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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中国区域地质志

中国区域地质志是一套规模宏大、价值珍贵、意义重大的地质调查综合性和原创性成果，

是最系统和最权威的国家基础地质数据，由一套地质专著、系列图件及数据库组成，是国家进

行经济建设、资源开发、环境与生态保护、科学研究与普及的首要参考资料。

编制地质志是中国地质调查史上的重要事件。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编纂出版了第一代全国

区域地质志，为促进我国地质事业发展和服务社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30 年来，特别是 1999
年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地质调查工作蓬勃发展，获取了海量基础地质数据，取得大批原创性

发现，提出众多创新性认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对地质工作提出新需求，为适

应新形势新需求，自 2008 年开始新一代全国区域地质志编纂工作，旨在将 30 年来的地质新资

料进行综合研究和集成，使之系统化、规律化和理论化，提供一套有宏观影响的整装地质产品，

奠定中国地质调查第二个百年的重要基石，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建设。

新一代区域地质志应用板块构造理论，结合深部地质作用过程对中国大陆形成演化进行综

合集成创新研究。按照统一标准、总体规划、分阶段实施的思路，分省级、区域和全国三个层

次编纂。已完成 20 个省级地质志编纂，其中 11 个省级地质志将正式出版。

通过志书编撰，取得六方面突出成效：一是提出了洋板块地质学学术思想；二是取得了 12
项地层古生物、岩石、构造创新性认识；三是夯实了解决重大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四是

探索了区域地质填图新模式；五是创建了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有机融合的示范；六是搭建了地

球科学理论创新和科技人才成长的平台。

一、提出了在区域地质研究中要发展洋板块地质学的学术思想，为
发展中国区域地质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大陆是由多地块、多洋盆相互作用形成的，其形成、汇聚和裂解与大洋的形成、演化

及消亡密切相关。由洋陆转换形成的造山带经历了复杂的变质、变形、深熔和岩浆作用，不仅

发育了复杂的洋板块地层系统（OPS），而且蕴藏着与洋板块密切相关的特殊沉积建造、岩浆

岩组合、变质作用、构造形迹、成矿作用和地球物理场、地球化学场特征等丰富的地质信息，

记录了洋板块从洋中脊的形成到海沟俯冲消亡，洋陆转换与大陆增生的全部轨迹。为深刻认识

中国大陆构造的形成与演化历史，重塑洋陆转换与大陆生长过程，在全国区域地质志编制过程

中，首席专家李廷栋院士创新性提出了在识别与研究洋板块地层及其形成的构造背景的基础上，

要从洋板块岩浆岩、沉积地层、古生物、构造、地球化学、年代学、变质、变形、深熔等多角

度，从大陆中鉴别与寻找古洋板块形成、运动与消亡的地质残迹，进而建立和发展洋板块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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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Oceanic Plate Geology，简称 OPG) 的学术思想与目标。把中国大陆的形成、汇聚和裂解与大

洋形成、演化、转换、消亡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把洋板块地层系统研究创新性地发展为洋板块

