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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数码系列产品介绍（二十二）

城市地质地上地下一体化
解决方案



地质对城市的起源、发展和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城市地质研究的目的是保障城市的环境安全和可持
续发展，而信息化对于开展城市地质研究非常重要。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地质信息化工作启动较晚，
建立城市地质空间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工作刚刚起步。因此，迫切需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手段，建设城
市空间数据库和地理信息系统，实现城市地质数字化，信息三维可视化和服务网络化，及时满足城市建设
和发展对地学信息的需求。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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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统筹城市地上地下建设，加强城市地质调查，这
是城市地质调查工作首次出现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7 年 9 月，原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地质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出台了相关标准。
2017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 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

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并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出了向地球深部进军的总动员令。
2017 年 11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城市地质调查总体方案（2017~2025 年）》，提到贯彻落实十九

大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聚焦城市规划、建设、运
行管理的重大问题，大力推进多要素的城市地质调查，建立城市地质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平台，为促进城市绿
色、低碳、循环、安全、集约、智慧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撑服务。

城市空间表达需求

1

天气 空气质量

建设背景  

全   
维    
度    

空    

间

地上

地表

地下

地下建筑物 地下构筑物

地质构造 地下自然资源

建设背景  

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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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

建立城市地质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平台，综合评价城市发展的资源保障能力、环境承载能力和城市安全性。
为政府部门的可视化辅助决策、可视化应急指挥提供支撑；为地质专业人员提供地质资料数据以及专业的应用
分析功能；为社会公众提供基于地质资料数据的科普及其它服务。

城市地质信息化建设目标

目标任务  

社会公众服务

可视化辅助决策

专业分析应用

城市地质
数据库

专业需求用户需求

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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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01.建标准

03.管资料

02.搭平台

04.推应用

根据已有数据库现状和新增调查工
作量，在地调局发布的《城市地质调查
数据库标准规范（2015）》的基础上，
结合地方特色，研究编制城市地质调查
数据建库指南；结合实际应用，编制地
质数据入库、检查、建库管理规范，确
保地质调查数据从采集、汇交、整合、
管理、更新、共享到应用全过程的标准
化、规范化。

建设城市地质数据库，搭建城市地
质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平台，为三维地
质建模、地质成果多维可视化、地质数
据专业分析、地质信息辅助决策、地质
成果共享服务提供有力手段。

根据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积极将地
质信息纳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主流
程，定制开发专业地质应用功能，为智
慧城市建设提供地质信息服务支撑。服
务城市总体规划；服务城市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划定；服务地质灾害防治业务
管理；服务地质资源的保护等。

集成管理城市地质调查成果，将多
源、异构、海量的地质专题数据进行管
理，为地质数据的查询检索、分析评价、
三维展示以及地质信息的深入挖掘提供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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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质数据库建设  

基础地质
区域地质调查

岩石
地层

古生物
构造

   第四系地质与地貌
工程地质

 区域工程地质
岩土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
区域水文地质

 地下水动态监测

环境地质
区域环境地质

地质灾害
生态地质

地球物理
重力
磁力
地震
电法

地球化学
岩石地球化学
土壤地球化学

水系沉淀物地球化学
生物地球化学

水地球化学

地质资源
矿产资源

水资源
 地热资源
旅游资源

地下空间资源

遥感
区域遥感地质

遥感解译

海洋地质
海岸与海底的地形

海洋沉淀物
海底岩石
海底构造

大洋地质历史
海底矿产资源

城市地质数据库

城市地质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平台以城市地质调查为依托，收集整合已有的地质资料和工作成果，基于大 
型的网络数据库、GIS 平台，集成基础地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地球化学、地质资源等多专业 
的地质勘查数据，建立大型城市地质数据库。

通过建立标准的城市地质数据库，可以解决地质数据管理杂乱的问题，实现地质数据随时查阅、有序管理，
提高地质数据利用率，并有效实现地质数据的实时维护更新。

解决方案

城市地质
数据库

城市地质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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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质建模  

