全面应用，实现

29家单位和地方地调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及高校重要业务

数据共享。形成完善的地质调查产品体系与服务体系，在地

质信息服务能力、数字地质调查等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2.2019-2020年建设任务

第一，“地质云”V3.0上线，提供全面、权威、稳定的

地质信息服务、业务综合管理及智能调查采集云终端，政务

服务系统 V2.0上线。“地质云”英文版 V1.0上线运行，科研

服务系统 V1.0版本上线运行。

第二，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建设，建成完善的地质信息产

品体系及更新完善体系，面向各类用户及时开发地质信息产

品，地质数据开发应用能力再上台阶，在国内行业领域居领

先地位。

第三，分布式地质大数据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支撑野

外调查、监测、物化探、遥感、分析测试、钻探等工作手段

的现代化、智能化地质调查数据采集体系，完善地质调查智

能空间应用模式。全面建成地质大数据中心，实现存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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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增量数据的统一整合及动态更新，50个国家数据库全面提

供多类数据服务。开展地质大数据挖掘及多调查手段综合分

析研究；针对固体矿产，研发数据密集型数据探矿系统。试

点开展与地方地调机构、企业、科研单位的数据共享，初步

建立行业地质大数据中心和地质信息共享服务联盟。

第四，基础设施平台建设，进一步升级、更新必要基础

设施，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安全性达到行业国际先进水平，

实现局内部分计算资源共享。

第五，安全与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升级、完善“地质

云”系统安全保障软硬件设备，补充完善“地质云”建设相

关标准规范，编制《地质数据资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全面提升“地质云”安全及保障能力。

（二）2021-2025 年目标与任务

1.2021-2025年目标

“地质云”成为全球地球科学研究重要平台，面向全球

提供多类地学信息服务，成为人类认识地球、利用地球和保

护地球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业务管理和信息服务等信息化水

平全面达到世界一流，智能调查水平世界领先。

2.2021-2025年任务

第一，“地质云”应用服务体系建设，“地质云”公共服

务及科学研究服务英文版 V2.0 上线运行，面向全球提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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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信息服务和重大地质问题协同研究服务。“地质云”公共

服务系统、业务服务系统 V4.0 上线，信息服务在国际上具

有较大影响；政务服务系统 V3.0 上线运行，全面向各级政

府部门提供地质信息服务；“地质云”英文版 V2.0上线运行；

科研服务系统 V2.0 版本上线运行，全面向各类科研机构提

供信息服务。

第二，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建设，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各

级政府部门、地质调查行业及全球地球科学研究、地学科学

普及等需求，进一步拓展地质信息产品体系。

第三，地质大数据中心建设，地质调查数据采集信息化

能力全面提高，建成行业地质大数据中心，构建地质大数据

描述与分析模型，研发地质大数据智能挖掘与应用系统，研

发数据密集型油气资源探矿系统，开展地质大数据在矿产资

源潜力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等应用，开展基于地质本

体的三维地质建模及三维地质系统研发。数字地质调查系

统、随钻测量与采集系统、三维地质建模能力及三维地质系

统应用服务能力居世界领先水平，地质调查数据实时采集、

汇聚与分析应用能力达世界先进水平。

第四，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做好硬件基础设施的更新、

维护工作，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安全性、可用性居行业世界

领先水平，开展全局计算资源整合与共享工作，试点与相关

行业单位实现计算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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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安全与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局属各单位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工作，协助“地质云”地方地调机构、科研单位等

做好信息安全保护工作。

七、主要保障措施

（一）制度与标准建设

1.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标准与制度

主要包括“地质云”中心节点及分节点机房及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规程、“地质云”机房及网络运行维护规程、“地质

