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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美丽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地质
调查工作提出了新目标与新要求，地质调查要在资源保障、生态维护、防灾减灾方面充分地做好支撑服务。当今世界，地质调
查正发生历史性内涵式的深刻变化，打造和谐人地关系成为地质调查主攻方向、地球系统科学成为核心理论方法、科技创新成
为地质调查的关键动力、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全面重塑地质调查工作。做好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需要瞄准国家需求，调整地
质调查结构布局；适应新变化新理念，推进地质调查工作深刻转型；攻克地质调查战略科技问题，有效支撑重大资源环境问题
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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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will realize the goal of "two hundred years", i.e.,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safeguarding and improving peo⁃
ple's livelihood, implementing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countries. In this era, new
goals and new requirements are proposed for geological survey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dequate support services in resource
security, ecological maintenance,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n the present world, the world geological survey has under⁃
gone historic and connotative changes, build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has become the main direction of
geological survey,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 has become the core theory and metho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key
driving force for geological survey,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comprehensively reshaping the geological
surve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the new era, we should aim at the national demand,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geo⁃
logical survey, promote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work, and grasp the strategic geological survey technolo⁃
gy, thus effectively supporting the solution of maj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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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
时代的指导思想，
提出了新时代历史使命，
描绘了新
时代的宏伟蓝图，
作出了新时代的战略部署[1]。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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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对地质调查工作的新要求

1.1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要求地质调查提供

新时代、新矛盾、新理念、新目标，地质调查工作需

安全、可靠、绿色、经济的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转型。

十九大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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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部署，并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设定了 2 个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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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家重大战略，要求地质调查精准有效地

体的发展阶段，即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发挥基础性和先行性作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

十九大提出的“七大战略”、
“三大攻坚战”等国

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家重大战略，需要地质调查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地

强国。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资源消费国，能源资

发挥基础性、先行性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源约束仍将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

要求地质调查按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格局将延续到本世纪中叶。下一个 30 年，预计中国

加强境外地质调查和地学国际合作，为“一带一路”

能源资源累计需求比上一个 30 年还要多 。要实现

矿业投资和产能合作提供有力支撑。实施京津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

标，地质调查必须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提

协调发展战略，要求加强重要经济区、城市群、海岸

供安全、可靠、持续、稳定的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

带等综合调查，科学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优化

保障。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供有力支撑。实施乡村振兴、

1.2 建设美丽中国，
要求地质调查通过多要素调查提

海洋强国、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要求加强国

[2]

供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地质解决方案

土资源环境调查、海洋地质调查、军事地质调查。

十九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

1.5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要求地质调查把科技创新

提到了新的高度，要求地质调查进一步提高支撑

放在突出位置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加大生态系统保护

十九大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

力度、发展绿色矿业、建设低碳透明智慧城市、发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加快建设创新

展生态农业和特色旅游业，要求地质调查必须树

型国家。地质科技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过资源、

技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地质调查必须把科技

环境、空间、灾害多要素调查提供与资源环境承

创新放在突出位置。中央已经赋予地质调查“向地

载能力相适应的地质解决方案，推动地质调查由

球深部进军”的重大历史使命，必须加快实施深地

粗放型向精准型转变，由单一资源调查向多门类

探测、深海探测、深空对地观测和土地工程科技“三

自然资源调查转变，查明山水林田湖草等多门类

深一土”等科技创新战略，用科技创新引领支撑地

自然资源特征和属性，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地质

质调查工作，把地质调查过程变成科技创新过程，

根基。

全面提升依靠科技创新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和基础

1.3

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求地质调查因地制宜打造

地质问题的能力。

改善民生的新引擎

2

十九大提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地质调查

2.1

世界地质调查发生的历史性内涵式变化
打造和谐人地关系成为地质调查主攻方向

必须把精准扶贫、污染修复、饮水安全、防灾减灾放

2010 年以来，发达国家地质调查的主攻方向均

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基础支撑作用，因地

发生了改变，由单一门类资源调查改变为以构建和

制宜打造改善民生的新引擎，让人民群众在地质调
查中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打赢脱