三维地质建模内容

三维地质模型构建是对复杂的地质现象经过抽象化处理后，以可视化的方式表达地下地质情况的手段。建
成三维地质模型，需要具备两方面的能力：一、地质规则、专家经验；二、建立几何模型的数学算法。

城市地质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平台针对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不同的地质体，大胆创新建模算法，优化建模流
程，提供了多种不同方法的地质建模工具：对于简单层状地质体，提供了全自动建模工具；对于复杂地质体（包
含断层、褶皱、尖灭、地层倒序等地质现象），提供半自动交互式建模工具；并且还提供了动态建模、三维地
质属性体数据建模、大规模复杂精细曲面建模、基于地质结构框架模型的高精度网格剖分建模等一系列工具。

平台提供多种三维地质结构模型构建方法，结合地质构造特点和基础数据情况，采用适宜的建模方法实现
地质结构模型的高效、快速构建。 

平台支持多种自动建模方式：基于钻孔数据的地质体自动建模、基于具有标准层序剖面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基于地质分区图的地质体自动建模、基于产状下推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三维地质结构模型构建

三维地质建模

自动建模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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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具有标准层序剖面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基于具有标准层序剖面的地质体自动建模是基于制定好的标准地层排列顺序，根据地层信息生成相应的标
准层序地层剖面，再将生成的标准层序地层剖面导入至三维场景中合成为完整的地质结构模型。

基于具有标准层序剖面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基于非标准层序钻孔数据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基于钻孔数据的地质体自动建模是以钻孔数据为主要的建模数据源，再利用工程地质剖面、高程点、基岩
埋深等数据作为约束条件，最终自动构建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这种建模方法适用于钻孔数据多、地质条件相对
简单的地区。

基于钻孔数据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基于具有标准层钻孔数据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三维地质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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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质建模

基于地质分区图的地质体自动建模方法采用“自顶向下”的思想，逐层建立每一个层面的顶层地质面。最顶
层面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地质面，用这个完整的地质面为基础，根据每一个层面的地质分区图，向下逐层建立地质面。

基于地质分区图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基于地质分区图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基于产状下推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基于产状下推的地质体建模是利用基岩地质图、基岩埋深等值线等数据建立起反映建模区域内地层、断层、
褶皱构造的三维地质结构模型。

基于产状下推的地质体自动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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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质建模

针对复杂地质体，可采用交互建模方式，使模型成果更能精确反映断层、褶皱、尖灭等复杂地质构造。
MapGIS 复杂地质体交互建模的核心是“点 ——线—— 面—— 体”的从低维到高维的“升维”式半自动人机
交互式建模过程。

多约束下的复杂地质体交互式建模

交互建模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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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建模是根据建模区钻孔、剖面、等厚图、地形图、地质图等专业地质数据建立起的反映地层、断层等
地下地质界面和地质体的空间形态与组合关系的三维地质构造形态模型。

地质体属性空间分布建模用于地质体内物理、化学属性值和其它地质参数（如孔隙度、贮水率、渗透系数
化学元素含量等）的三维空间分布规则化建模。

动态建模示意图

多阶地动态建模

属性数据建模可视化效果 属性值过滤效果图 属性模型动态切割效果图

三维地质建模

动态建模03

三维地质属性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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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质建模

平台可以根据不同时期所观察到的地下水、地面沉降监测数据，建立不同时间的三维曲面模型，通过利用
这些三维曲面来模拟地下水位变化、地面沉降发展的动态过程，可以直观反映地下水位变化以及地面沉降对城
市安全的影响。

基于地质结构框架约束模型的高精度网格剖分建模方法，快速构建兼顾模型结构和属性特征的多精度、多
版本矢栅一体高精度模型，并支持多版本模型关联及局部更新。

历史曲面模拟地面沉降

基于地质结构框架模型的高精度网格剖分建模

大规模复杂精细曲面建模

基于地质结构框架模型的高精度网格剖分建模

栅格化 属性赋值

矢栅一体化模型结构模型



11

由于地质勘探工作的逐步推进、资源进一步开采导致的数据增加或者改变，要求三维地质体模型得到相应
的更新，基于改变后的建模源数据，对地质体模型在空间位置、几何形态、拓扑关系、地质语义等方面进行相
应调整。

