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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名单 

 

序号 进展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牵头完成人 

1 
鄂西地区页岩气调查科
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方页岩气科技攻坚战宜

昌地区页岩气联合科技攻坚指挥部、中国地

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

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

公司、中石化华东石油工程公司 

张君峰 

2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成藏
理论创新与新区找矿突
破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梁金强 

3 
松辽盆地大陆深部科学
钻探工程（松科二井）完
井与重大地质科技创新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中国地质

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吉林大学、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

心、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北京

探矿工程研究所等 

王稳石 

朱永宜 

侯贺晟 

黄永健 

4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建
成并运行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李文鹏      

李长青 

5 
创编首套中国自然资源
图系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

物探遥感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调中

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调中心、中国地

质调查局南京地调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武

汉地调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调中

心、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中心、中国地

质调查局物化探所、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等 

郝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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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进展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牵头完成人 

6 “地质云 2.0”上线服务 

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室、中国地质调查
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中
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中
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国土资源实
物地质资料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
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调查中心、中国
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调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
南京地调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中
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调中心、中国地
质调查局成都地调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天
津地调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
地质调查中心、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青岛
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
探测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勘查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
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
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
心、中国矿业报社、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
术研究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中国地质
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郑州
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
综合利用研究所等 

高振记 

缪谨励 

屈红刚 

7 
现代区域地质填图技术
方法体系构建与示范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
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调中心 

王  涛  

胡健民 

8 
塔里木盆地地质结构与
深层油气调查获多项科
技创新成果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中国石
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 

白忠凯 

9 
新一轮省级区域地质志
编撰完成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
局天津地调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调
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调中心、中国
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调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
成都地调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中
心、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海南省地质调
查院、陕西省地质调查院、贵州省地质调查
院、福建省地质调查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地
质调查院、河北省地质调查院、辽宁省地质
调查院、湖南省地质调查院等 

李廷栋 

10 
南疆地区找矿突破支撑
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国冶金
地质总局、陕西省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滕家欣    

陈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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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简介 

一、鄂西地区页岩气调查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南方页岩气调查科技攻坚战宜昌地区现场联合攻坚

指挥部统筹协调下，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和中国地质调查

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组织实施，南方页岩气团队依托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

查工程、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在鄂西地区开展的页岩气调查科

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鄂阳页2HF井试获5.53万立方米/天、无阻流量19.82

万立方米/天的高产页岩气流，实现了震旦系陡山沱组页岩气调查重大突

破，发现了我国最古老的页岩气产层，开辟了新的页岩气勘探层系。创新

形成“深水沉积优质页岩是物质基础，热演化程度是必要条件，良好的保

存条件是关键”的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地质理论新认识；通过对寒武系、震

旦系页岩气调查成果分析，建立了古隆起控藏型页岩气成藏模式；创新建

立“三位一体”的页岩气资源评价方法，首次开展鄂西地区页岩气资源潜

力评价；创新形成复杂构造区选区选层评价技术、水平井优快钻探技术、

复杂储层压裂返排试气工艺技术“三大技术体系”。鄂西地区页岩气调查的

重大突破，能为页岩气勘查开发示范基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能够促进资

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项目实施，培养了一批人才，1 人获得

李四光野外奖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3 人被授予中国地质调查局李四光学

者称号，1人被授予中国地质调查局杰出地质人才，3人被授予中国地质调

查局优秀人才，2人入选自然资源部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4人入

选自然资源部科技杰出青年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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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鄂阳页 2HF井压裂圆满完成 

 

 
鄂阳页 2HF井实现全球最古老层系页岩气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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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域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理论创新与新区找矿突破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主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依托南海天

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南海天然气水合物先导试验区资源勘查评价、海域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试采项目，深入开展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控制因素研究，

