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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服务牡丹江市高质量发展

《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古卷》完成编纂
首次实现内蒙古已发现矿种和矿产地全覆盖

成果快讯

地热调查成果为宁都经济社会发展“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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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离子型稀土矿区的绿化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

本报讯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地质实验测试
中心研发的“废弃离子型稀土矿区的绿化方法”近日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离子型稀土矿开采过程中，过量的硫酸铵浸矿液改变了
矿山地球化学环境，加速了矿山环境恶化等，导致矿区沟壑
纵横、化学污染严重、植被难以存活。此前，废弃离子型稀
土矿区土壤修复普遍采用“客土”法，修复成本高，效果
差。

该发明提供了一种废弃稀土矿区土壤原位修复、绿化的
方法，通过对边坡和马道进行两次绿化处理，充分利用矿区
内被污染的土壤；通过种植草、灌、乔等植物，改善矿区土
壤性质，防止水土流失，创造经济价值。该发明不仅可以恢
复矿山植被，改善生态环境，而且能够产生一定经济效益，
操作简便，无二次污染，对我国稀土矿山大面积生态恢复治
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黄园英）

本报讯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矿
产资源研究所近日组织专家，对 《中国矿产
地质志·内蒙古卷》《中国矿产地质志·内
蒙古卷·矿产地质图 （1∶1500000）》 及说
明书、《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古卷·成矿
规律图 （1∶1500000）》 及说明书和 《内蒙
古矿产地质——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古
卷·普及本》 等成果进行评审验收。这是内
蒙古有史以来矿产地质及成矿规律研究方面
最新、最全面、最系统的成果，填补了内蒙
古矿产资源领域志书的空白。

上述成果由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牵
头组织、历时 7 年多完成。其中，《中国矿

产地质志·内蒙古卷》 共 10 篇 62 章，首次
实现了内蒙古已发现矿种和矿产地全覆盖，
反映了内蒙古矿产资源全貌，为内蒙古未来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扎实资料。志书
系统划分了内蒙古已发现矿床的主要类型，
建立了重要典型矿床的成矿模式或找矿模
型；总结了各类矿产的成矿规律，论述了主
要成矿事件的地质背景特征，综述了各矿种
的产出时空分布规律等；论述了各级成矿单
元的地质构造环境及演化、成矿地质特征，
建立了重要成矿区带的区域成矿模式，编制
了新一代内蒙古自治区区域成矿规律图，优
选圈定了 18个矿集区，指明了找矿方向。

《内蒙古矿产地质》 共 8 章 24 节，用生
动的语言介绍了内蒙古矿产资源分布、矿床
赋存状态、成矿类型及地质特征等，反映了
内蒙古矿产资源全貌和特色，同时创作了一
批相关科普宣传作品，展示了矿产资源在内
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有助于提高群众的矿产资源意识及参与
矿业活动的意愿。

《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古卷》 是第 13
部完成编撰的省级矿产地质志书。《中国矿
产地质志》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总结
100 多年来全国及各省矿产全貌及成矿规律
的重大成果，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矿产资

源保障与资源安全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成
功范例，为新时代自然资源管理和地质工作
部署提供了重要支撑。

评审会由中国矿产地质志专家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资源所副所长王登红主持。陈毓
川、李廷栋、邵和明、郑大瑜、王保良、刘
玉强、张德全、王瑞江、乔德武、丁孝忠、
邵积东等 24 位院士专家，内蒙古自治区自
然资源厅、内蒙古地矿集团、矿产地质志项
目办以及内蒙古矿产地质志志书承担单位有
关领导和主要技术人员近 80 人参加了评审
会。□

（黄凡）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
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获悉，
2019 年以来，该所按照部局统一部署，在
江西省宁都县小布镇开展地热资源勘查并取
得一系列成果，为宁都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了有力支撑。

一是实现了宁都县地热调查重大突破。
在小布镇实施的 ZKl 地热井钻探深度 611
米，平均地温梯度每百米 4.3℃，孔底温度
49.8℃，稳定出水温度 45℃；孔深 461~469
米和 587~589 米处有裂隙发育，为主要出水
层段，日出水量可达 700 立方米以上。该井
为迄今为止小布镇水温最高、流量最大、第

一口可供商业开发的地热井。
二是提出“高产热花岗岩＋北东向次级

断裂”地热成因模式。ZKl钻孔揭露的地层
主要为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放射性产热率
高，在幔源供热的基础上附加壳源产热，提
供了稳定的热源；区域内发育的北东与北北
东向断裂为地下热水深循环提供了传热与导
水通道。该模式可为赣南地区地热调查提供
指导。