云”计算资源共享管理办法等。

2.分布式大数据中心建设与维护标准

主要包括数字地质调查数据采集规范、地质调查数据汇

聚管理办法（结合项目管理细则）、地质数据共享管理与办

法、地质数据脱密技术规程、地质信息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办

法、国家地质数据库管理办法（含动态更新机制）、地质数

据质量控制规程、地质数据资产管理办法等制度与标准。

3.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建设标准

主要包括地质信息产品体系规范、地质信息产品分级分

类标准、地质信息产品生产标准规范、地质信息产品发布流

程、地质信息产品更新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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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质云”服务体系建设与维护标准

主要包括地质信息服务聚合标准规范、地质数据共享与

互操作技术规范、“地质云”运行维护规程、分布式大数据

中心服务评估标准等。

5.安全与保障体系建设标准

安全体系主要参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标准

规范和技术要求进行。

（二）组织与机构建设

领导机构：局网信办全面负责“地质云”建设顶层设计、

组织实施、协调推进等工作。

实施部门：各直属单位依据“地质云”建设及运行维护要

求，构建分布式地质大数据中心，全面落实“地质云”建设工

作部署和任务要求。按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数据中心、产

品加工、信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安全 5 个方面配备技

术人员。中心主节点技术团队不低于 30 人，其中基础设施

建设维护不低于 4人，数据中心不低于 8人，产品加工不低

于 5人，信息服务不低于 6人。大区节点和承担国家地质调

查数据库建设与更新维护的节点单位，技术团队不低于 10

人，其中要求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不低于 2人，数据中心不低

于 3人，产品加工不低于 3人，信息服务不低于 2人。初步

估算，全局“地质云”建设与维护人员不低于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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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支持与经费保证