交互建模构建的复杂地质模型更新，可选取需更新的局部模型，将其从原模型上“挖取”出来，根据更新
数据对该局部模型进行更新，再与原地质模型叠加显示即完成模型更新。

自动建模模型快速更新

局部模型更新

三维地质建模

地质模型快速更新

自动建模模型快速更新01

交互建模模型快速更新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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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实现地上建（构）筑物、地表基础地理，地下管网、地铁、地下商场等地下建（构）筑物，地质结构，
实时数据等多源数据的全空间一体化展示，使得地球空间形成一个紧密的有机体，完整地表达了现实世界本原。

平台支持四视图漫游功能，实现地铁及沿线地层信息、地下管线、地上建筑、水位面的可视化展示，通过
二维、三维等多个视角观察地铁沿线地质环境条件。

四视图展示

地上地下一体化展示

地质成果多维可视化

全空间一体化展示

地质成果多维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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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支持 BIM 模型、倾斜摄影模型、数值模拟模型等多种外部模型无缝导入，与平台构建的地质模型有机
融合，实现地上地下，室内室外、动态静态多种模型的集成展示与分析。

地上地下模型融合

室外模型 室内模型

将地上建筑模型和地质结构模型、地质属性模型、地下构筑物模型、桩基模型、地铁隧道模型等统一进行
管理和展示。不同模型之间的融合采用不同的技术与方法，如地下构筑物（桩基）三维模型与地质结构三维模
型融合，通过把地下构筑物（桩基）模型所占的空间从地质结构三维模型中切割出去，来保证地质结构三维模
型与实际的地层情况一致。

通过将 BIM 融入 GIS 平台，实现从室外空间到室内空间的跨越，实现宏观地理环境与精细室内场景的一
体化集成与综合应用。

地质成果多维可视化

模型融合

地上地下模型融合01

室内室外模型融合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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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成果多维可视化

水流 + 水体 + 地质体模型

成果多端展示

水流、水位、污染物拾取

支持动态静态模型的有机融合，如地质结构模型和数值模拟模型的无缝对接，针对地下水数值模拟成果，
我们可以将地下水数值模拟模型与三维地质结构模型有机融合，从而进行水质、水位、水量的数值模拟预测，
并可实现地下水流场、地下水质运移的可视化模拟。

通过使用 MapGIS 平台全新的针对多端应用的三维数据交换格式（简称 M3D），对海量三维数据进行网
格划分与分层组织，采用流式传输模式，我们轻松实现在桌面端、浏览器端、手持端多端一体的高效解析和渲染。

静态动态模型融合03

多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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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图的生成与编辑

综合专题图

多专业地质资料查询

剖面图生成

平台提供多种方便的查询方式和检索工具，支持多专业地质数据（钻孔数据、地面沉降、地下水监测、地
球化学、地球物理等）的快速多样化查询。

支持生成多专业钻孔柱状图、剖面图、平面图、统计图、等值线图、综合图以及专业报表，支持相应图件
报表的编辑与输出。

地质数据专业分析

地质数据查询检索

地质专业图表制作输出

地质数据专业分析

打开多专业数据

选择查询工具

设置查询范围

显示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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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数据专业分析  

面向地质对象，采用分析评价工具构可定义、可扩展的评价模型，集成多个不同评价因子，结合 GIS 技术
来建立评价模型。

按照相应的规范，通过对参数指标数据的读取和分析计算，自动生成评价等值线图评价分区图等评价结果。
它具有开放性、可自定义、可扩展的特点，可应用在工程地质专业评价、地下水分析评价、土壤质量评价、地
热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等。

平台可根据工程地质有关标准、规范及经验参数，选取工程地质钻孔等专业数据，完成工程地质专业分析
评价功能，主要包括天然地基承载力 、桩基承载力、天然地基沉降量、砂土液化判别等。

综合评价模型

地基承载力分析计算

专业分析评价

工程地质评价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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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数据专业分析