从气体来源-气体运移-富集过程揭示天然气水合物系统成藏机制，创新提

出沉积盆地凸起/斜坡带“气烟囱驱动型”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模式，完善多

学科、多信息融合技术，优选出矿藏目标，有效指导 2018年天然气水合物

勘查工作部署。在南海北部新区钻探实施的 6 个先导孔中，有 3 个站位发

现电阻率高值异常与声波时差低值异常，显示了天然气水合物的存在。在

3个站位进行了钻探取心和原位测试，首次发现厚度大、纯度高、类型多、

呈多层分布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成为南海北部第三个天然气水合物富集

区。同时，证实了深部热解气对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贡献，揭示浅部天然

气水合物矿藏与深部油气系统演化之间的成因联系，为先导试验区综合勘

查开采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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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发现厚度大、纯度高、类型多、呈多层分布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 

 

 
试采一体化现场测试实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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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辽盆地大陆深部科学钻探工程（松科二井）完井与重

大地质科技创新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等组织实施的松科二井在7018米完

井，取得了系列重大地质科技创新。松科二井是亚洲国家实施的最深大陆

科学钻井和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成立22年来实施的最深钻井。

松科二井创新研发成功的311mm大口径同径取心、超长钻程取心和中空井底

动力绳索取心等深井取心技术，获取大直径岩心4134米，岩心采取率96.6%，

形成了世界领先的深井取心技术体系，创造了深部取心技术四项世界纪录；

研发成功抗高温水基钻井液、固井、随钻测温等系列高温钻探技术，创造

了国内最高温度（241℃）条件下钻进的新纪录。发现了松辽盆地深部页岩

气和盆地型干热岩等两种具有良好勘探开发前景的清洁能源；全球首次实

现了对白垩纪最完整最连续陆相地层厘米级高分辨率的精细刻画，重建了

白垩纪陆相百万年至十万年尺度气候演化历史，发现了白垩纪气候波动重

大事件；建立了地层对比的“金柱子”、松辽盆地演化新模式，丰富了白垩

纪陆相生油理论，取得了基础地质研究的重大进展。工程总体实现了理论、

技术、工程、装备的重大突破，对抢占国际深部钻探技术制高点、拓展我

国深部能源勘查开发的新空间和服务百年大庆建设有重要意义，显著提升

了我国在地球深部探测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松科二井培养

了一支超深科学钻探工程管理、技术研发和地学研究青年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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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径取心钻具 

 

 

松科 2井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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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建成并运行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环境监测院组织实施，各省（区、市）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和地质环境监测机构配合，全面完成自然资源部门国家地下水监测

工程建设，大幅提升了地下水监测的专业化和自动化水平。工程建立了层

位明确的国家级地下水专业监测站点 10168 个和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数据接

收与设备管理系统，实现了全国主要平原盆地和人口活动经济发展区的地

下水监测数据自动采集、实时传输和多源解析；利用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

研发了监测信息应用服务系统和三维地下水云计算实时模拟系统，建立了

异地联合建模的工作模式，实现了监测数据管理、动态分析、水质水量综

合评价与信息发布；首次研发并成功应用了承压-自流井监测技术，建成西

北干旱和华北半干旱地区 2个地下水均衡试验场，编制 12项地下水监测标

准规范，实现了学科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突破；利用监测孔的地层编录、

抽水试验、物探测井等钻探资料，获取了丰富的水文地质参数，实现了对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深化认识。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构建了地下水监测骨

干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地下水监测、分析、模拟、发布的信息化水平和科

研能力；工程所产生的地质资料、监测数据和分析结果已经为全国各省综

合地质调查、“水十条”地下水质量考核、环保督查等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

和技术支持，实现了成果的及时应用和有效服务。建立的技术标准体系和

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地下水监测工作的有序规范开展。

通过项目实施，在全国建立了一支专业的地下水监测队伍，项目团队核心

成员中 1人获得局卓越地质人才，1人获得局优秀地质人才，1人获得国土

资源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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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新疆昌吉地下水均衡试验场实景照片

 

地下水监测信息应用服务系统首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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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编首套中国自然资源图系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动员全局力量，并在各省（区、市）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和有关地勘单位的支持下，创编了首套中国自然资源图系。首

次系统梳理了全国自然资源数量、质量、结构、生态、现状、潜力、问题

等内容，着重体现“山水林田湖草海”是生命共同体和绿色发展理念，以

全国、分省和专题 3个层次，分 8大类共编制完成 2316张图件。构建了全

国和分省自然资源空间数据库和信息平台，完成了各类自然资源数据标准

化、矢量化和空间化，为实现自然资源管理全流程信息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力促进了信息化技术水平提高。深化了对我国水、土地、能源、矿产、