目前，“地质云”建设费用主要来自“地质资料信息化

与社会化服务”一级项目，包括“国家基础地质数据集成与

更新工程”和“地质大数据与信息服务工程”两个工程。

“国家基础地质数据集成与更新工程”下属 5个二级项

目和“地质大数据与信息服务工程”下属“全国地质资料汇

聚与数据整理”、“全国实物地质资料汇聚整理与服务”、“地

学文献数据采集整合与服务”、“地质信息产品体系研发与社

会化服务”、“地学情报综合研究与产品研发”5个二级项目，

主要负责地质信息产品体系建设。

“地质大数据与信息服务工程”下属“地质大数据支撑

平台”二级项目主要开展基础设施层的建设和系统总集成，

承担单位包括发展研究中心、航空物探中心、环境监测院、

水环所、测试中心和物化探所等节点单位；“国家地质数据

库建设与整合”二级项目，主要开展数据汇聚与数据库建设，

承担单位为发展研究中心和六个大区中心；“智能地质调查

系统开发与推广”二级项目，主要开展野外地质调查数字采

集及智能云端应用研究，其他 3个二级项目主要是钻孔数据

管理、矿政管理等具体业务系统，都是“地质云”服务平台

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工程构成了“地质云”建设较为完善

的有机体系。

2017年 1+6+8家直属单位中，油气资源地质调查中心和



48

青岛海洋所在 2个工程中没有专门项目经费支持。2018年，

需统筹考虑“地质云”29个节点单位的建设与运行费用问题，

需增设相应的计划单列二级项目，保证项目和经费支持。

（四）经费估算

根据现在数据资源建设、软件系统开发、软件系统维护、

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投入费用，结合“地

质云”建设及运行维护需求，初步估算 2017-2019年期间“地

质云”建设累计投入经费 7.4亿元（见表 10）。

表 10 “地质云”建设经费投入估算表

时 间 单位：万元
中心节点

（两地三中心）
分节点

合计
（万元）

2017年

基础设施（计算、存储、机房） 5000 5000

数据资源建设 500 1500

应用软件开发（含基础软件） 2000 2000

信息安全建设（网络、安全） 3500 5000

实施费（监理、集成） 500 1000

合计 11500 14500 26000

2018年

基础设施（计算、存储、机房） 5500 7500

数据资源建设 1500 1500

应用软件开发（含基础软件） 2000 2000

信息安全建设（网络、安全） 3500 2500

实施费（监理、集成） 500 1000

合计 13000 14500 27500

2019年

基础设施（计算、存储、机房） 2500 1000

数据资源建设 3500 3000

应用软件开发（含基础软件） 3500 5000

信息安全建设（网络、安全） 500 300

实施费（监理、集成） 600 1000

合计 10600 10300 20900

三个阶段总计 74400



49

附件 1 “地质云”建设目标与任务及考核指标汇总表

总体目标任务
年度目标任务及考核指标

2017年 2018年 2019—2020年 2021—2025年

目

标

任

务

消除数字鸿沟，整合共

享数据资源，建成高弹

性、高效率、高可靠、

高智能的“地质云”共
享服务平台。力争在

2025年，建成国内权

威、国际一流地质大数

据中心和“地质云”服
务平台。

完成“地质云”顶层设计，起

步版“地质云”上线运行，对

内实现 29家单位互联互通

和 1+6+8家主要节点数据

共享，对外向社会提供

10+3+N类地质信息产品及

服务。智能化地质调查试点

进一步扩大。

“地质云”V2.0上线运行，政务服

务系统 V1.0上线运行，业务服

务系统在实现 29个单位互联的

基础上，辐射连入一个省级节

点；初步建成地质大数据中心，

全面激活、盘活和用活各单位已

有数据库，动态更新国家地质数

据库。全面推广智能化地质调

查，初步形成随钻采集能力。

建成高弹性、高效率、高可靠、

高智能化、国际一流的地质大

数据中心和“地质云”。智能地

质调查全面应用，实现 29家单

位和地方地调机构、政府部门、

企业及高校重要业务数据共

享。形成完善的地质调查产品

体系与服务体系，在地质信息

服务和数字地质调查等方面达

到世界一流水平。

“地质云”成为全球地球科学

研究重要平台，面向全球提

供多类地学信息服务，成为

人类认识地球、利用地球和

保护地球的重要工具和手

段。业务管理和信息服务等

信息化水平全面达到世界一

流，智能调查水平世界领先。

考

核

指

标

实现地质调查信息高

效共享和精准服务；

实现地质调查主流程

信息化和智能化工作

模式；

实现地质调查管理业

务一体化和协同化；

实现国内外地学科研

信息的交流与多方协

作。

1、公共服务系统，面向社

会提供不低于 10+3+N地质

信息服务。

2. 业务服务系统，面向局内

直属单位实现 1+6+8家单

位不低于 3个专题数据共

享。

3、业务综合管理系统，实

现各类管理系统的一站式

登陆与使用。

1、公共服务系统向社会新增不

低于 30个地质信息产品及服务。

2、业务服务系统对内实现 29家
单位数据共享，全力支撑五大科

技攻关。

3、政务服务系统 V1.0版，向国

土资源部提供各类数据服务。

4、业务综合管理系统 V2.0上线

运行，全面整合各类管理系统。

1、“地质云”V3.0上线。

2、“地质云”英文版 V1.0上线

运行。

3、科研服务系统 V1.0版本上

线运行。

4、初步建立智能化地质调查数

据采集体系。

5、地质大数据中心建成，50
个国家数据库全面提供多类数

据服务。

6、地质大数据挖掘与应用系统

上线。

1、“地质云”V4.0上线。

2、“地质云”英文版 V2.0上线

运行。

3、科研服务系统 V2.0版本上

线运行。

4、建立智能化地质调查数据

采集体系。

5、行业大数据中心建成。

6、大数据在资源潜力评价、

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领域应

用系统上线。

7、开展基于地质本体的三维

地质建模及三维地质系统研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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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质云”建设重点任务及分阶段实施表