谐人地关系为目标的全要素多门类调查。
1995 年，
美国地质调查局面临生存危机，
被迫由

贫攻坚战，必须加大对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

兴趣驱动型或学科驱动型科学研究转变为需求驱动

区地下水、地质灾害、土地质量、矿产资源、地质环

型科学研究。自 2009 年开始，为进一步落实需求驱

境、地质遗迹调查的力度，发展当地矿业、农业、旅

动理念，美国地质调查局提出了以问题为导向的改

游业等产业和供水、防灾等民生事业。面对中国地

革，
提出七大科学使命领域，
即：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

质灾害数量大、分布广、危害大的国情，必须加强山

变化、
核心科学体系、
生态系统、
能源和矿产、
环境健

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调

康、
自然灾害、
水[3]。2010 年后，
陆续按照这七大科学

查，实现对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实时化、自动化、

使命对地质调查业务结构进行重大调整，
并相应地对

智能化监测和预警。

组织结构、
预算结构进行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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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英国地质调查局发布其战略规划《通

2018 年

开采深度已达 2500~4000m，而中国大多小于 500m，

往地球之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四大服务领域：

向地球深部进军是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深海

利用新技术探测地球、负责任地利用自然资源、管

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
但要得到这些

①

控环境变化、提高对环境灾害的适应性 。英国地

宝藏，
就必须在深海进入、
深海探测、
深海开发方面掌

质调查局通过观测和监测、环境模拟、知识库、交流

握关键技术。空间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

等手段来获取自然资源、环境与地质过程相互作用

知，
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动力，
同时浩瀚的空

的科学信息，着力加强人类活动与环境相互影响的

天还有许多未知的奥秘有待探索，必须推动空间科

研究，通过整合与合作，将地学与其他科学联合在

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2016 年 5 月 30

一起，建立可靠的预测模型，支持自然资源与环境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作出的这

管理决策。

一重要论断，
明确了地质调查领域科技创新的战略导

2014 年，为了帮助国家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经

向，
是新时期地质科技创新的动员令。

济、社会和环境挑战，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重点聚

“三深两极”
（深地探测、深海探测、深空对地观

焦六大主要挑战，并将其作为工作驱动力。一是建

测与南北极地质调查）已成为地质科技创新发展的

立资源财富（矿产资源与油气资源）；二是优化和持

重要领域，在拓展新空间、开辟新资源、应对新挑战

续利用地下水资源；三是提供基础地理信息；四是

中具有战略引领作用；建设星空地一体化监测体

深化地球科学认知（地球系统研究）；五是管理海洋

系，加强地球关键带研究，成为促进人地和谐地质

[4]

管权益；六是确保社会安全（控制自然灾害） 。

科技创新的艰巨任务；天然气水合物、深部地热能

2.2

地球系统科学成为地质调查的核心理论方法

等清洁能源和战略新兴矿产的发现利用已成为地

地球系统指由大气圈、水圈（含冰冻圈）、地圈

质科技创新的战略制高点和关键突破口；大洋钻采

（含地壳、地幔和地核）、土壤圈和生物圈（包括人

船、深部钻探、航空遥感、分析测试等现代技术装备

类）组成的有机整体。地球作为一个由多时空尺度

已成为地质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

过程构成的复杂巨系统，在空间上表现为多圈层体

2.4

系。地球各圈层（岩石圈-土壤圈-大气圈-水圈-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全面重塑地质调查工作
十九大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

生物圈）、各过程（生物过程、物理过程、化学过程）、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一步

各要素（如山水林田湖草海）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

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5]

系、连锁响应 。地球系统科学将大气圈、生物圈、

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的总体要求。

土壤圈、岩石圈、地幔/地核作为一个系统，通过大

全球信息化正在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

跨度的学科交叉，构建地球的演变框架，理解当前

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以云计算、大数据、物

正在发生的过程和机制，预测未来几百年的变化。

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在空间尺度上可以从分

技术与社会经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成为推

子结构到全球尺度，在时间尺度上可以从数亿年的

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国家竞争优势

演化过程到瞬间的破裂变形。

重塑、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新动力和新途径[7]。

地球系统科学概念自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以来,

当前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始终处于不断完善发展中。如果说，19 世纪地球科

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

学最大的进展是进化论，20 世纪是板块构造理论,那

活，也包括地质工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么 21 世纪的突破点就在于地球系统科学理论 。当

能技术，建设自动感知、采集、传输、处理、服务的全

前，中国正在推进的山水林田湖草统一管理和系统

新地质工作方式、服务方式与管理方式，已成为世

修复，为地球系统科学理论发展与实践提供了前所

界地质工作发展的潮流。

未有的平台。

3

[6]