林草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认识，为承接水资源调查、拓展生态地质调查、

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系统修复等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以突出成果应

用服务为导向，创新了图件表达形式，形成了全国、区域和省级自然资源

图件编制标准，向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自然资源部、农工民主党，及

北京、山东、海南、广西、辽宁等 12个省份赠送了图集，成果得到充分肯

定，扩大了地质科技成果的显示度，提升了社会服务能力。参与图系编制

的单位达 198家，人数达 1200余人，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人才

培养和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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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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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质云 2.0”上线服务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主导，组织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等局属 29

家单位，依托地质大数据与信息服务工程，国家地质大数据汇聚集成与规

模化服务平台—“地质云 2.0”上线服务。“地质云 2.0”采用云计算、大

数据等技术，有效集成整合了地质调查数据、信息产品、软件系统和计算

资源，完成了节点体系建设，实现了局属 29个节点单位互联互通，实现 2

个省级节点接入示范；采用分布式数据库、WebService和 API接口等技术，

实现了 160 多个地质数据库共享，7000 余个产品与 14 万档地质资料全面

接入云端服务，大大提高了共享数据数量和种类，扩大了地质信息服务范

围和服务对象。自主研发了“地质云”资源服务仓库和统一开发平台（PaaS），

构建了共建共享的云生态，为“地质云”专题服务和业务系统快速开发提

供了驱动力；基于“地质云 2.0”开发平台和资源服务仓库快速开发了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系统、城市地质信息服务系

统和 8 个专题服务，为国家自然资源管理、城市化与绿色发展提供支撑服

务。基于“地质云”开发平台研发了地质云手机 App，提供野外助手、地

质图、地质资料、标准与规范、地质志、矿产志、矿业年鉴、地学产品、

地质词典、云邮件、云盘等功能应用，创新了“云+移动端”服务模式，扩

大了“地质云”服务范围，提供泛在信息服务。智能调查在 13个项目中成

功应用，业务管理大数据平台上线,探索了智能化管理和数据驱动辅助决

策，形成了云环境下的智能地质调查与业务管理工作模式，提升了地质调

查与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构建了较完善的“地质云”规范标准、管理制度、

运行机制体系，通过了 ISO27001安全认证。形成了支撑智能地质调查、业

务协同管理、地质数据共享和地质信息服务的国家地质大数据共享服务平

台，院士专家认为成果达到“地质调查领域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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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现代区域地质填图技术方法体系构建与示范 

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中

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等单位组织实施，依托关键地质问题综合

调查工程、特殊地区地质填图工程，现代区域地质填图技术方法体系构建

与示范取得重大进展。构建了1:5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体系，编制完成了1:5

万区域地质调查技术标准，编写了15类填图方法指南，解决了新时期地质

填图所面临的技术方法问题。该项成果填补了不同类型覆盖区为主的特殊

地质地貌区填图技术方法空白，继承发展了不同岩类区填图技术方法，具

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试点填图产出了一批高质量图幅（优秀、特优图

幅），解决了一批关键地质问题。主要成果已经发表，并得到很好的引用和

应用。精细填图解决了华北克拉通古老岩石的组成与演化问题，秦祁昆拉

脊山蛇绿混杂带1:2.5万专题填图成果在国际构造顶级期刊Tectonics以封

面形式发表，二叠纪末-三叠纪植物演化序列与陆地生态系统剧变事件研究

成果在Nature Communication发表。探索了地调科研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

养模式，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填图专家队伍，建立了不同岩类、不同地质

地貌区地质填图培训基地，能为今后填图人才培养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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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塔里木盆地地质结构与深层油气调查获多项科技创新成