任务名称
序
号

重点任务 2017年 2018年 2019—2020年 2021—2025年

应用服务

体系建设

10 公共服务系统 V1.0，向社会提 10+3+N类信息服务 V2.0，新增不低于 30个信息产品及服务
（1）V3.0，提供全面、权威信息服务

（2）公共服务系统英文版 V1.0上线

（1）V4.0上线运行，成为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

地质信息服务平台

（2）英文版 V2.0上线运行

11 政务服务系统 V1.0上线，向国土资源部提供各类数据服务 V2.0，向国土资源及其他部委提供数据服务 V3.0，向各级政府提供数据服务

12 业务服务系统
V1.0，实现局内 1+6+8家单位不低于 3个专

题数据共享
V2.0，局内直属单位新增 10类专题数据共享 更新维护 更新维护

13 业务综合管理系统 V1.0，实现多个管理系统一站式服务 V2.0上线，完成业务系统集成 V3.0，集成办公自动化系统 V4.0，实现基于项目生命周期的综合管理

14 科研服务系统
V1.0，针对重大地质问题或国际合作提供服

务
V2.0，全面向各类科研机构提供信息服务

地质信息产

品体系建设

15 地质信息产品体系架构 初步完成 更新完善 更新完善 更新完善

16 地质信息产品管理体系 初步完成 更新完善 更新完善 更新完善

17 地质信息产品标准体系 初步完成 更新完善 更新完善 更新完善

18 地质信息产品更新机制 初步完成 更新完善 更新完善 更新完善

分布式大数

据中心建设

19 数字地质调查系统 试点应用数字地质调查系统
升级完善系统，推广数字地质调查系统应用

范围
初步建立地质调查智能空间应用模式 建成信息化、现代化地质调查数据采集体系

20 随钻测量采集系统 开展油气钻井随钻采集系统研发 开展油气钻井随钻采集系统研发 开展水工环钻井随钻测量采集系统研发

21 地质调查项目管理系统（数据汇聚系统）
V1.0，具备 10大计划 390个项目数据汇聚能

力
V2.0上线运行 维护、更新完善系统 维护、更新完善系统

22 国家地质数据库体系建设及动态更新 完成国家地质数据库体系规划
完成国家地质数据库部署，实现数据库动态

更新

建成地质大数据中心，实现存量数据与增量

数据的统一整合及动态更新
建成行业地质大数据中心

23 地质数据共享服务系统 v1.0，实现不低于 5个专题数据及服务共享 V2.0，新增 10个专题数据与服务共享 面向局内技术人员、科技攻坚战提供服务 面向局内技术人员及国家重大战略提供服务

24 智慧探矿系统
V1.0版本上线运行，针对固体矿产开展数据

密集型探矿试点研究

V2.0版本上线运行，针对油气资源开展数据密集

型探矿试点研究

25 地质大数据在专业领域应用 地质大数据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系统 地质大数据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系统

26 基于地质本体的三维地质建模系统 基于地质本体三维地质建模系统 V1.0上线 基于地质本体三维地质建模系统 V2.0上线

基础设施

平台建设
27 构建“地质云”基础环境，支撑节点间联通

实现 1+6+8家单位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业务

网带宽升级，云平台管理软件上线运行

实现其余 14家单位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完成

“地质云”平台管理软件部署，实现部分计算

资源共享

进一步升级、更新必要基础设施，实现局内

计算资源共享

做好硬件基础设施的更新、维护工作，实现全局计

算资源整合与共享，试点与相关行业单位实现计算

资源共享

安全及保障

体系建设

1 “地质云”建设总体方案、需求方案、技术方案 完成 更新完善 更新完善 更新完善

2 地质数据共享管理办法 初步完成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3 地质数据库管理及更新办法 初步完成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4 国家地质数据交换技术指南 初步完成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5 地质数据质量控制规程 初步完成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6 网络安全管理办法 初步完成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7 信息安全管理办法 初步完成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8 “地质云”运行维护规程 初步完成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

9 网络及信息安全 完成 1+6+8家单位安全等级评估及安全防护 完成其余14家信息安全等级评估及安全防护 更新及运行维护 更新及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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