平台对地下水监测设施进行管理实现对地下水的动态监测，提供对地下水水深井、水位井、水质井等监测
数据的查询分析和统计功能，选择相应的查询方式和观测时间，在监测数据查询结果中还可以生成各种类型的
统计图、曲线图或者直方图等，也可以进行结果输出。

平台提供水污染评价功能，在对样品各单项指标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对比单个样品中所有指标的评价分级，
采用从劣不从优原则确定监测点的质量分级，以统计表、柱状图形式展示评价结果，并支持评价结果基于定制
的报表模板输出。

地下水相关统计图

水位等值线图

直接对比法评价计算统计单层直接对比法评价计算统计

地下水分析评价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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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数据专业分析  

针对地球化学业务工作流程，提供了地球化学数据统计、土壤质量评价等一系列业务功能，让地质工作人
员日常地球化学图件生成与土壤质量评价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简洁高效。

基于地热资源赋存的地质条件，提供地热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潜力评价成果，区划城市地热资源开发适宜
性。

数据统计 

综合评价 

地球化学剖面图

地热资源监测数据统计图

土壤质量评价03

地热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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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GL，采用全域飞行的方式实现三维场景漫游，平台提供工具预设飞行轨迹，在飞行过程中实时
显示经度、纬度、高度等相关信息。

全空间模型构建完成后，可以对场景内所有的模型进行无差别查询与剖切，可以通过查询的方式了解每一
个模型的属性信息；也可以通过垂直面剖切、水平面剖切以及组合面剖切等方式，实现模型在三维空间的位置、
分布以及相互关系等分析；同时我们支持在三维场景下的动态剖切，随着鼠标的推进，全方位动态剖析地上地
下相关关系和分布特征。

平台提供一整套三维实体分析功能，如全域飞行、全空间三维模型查询剖切、基坑开挖、桩基分析、隧道
模拟及漫游、虚拟钻孔创建和输出等。

场景漫游

地上地下一体化查询动态剖切

地质数据专业分析

全域飞行01

全空间三维模型查询与剖切02

三维模型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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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数据专业分析  

通过对三维模型组合切割、基坑开挖、桩基设计、隧道模拟及漫游、虚拟钻孔创建和输出等，为地质人员
提供基于三维模型的专业计算和分析，如渗透系数计算、地下水水量计算、基坑突涌分析、软土地基变形分析等。

桩基设计

双视图隧道漫游

污染物运移模拟

基坑开挖

布置虚拟钻孔   

四维动态预演

平台支持地下水数值模拟模型的文件加载，集成地下水数值模拟模型，进行水质、水位的数值模拟预测。
在行业内，首次实现了数值模拟模型与地质模型的融合展示，将数值模拟成果无缝集成到地质三维平台，实现
了三维地下水流场及水位变化、污染物运移在地质模型内的可视化模拟。

基于三维模型的计算与分析03

四维动态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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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城市地质信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平台提供地质信息辅助决策功能。面向政府机构用户，可提
供地质辅助决策咨询窗口将地质成果有序管理，与政府业务工作流程进行对接，实现基础地质资料方便、快捷
获取，为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建设、政府管理决策等提供强有力的地质支撑。

地质成果辅助决策

地铁隧道建设选址分析

地质信息辅助决策

地质资料汇交、建库、管理

政府管理
工作流程

地质信息辅助决策

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建设规划

地质资源利用

通过信息平台成果转化

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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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支持以 B/S 方式提供成果社会化服务，面向政府有关部门（规划、交通、建设、水务、市政、土地管  
理、环保、农业等）、企事业单位、地质科研院所、社会公众，提供基于城市三维地质及相关数据的基础和增
值信息服务，实现城市地质信息共享和交换。

地质调查点查询

三维地质模型在线浏览 文档资料检索

元数据查询地质科普

地质成果共享服务

地质成果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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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基础平台优势

MapGIS 10.3 是一个融合了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全空间智能 GIS 平台，将全
空间的理念、大数据的洞察、智能 GIS 的感知通过 GIS 的语言，形象化为能够轻松理解的表达方式，实现了超
大规模地理数据的存储、管理、高效集成和分析挖掘，在地理空间信息领域为各行业及其应用提供更强的技术
支撑。