果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组织实施，依托塔里木盆地油气

资源战略选区调查、塔里木盆地油气基础地质调查、塔里木盆地西南与东

南坳陷油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系统处理解释二维地震资料35万千米，形

成覆盖全盆地的骨干地震剖面34条，累计17191千米，编制基础图件136幅；

重新刻画了盆地结构，首次提出“五隆五坳”的划分方案，为盆地整体研

究奠定了基础；评价盆地深层油气资源量达242亿吨，初步摸清了盆地深层

油气资源家底；针对盆地深层优选了4个油气远景区和8个有利区，为油气

勘查突破提供了目标；首次攻关形成盆地级地震资料拼接处理技术，应用

效果好、推广价值大。院士、专家评价认为该成果是目前我国首个利用最

新地质理论、物探与信息化技术全面认识大型盆地的重要成果，是国内基

础性油气资源调查工作的样板工程，工作开拓意义重大，成果创新性强、

指导意义深远。该项成果目前应用效果显著，有力支撑新疆油气勘查开采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提交的柯坪北、温宿等5个区块由自然资源部向社会成

功招标，拉动社会投资 90.1亿元，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精准脱贫攻坚；

为油公司开展重点目标层系勘探定带选区提供了有力支撑，助力顺北等地

区油气勘探获重大突破；示范引领盆地级油气地质研究和资源潜力评价，

助推我国大型盆地深层和新区油气勘查。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专业

配置齐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油气调查团队，获部级“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称号，12人次获部局级奖，1人获得地调局李四光人才称号，1人

获得地调局杰出人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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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 

 

九、新一轮省级区域地质志编撰完成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组织中国地质调查局6大区地质调查中心、

各省地质调查院等单位，依托全国地质构造区划与区域地质调查综合集成

项目，编撰完成新一轮省级区域地质志。全面开展了综合集成创新研究与

地质编图新方法研究。对近30多年来我国海量区域地质、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遥感地质等调查新成果、新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综合集成，创新提出

了洋板块地质学（OPG）新思想。为认识中国大陆构造演化提供了新的理论

基础，为破解造山带重大疑难地质问题和矿产勘查提供了新思路。前寒武

纪地质研究获得了新突破，提出了我国中-新元古界划分对比的新方案。创

新产品服务应用方式，出版发行了10套省级志书和系列图件，已被基础地

质、能源资源和专业院校等约60多个产学研单位和管理部门广泛应用，并

基于“地质云”在线共享，多渠道提供社会使用。搭建了地质理论创新和

人才培养平台，使年轻地质学家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协同创新能力，6人入选

部科技领军人才、局人才培养计划和杰出、优秀地质人才，100余人成为省

级地质专家和地质调查骨干，形成了40多个约800余人组成的高素质综合研

究与地质编图科研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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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南疆地区找矿突破支撑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牵头，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和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等单位合作，依托西昆仑铁铅锌资源调

查与勘查示范项目，引领南疆地区取得重大找矿突破，有力支撑了产业发

展与脱贫攻坚。新发现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形成了火烧云铅锌、大红柳

滩锂和玛尔坎苏富锰矿3处大型资源基地，奠定了南疆地区矿业开发的资源

基础。成矿规律等创新研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提出了盆地边缘褶皱逆冲+

构造流体+后期次生交代铅锌成矿系统认识，建立了“火烧云式”热液-交

代非硫化物和“多宝山式”构造-热液硫化物成矿模式，揭示了巨量铅锌的

赋存和聚集规律；提出了“大红柳滩式”伟晶岩型锂矿成矿机制，创新“伟

晶岩型稀有金属矿的识别方法及系统”，创建高寒深切割地区地质+遥感+

地球化学“空地一体”快速勘查技术方法，引领了锂矿找矿快速突破；提

出了西昆仑晚石炭世构造—盆地演化与“玛尔坎苏式”富锰成矿新模式，

为区域锰矿资源潜力评价和境内外锰矿对比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基础性

公益性地质调查引领拉动新疆地勘基金（2.1亿元）和商业性矿产勘查，促

进了西昆仑地区找矿持续突破。探索出国家公益性地质工作主动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脱贫的“克州模式”，精准服务南疆地区产业发展和脱

贫攻坚。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业务团队，1人获地调局杰出地质人才，

2人获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1人获陕西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获

地调局杰出青年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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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坎苏一带锰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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