2.3

科技创新成为地质调查发展的关键动力
“从理论上讲，地球内部可利用的成矿空间分

布在从地表到地下 1 万米，目前世界先进水平勘探

3.1

做好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的战略建议
瞄准国家需求，调整地质调查结构布局
回顾中国地质调查的百年历史，不同时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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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工 作 重 点 有 所 不 同 ，但 有 一 条 主 线 始 终 没

工作手段，以及工作力量等方面推进地质调查，实

变，那就是紧紧围绕那一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发

行全方位、深层次的转变。

展重大需求开展工作。地质调查因使命而生、因

工作对象，由矿产、地质、海洋转变为包括矿

服务而立，在服务社会和民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

产资源在内的山、水、林、田、湖、草、土、矿、海等

基础先行作用，在满足国家和民族的需求中不断

多门类自然资源；理论与方法，由传统地质科学

创造辉煌。新时代国家重大需求发生了深刻变

转变为现代地球系统科学，更加注重岩石圈、水

化，要求地质调查业务布局深度调整，瞄准国家

圈、生物圈、大气圈等多圈层交互作用研究；工作

需求开展相应服务：瞄准国家能源、矿产、水和其

内容，由资源调查为主转变为资源、环境、灾害、

他 战 略 资 源 安 全 保 障 ，加 大 低 碳 清 洁 能 源 矿 产

空间等多要素调查，由矿产资源的技术经济评价

（油气、天然气水合物、地热、铀矿等）、大宗紧缺

转变为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综合评价 [8] ；工作手

矿产和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力度，提高

段，由传统地质工作手段转变为更加依靠科技创

国内资源保障能力。

新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手段；工作领域，由陆域为

瞄准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加强自然

主 转 变 为 陆 海 统 筹 ，由 浅 部 为 主 转 变 为 深 浅 并

资源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调查评价，开展资

重、进军“三深”[9] ；工作力量，由中央与地方队伍

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各自为战无合力转变为中央与地方队伍携手并

生态系统修复和治理等工作。

肩齐步走。

瞄准国家防灾减灾，加强各类地质灾害成灾机

3.3

攻克地质调查战略科技问题，有效支撑重大

理、监测预警预报和风险评价基础理论研究，构建

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

群测群防与专业调查预警相协调的监测预警体系，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

会上指出，
“ 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战

影响。

略科技问题”。什么是战略科技问题？我们认为就

瞄准“新四化”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是影响全局、影响长远的科技问题。战略科技问题

现代化）同步发展和重大工程建设，加强水文地质、

是地质调查科技发展的牛鼻子。今后一个时期，地

工程地质、城市地质等工作，发挥基础性先行性作

质调查工作要抓好以下几个战略科技问题：一是天

用，为新四化建设和重大工程实施提供地质解决

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产业化科技问题，二是深部地

方案，瞄准海洋强国建设，加快推进海洋基础地质

热（干热岩）调查与利用科技问题，三是地球深部探

调查工作，加大海洋油气和矿产资源调查力度，摸

测科技问题，四是深海探测科技问题，五是深空对

清海洋资源“家底”，加快推进天然气水合物产业

地观测科技问题。

化进程。

在保障能源资源安全方面、服务生态文明建

瞄准“一带一路”建设，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设方面、促进地球系统科学发展方面，要瞄准国

放、共享五大理念为引领，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

际地学前沿，努力实现中国地质调查重大理论创

家地质调查合作力度，实现地质调查国际合作由粗

新、核心技术突破与关键系列装备自主研发，提

放向精准转变，构建地质调查国际合作新格局。

升中国地质科技创新水平，推动地质调查科技创

瞄准国防与军队建设，重点开展军事工程地

新 跨 越 式 发 展 ，有 效 支 撑 解 决 重 大 资 源 环 境 问

质、军事水文地质、军事矿产地质、军事海洋地质、

题，改变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基础理论研究独创性

军事地球物理和军事遥感地质六个方向的军事地

成果少的局面、地质调查核心技术装备受制于人

质调查，服务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为国防和军队现

的局面和地质调查科技成果转化程度总体较低

代化建设提供资源、环境和空间保障。

的局面。

3.2

适应新变化新理念，推进地质调查工作深刻
转型
地质调查面临的外部形势、内部条件发生了重

大变化，必须在工作对象、工作内容、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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