MapGIS 大数据与云平台遵循“T（终端应用层）-C（云计算层）-V（虚拟设备层）”架构，对接云基础设施，
搭建统一的大数据中心；在 GIS 服务器、大数据 GIS 服务器和智能 GIS 服务器三大服务器的支撑下，提供基
础数据服务、基础功能服务、大数据服务、专题应用服务以及各种定制接口服等服务资源，并可通过聚合、重
构、迁移，提供云门户以及全空间一张图等个性化服务，满足各级政府、企业组织和社会公众需求。

MapGIS 10.3 大数据与云平台总体架构

领先优势

GIS基础平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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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建模将地学建模流程简化为两步，极大减轻建模实施人员的工作量。只要将用户的数据预处理为地学
动态建模规范数据，打开该规范数据则实时生成地质结构模型，此过程支持人工干预引入形态约束、结合专家
经验意见。动态建模使建模工作的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并可依据更改的建模源数据实时动态建模更新，并且其
更新范围、更新精度也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调整，高效而灵活。

动态建模成果图

动态三维地质建模具备先进的核心算法及技术，建模过程简洁而高效，能方便地处理地层与地层之间复杂
的接触关系。动态建模过程没有中间成果模型，当建模数据发生改变后，模型也会随之更新。
动态建模较传统静态建模实现了以下突破：

把静态建模三个阶段（专业数据处理、三维模型建立、三维应用）重新规划设计为两个阶段（专业数据处理与

存储、模型即时建立及应用），这种“模型即时建立”称为“动态建模”；

实现大工区大数据量动态建模、高效建模；
解决了如何渲染高精度的 TB 级地质成果模型的问题。

行业优势

动态三维地质建模

行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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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质模型精度评价

三维地质模型的质量直接影响三维模型的最终应用和运用范围，目前国内外专门针对三维地质模型精度评
价的研究较少，主要是因为构建的三维地质模型较为复杂，其精度评价工作难以开展。如何评价三维地质模型
的质量，以满足不同部门的应用需求，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平台初步研究了三维模型精度评价方法，是根据没
有参与建模的钻孔与三维模型中对应位置的由平台生成的模拟钻孔进行对比。分析模型孔与实际孔中同一地层
在埋深、厚度方面的差异，求各层误差的平均值作为模型孔的误差，该误差即为三维地质模型在该钻孔点位处
的误差，通过生成误差等值线图来表达全区三维模型的精度。

地质模型精度定量评价

行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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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优势

三维全空间的一体化展示，以三维可视化模式为基础，实现全空间场景下海量地形、影像、矢量、三维模
型等多种类型的空间信息的一体化显示与分析。

根据地形等高线数据和钻孔数据建立工作区的三维地质模型，在三维模型基础上耦合地下水动态观测结果，
构成四维的动态地质模型。

四维全空间一体化展示

模型局部放大展示

全空间多维一体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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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质

根据城区活动构造的分布和活动性，对城市地壳稳定性进行区域划分，并对地面沉降等平原区地质灾害和
工程地质问题、山区滑坡与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工程地质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成果直接用于城市发展的总体
规划。

辅助专业部门、人员查明各类工程场区的地质情况，对场区地质条件及其有关的各种地质问题进行综合评
价，根据评价结果选择最优场地，为保证工程的合理设计、顺利施工及正常使用提供地质依据。

工程地质基本信息

城市建设规划

应用方向

服务于城市总体规划

工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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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质

平台实现的地下空间动态评价功能，可对任意深度或深度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进行评价。

通过地下空间评价结果输出，可直观的为政府部门提供初步的地下空间评价结果，并给出相关建议。主要
包括区域性资源量估算、区块比选、线路比选相关评价结果的模板式输出，内容包括适宜性统计数据、适宜性
占比饼图、地下空间评价模型栅格剖面、影响因素、引发的工程地质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

地下空间适宜性动态评价

区块比选

线路比选 纵向比选

任意深度区间评价任意深度评价 

服务于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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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质