三是促进小布镇红色旅游多元化发展。
据初步估算，ZKl井用于温泉康养每日可接
待 1000 人次。小布镇“红色”旅游资源丰
富，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可助力打造多元化

的旅游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四是拉动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带动地热

产业升级。2020 年，江西省地方财政资金
及时跟进，赣南地质调查大队施工的小布镇
ZK2 井再传喜讯。ZK2 井出水温度 43℃，
日单井出水量达 750 立方米，进一步提升了
地热资源开发规模及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信
心。

目前，水环所已向宁都县政府移交了
《宁都县小布镇地热资源勘查报告》 和小布
镇 ZK1 地热井使用权。地质调查成果得到
宁都县政府和群众的一致好评，他们向水环
所赠送了“地热调查结硕果，脱贫攻坚谱新

章”的锦旗表示感谢。水环所主要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精准对接需求，发挥专业技术优
势，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地质调查
成果转化应用，更好地服务宁都县经济社会
发展。□ （范建勇）

本报讯 《中国地质调查成果快讯》 近
日刊发了“城市地质调查”工程下设“牡丹
江市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项目近年来取得
的重要地质调查成果。该项目分析了地质灾
害特征，更新了水资源数据、初评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成果为自
然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国土空间开发
利用、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科学建议。

据介绍，该项目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牡丹江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承担。
主要目标任务是围绕牡丹江市社会经济发

展、提质扩容优化、特色品牌打造等对地质
工作的重大需求，开展空间、资源、环境、
灾害等多要素调查工作，为牡丹江市规划建
设与运营管理提供地质技术支撑与服务。通
过项目实施，项目组取得了系列地质调查成
果。

一是掌握了牡丹江市自然资源现状，服
务牡丹江市自然资源管理。开展了牡丹江市
自然资源现状调查和对比分析，参照 《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明确
了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的解译面积和

占比。结合前人调查成果，编制了涉及自然
地理和地质背景，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
资源，林地、草地、湖泊和湿地资源，综合
评价和空间规划等六类 34 张图件，为牡丹
江市自然资源管理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

二是地质灾害调查服务防灾减灾工作。
调查研究了牡丹江市主要地质灾害类型、分
布规律及发育特征，对地质灾害易发程度进
行了分区评价。牡丹江市区现有各类地质灾
害 点 65 处 ， 其 中 崩 塌 点 23 处 、 滑 坡 点 7
处、泥石流 35 处，规模以中小型为主，主
要分布于人口集中、人类活动较强烈的低山
丘陵前缘。其中，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面积
240.2km2，主要分布于河流沿岸；中易发区
面积 518.6km2，主要分布于山麓前缘、局部
道路两侧及水系较发育的沟谷地带；低易发
区面积 261km2，主要分布于东村林场、放
牛沟三道关一带。针对人类活动和工程建
设，项目组提出了城市地质灾害防治建议。
同时，项目组作为主要技术力量纳入政府防
灾减灾体系中。

三是回应政府关切问题，找水打井服务
民生。牡丹江市主城区水文地质单元可以划
分为松散岩类孔隙水、碎屑岩类裂隙孔隙
水、基岩裂隙水三大类，水质总体良好。针
对牡丹江市自然资源局提出的“地下水过量
开采是否引发地面沉降的地质问题”，项目
组通过水文地质调查、复合对比分析等工作
给予了回答：牡丹江市主城区地下水资源量
总体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引起地面沉降问题。
此外，该项目成功钻出 5眼构造裂隙水服务

贫困乡村，编写的工作专报得到了市领导的
赞誉和好评。

四是服务牡丹江市“双评价”工作。初
步编制了牡丹江市“双评价”技术指南，针
对牡丹江市资源环境特征，确定了坡度、地
形起伏度、降水量等 9 个评价因子分级标
准，从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两个视角开展了
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和灾害 4项单要素
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牡丹江市资源环境
承载力集成评价，并提出了城市总体规划意
见建议。□

（左力艳）

本报讯 “海洋地质二号”调查船近日
在广州顺利交付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海洋地质二号”船由中交四航局江门
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安装有 150 吨具有
主动深沉补偿能力的海工吊机，可为其他科
考船提供钻具、设备和物资补给，承担井场
调查、对外消防、救援、安全守护及应急撤
离等任务；改造后，可搭载设备集装箱、冷
链集装箱和住人集装箱等，进一步增强科考
船人员换乘及食品补给能力。该船集多学
科、多技术手段、多功能为一体，具备海洋
能源资源勘查和环境、水体及地质等重要影
响要素实时监测、分析与评价的综合调查监
测能力。