平台可以模拟建筑物修建过程、查看建筑生产情况、获取建筑的二维剖面图等。基于 BIM 数据自身的特性，
提供专业的的射线分析、动态剖切、属性查询等功能。

地下工程建设者可利用平台模拟隧道开挖、基坑开挖，并通过模拟漫游，让建设人员身临其境了解、分  
析地质条件对地铁隧道、工程建筑建设的影响。实现地下工程模拟开挖、碰撞分析、地下构筑物保护区和缓冲
区分析展示等，服务于城市地铁线路规划选址。

模拟建筑物修建

三维隧道开挖模拟及分析

服务于重大工程建设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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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质

平台支持模拟钻孔开挖、基坑开挖桩基布置等施工过程，为地质专业人员进行岩土勘察设计与分析提供技
术支撑。

用户与平台进行交互，足不出户就可以掌握地下空间信息，可为工程建设选址提供服务。

岩土三维可视化设计

评价结果输出 工程建设选址分析 

服务于岩土三维可视化设计

开挖

策划孔开挖与布样

基坑开挖

建模

布样

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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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

提供急供水区块补给资源量、存储资源量和可采资源量的查询统计，基于相关数据生成地下水开发利用分
区图，可视化展示地下水赋存分布情况，为城市应急地下水水源地保护规划给出建议。

平台支持生成对水污染评价相关成果数据，例如生成城市水质级别分布图，为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员开展水
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辅助专业部门、人员研究地下水的形成与转化、类型与特征以及动态变化规律，进行地下水资源的相关计
算与专业分析评价，开展地下水资源规划利用以及保护等相关工作。

地下水开发利用分区图

直接对比法评价水质级别分布图

应急水源地选址

水文地质

服务于应急水源地选址

服务于城市水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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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质

以地质环境数据中心数据为依托，分层叠加不同比例尺的城市基础地理、基础地质、水文地质、灾害地质
等信息，基于地质环境一张图实现地质环境各类信息的浏览、查询、编辑、空间计算等功能。实现二三维信息
及不同时段的空间信息对比展示，空间信息与地质环境调查、监测、保护等专业属性信息的联动查询。

平台将地质灾害管理与防治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实现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电子化，打破时空和部门
分隔的限制，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透明、高效的管理和服务。实现了对地质灾害空间信息的集中管理、
在线浏览、信息共享、查询统计、灾情预警等功能。

辅助专业部门、人员开展地质环境信息化建设，提供地质环境信息管理以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指挥
等相关业务的流程化管理。

地质环境数据分析计算

地质灾害信息查询及详情展示

环境地质

服务于地质环境信息管理

服务于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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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实现对监测点实时监控，通过设置阈值，对比监测实时状况，监测值异常的监测点会在平台界面上被
标注，并有相关提示信息，及时发出预警，以便相关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后续工作。

地灾监测及预警

平台能辅助海岸带灾害地质稳定性的区划研究，研究海岸带灾害地质稳定性。预测沿海陆地进退趋势，规
避在海岸带建设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采用动态模拟的方式，实现不同等级风暴潮模型淹没的变化模
拟以及风暴潮强度变化的过程动态分析。

海岸带变迁模拟 

风暴潮模拟

环境地质

服务于海岸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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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人类活动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通过提取数据库中化探采样
点点位坐标动态生成点位图，并制作指定区域内单元素及组合元素化探异常等值线图，来服务土地规划利用、
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住宅小区建设等。

辅助研究人类生存环境的化
学组成、化学作用、化学演化及
其与人类的相互关系，通过统计
图表直观展示城市水土环境状况，
用以分析人类活动对环境状态的
影响及相应对策。

平台实现对监测点实时监控，通过设置阈值，对比监测实时状况，监测值异常的监测点会在平台界面上被
标注，并有相关提示信息，及时发出预警，以便相关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后续工作。

土壤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综合分等图

水土污染信息汇总报表

土壤肥力图

无公害食品区划图

服务于土地规划利用

服务于水土资源保护

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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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源

开展重点区矿泉水调查，进行资
源潜力评价，结合矿泉水的循环补给
条件及形成机制，划定矿泉水水源保
护区，绿化水源地，保护水源安全。
提供对渗透系数、地下水水量、地下
水容积储存量 / 弹性储存量、地下水
水资源储量计算与评价工具。

提供地质遗迹景观的智能检索查询，提供景区地
形、地貌、地质遗迹等景观模型的三维可视化与漫游，
重点遗迹景点的三维展示漫游，支持地质遗迹照片的
360 度全景展示，方便公众浏览地质景观，提高地质
公园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基于地热资源赋存的地质条件和开发利用适宜性
分区的成果，后续可提供地热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潜
力评价成果查询服务，为地热资源开发提供建议和决
策依据。

辅助专业部门、人员开展地质资源的勘查信息管理、开发与保护工作，提供相关查询统计、分析计算等功
能，辅助相关部门决策。

地下水地源热泵潜力分区与评价

单孔水量计算       

地质遗迹信息管理       地质遗迹三维展示       

地下水水量计算

地质资源

服务于矿泉水资源开发与保护

服务于地热资源开发与保护 服务于地质遗迹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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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 上海市三维可视化城市地质基础信息与咨询服务系统

 » 上海地质环境信息平台建设

 » 地质资料收集和补充采集项目——上海三维地质模型与地质环

          境耦合关键技术研究

 » 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试点研究（上海）——上海城

          市地质信息系统完善建设

 » 广州城市地质数据库与成果三维可视化信息系统

 » 苏州市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 湖南省三维可视化城市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与管理系统

 » 嘉兴城市地质项目

 » 广东惠州试点区三维地质建模

 » 厦门城市地质信息管理系统

 » 天津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 云南地质大数据-城市地质咨询服务系统（云南）

 » 合肥市滨湖新区地质资料集群化和产业化服务平台

 » 内蒙古和林格尔城市地质调查项目

 » 温州三维城市地质信息系统及服务平台

 » 陕西省地质调查中心基础地质数据库管理软件研发

 » 宁国城市地质调查三维建模服务

 » 哈尔滨城市地质调查信息系统

 » 济南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 潍坊市三维城市地质信息管理系统

 »  .......

 » 武汉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示范项目—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

          数据标准、三维一体化及挖掘技术研究和应用项目

 » 成都市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地质调查应用系统开发及数据整

          合建库项目

 » 中山市多要素三维城市地质调查项目

 » 雄安新区三维地质模型数据分布式集成管理系统软件开发

项目（一期、二期）

 » 西宁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 淄博市大武水源地三维可视化信息系统

 » 银川都市圈三维城市地质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技术开发

 » 湖南省资源规划勘测院常德城市地质信息平台及系统开发

 » 济南城区四维地质环境可视化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项目 

 » 天津滨海新区地下水及地质环境调查评价2018年度三维地

          质结构模型建设及数据转换程序研发项目

 » 武汉城市地质调查地质信息集成管理与分析评价系统

 » 宁波市地面沉降数据库开发应用及可视化动态管理系统

 » 重庆都市经济区地质信息系统（一期、二期、三期）

 » 石家庄市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 镇江市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 环渤海经济区地质环境调查评价系统

 » 唐山-秦皇岛城市地质调查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 关中盆地城市地质调查信息录入与规范化系统

 » 郑州城市三维地质信息系统（普及版）

 » .......

获得的奖项主要有：
 ◎ 上海、广州、苏州、湖南四个城市地质项目分别获得2009年、2012年、2013年、2018年中国GIS优秀工

        程金奖
 ◎ 上海市三维城市地质调查项目获得2011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 智慧武汉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获得2016年度地理信息科技进步三等奖
 ◎ 福建城市地质项目荣获了2019年中国GIS优秀工程银奖

经过多年的沉淀和拓展，中地数码承担了多个城市地质调查工作中的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典型案例包括上
海、天津、广州、苏州、厦门城市地质等项目。

致谢 :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所需成果素材均来源于真实项目，在此对项目合作方一并表示感谢！

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