据悉，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现有各类海
洋地质调查船 8艘，是目前国内海洋地质调
查专业船舶最多、种类最为齐全的机构，工
作海域涉及我国南海、黄海、渤海，以及太
平洋、印度洋、南极南大洋海域，具备可覆
盖近海、远海、大洋等的全海域海洋地质调
查能力，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
力。□ （薛俊辉 谢雪恋）

““海洋地质二号海洋地质二号””调查船交付使用调查船交付使用 南京地调中心破解开阔性地表水体水样采集难题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
质调查中心获悉，该中心“长江经济带地质资源环境综合评
价”项目团队针对湖泊中心水样采集难题，自主设计简易采
水器，首次通过无人机搭载进行水样采集，工作效率大幅提
高。

据了解，为支撑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和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规划建设，南京地调中心于 2020 年部署开
展了示范区 1∶5 万环境地质调查工作。水样采集是环境地
质调查的重要工作内容。此前，受限于技术、设备条件，工
组人员一般在湖荡近岸处采集水样进行化验，湖泊中心区水
样采集难度大、效率低。

“长江经济带地质资源环境综合评价”项目团队应用无
人机水样采集设备，仅用两天时间即完成了示范区内 26 个
湖泊中心区的水样采集工作。应用结果表明，该技术经济高
效，是解决开阔性地表水体 （湖泊、水库等） 代表性水样采
集难题的有效手段。下一步，项目团队将探索搭载水质、水
深、流速等传感器的无人机集成系统，研发湖泊、水库精细
化多要素测量相关技术，助力河湖地区环境地质调查与生态
环境监测、保护等。□ （杨海）

辽东成矿带区域及矿田深部找矿获新理论指导

本报讯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部成矿信息综合提取与矿体定
位预测”课题近日通过中期考核评估。专家组确认课题取得
了多项原创性创新成果。

一是辽东古元古代金铅锌多金属矿成矿过程可划分为裂
谷初始沉积富集、伸展剪切层控定型、褶皱造山定位 3个阶
段。裂谷初始沉积富集了金银、铅锌、铜钴等区域主要矿种
矿源层；伸展剪切层控定型阶段在青城子矿集区形成七组赋
矿“硅-钙面”；褶皱造山阶段进一步促进成矿物质在褶皱
转折端迁移富集，形成古元古代变质型“层控”矿床。

二是晚三叠世，扬子板块向华北板块俯冲、碰撞诱发岩
浆活动，并形成成矿热液，在辽东桃源-小佟家堡子-青城
子地区形成大型斑岩-中低温脉状热液型成矿系统。

三是中侏罗世，古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诱发岩
浆热液活动，在青城子矿集区内姚家沟地区形成斑岩-中低
温脉状热液型成矿系统。

四是早白垩世，古太平洋板块以西北向向欧亚大陆俯
冲，诱发岩浆热液成矿活动，形成庄河新房-栗子房与丹东
五龙-四道沟变质核杂岩成矿系统、宽甸石柱子与瓦房店华
铜-望宝山斑岩-中低温脉状热液型成矿系统。

上述成果为辽东成矿带区域及矿田深部找矿勘查工作提
供了新的理论指导。研究人员应用该理论预测了 9个深部找
矿靶区，成功指导了 1000m、2000m 的 2 个深孔验证，获得
深部找矿突破。□ （张璟 张朋）

武汉地调中心开展华南与北部非洲对比学术交流

本报讯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中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 近日举办“从哥伦比亚 （Colum⁃
bia） 至冈瓦纳 （Gondwana）：华南与北部非洲对比”学术交
流活动，进一步促进境内外地质演化与成矿作用对比研究。

会上，7位专家和青年技术骨干作了学术报告，内容涵
盖华南大地构造演化、海西-印支期区域岩浆作用、蕲春混
杂岩带构造意义及北部非洲构造演化与成矿、摩洛哥阿特拉
斯和东非造山带区域构造作用等。通过深入研讨和广泛交
流，与会人员形成共识：华南和北部非洲均有全球性构造事
件的典型地质记录，选择关键地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开展
对比研究有望取得新发现，进而提高地质调查工作的针对
性；非洲是世界各国地质科学家开展地球科学研究的试验
场，境外地质工作在着力完成地质调查任务的同时，更要注
重解决区域重大科学问题，彰显中国国际地学研究软实力。

武汉地调中心相关负责人对学术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
鼓励青年科技人员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聚焦华南和北部非
洲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不断提升地质工作成果的
显示度。□ （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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