地质学。强调在造山带研究中，不仅要识别出洋板块地层系统，而且还要从区域地质的视角对

蛇绿岩构造环境类型和洋陆转换的地质过程进行研究，通过发展洋板块地质学，对中国大陆的

形成与演化进行创新性综合研究，发展中国的区域地质理论。

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地层、岩石、构造等基础地质问题的创新性
认识

（一）地层古生物获得 4 项突破性认识，巩固了古生物国际前沿地位，夯

实了地层学基础

（1）提出我国中元古界－新元古界划分新方案，纳入新颁布的中国地层表。通过区域地质

调查成果的系统总结，结合在青白口系下马岭组及相当地层中获得的 1360Ma 同位素年龄，提出

在蓟县系和青白口系之间建立两个新待建系的中元古界－新元古界新的划分方案，获得全国地

层委员会批准，纳入 2014 年新颁布的《中国地层表》。

（2）重新厘定中国南方元古宙地层层序，为全球罗迪尼亚超大陆对比研究提供新依据。根

据大量高精度年龄数据，将原划归中元古界的湖南冷家溪群、贵州梵净山群、广西四堡群、江

西双桥山群、浙江双溪坞群等厘定为新元古界，是中国南方前寒武纪地质研究的颠覆性认识，

为中国新元古代大陆演化和格林威尔造山事件全球对比提供了新资料。

（3）获得华北地区第一个完整的新生代地层层序，为完善全国地层格架和 Q/N 界线研究提

供了新资料。首次在泥河湾盆地获得中国北方第一个完整的新近纪－第四纪的科学钻探剖面，

确定了剖面 Q/N 界线位置，建立了泥河湾盆地的新生代地层层序，可作为华北地区河湖相地层

层型剖面。通过沉积相和古植被演化精细研究，提出其生态环境有多次从灌丛草原到半荒漠草

原的演变过程，恢复了百万年以来的古人类生存环境。

（4）系统厘定贵州十大古生物群，极大地充实了我国古生物化石宝库。贵州省系统收集整

理 15个阶地层剖面和生物群新资料，建立了贵州“十大古生物群”——兴义生物群、盘县生物群、

关岭生物群、青岩生物群、凯里生物群、瓮安生物群、杷榔生物群、牛蹄塘生物群、小壳生物群、

江口庙河生物群，极大地充实了我国“古生物王国”的化石宝库，为我国及邻区古生物地层系

统及其沉积环境研究提供了优厚的实践基地。

（二）岩石学研究取得 4 项原创性成果，为中国大陆物质组成及演化提供

新证据

（1）初步厘定全国岩浆岩时空分布框架，提出花岗岩成因新认识。依据实测和收集的 5000
多个锆石年龄数据，发现和确定了一批重大岩浆事件，厘定和重建了阿尔泰、准噶尔、天山－

北山、秦岭－大别、柴北缘、昆仑、兴蒙、喜马拉雅、冈底斯等中国主要造山带岩浆岩时空格

架，重塑一些主要造山带构建时期的演化历史和成矿背景，为成矿带的划分和发育背景研究提

供了证据。厘定了全国岩浆岩年代学格架和时空分布框架，从大陆聚散角度，探索了岩浆岩发

育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在喜马拉雅花岗岩质岩浆、中央造山带环斑花岗岩、碱性花岗岩等花岗

岩成因，特别是在花岗岩大地构造背景研究等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提出花岗岩与构造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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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术思路。

（2）总结了中国东部中生代巨型火山岩带的分布规律，深化了深部作用和动力学过程认识。

揭示了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具有“面”－“带”结合的特点，形成于太平洋板块俯冲的统一

的动力学背景，同时受古构造环境的控制。提出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壳－幔相互作用程度越

强越有利于成大矿、壳－幔相互作用程度不同的地区主攻的矿床种类不同的新思路。

（3）首次在华北克拉通划分出 3 个古老陆核，厘定出 4 期重大岩浆事件和 2 期变质事件，

揭示了古老克拉通形成演化及动力学过程。在华北克拉通首次划分出 >2.6 Ga3 个古陆块（东部、

南部和中部古陆）；率先厘定出胶北地体太古宙～ 29 亿年、27 亿年、25 亿年、22 亿～ 20 亿年

4 期重大花岗质－ TTG 岩浆事件群以及～ 25 亿年和 18.6 亿年两期重大变质事件群。建立了华

北克拉通太古宙－中元古代的地层层序及年代格架，并对其物质来源及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进

行了系统的对比总结。这些新认识对于揭示我国克拉通形成演化、构造体制转变、陆块聚－散

动力学过程及指导太古宙 BIF 铁矿找矿意义重大。

（4）总结了超高温超高压变质岩时空分布规律，为认识深部地质作用提供了重要信息。对

中国大陆超高温超高压变质作用进行了系统总结。在秦祁昆－大别－苏鲁造山带和天山造山带

识别出多期次、大规模的超高压变质带，在青藏高原、华北克拉通北侧发现了高压榴辉岩变质岩，

表明陆块间曾发生深俯冲和强烈的碰撞活动；在秦岭造山带东段、阿尔金造山带和华北克拉通

北缘等地区发现了超高温变质作用，证明造山带中存在异常高地温梯度。对于深入探讨大陆的

形成、造山带的形成机制及其对成矿类型的控制均具有指导意义。

（三）构造地质学研究取得 3 项突破性认识，建立了中国地质构造单元新

格架，推动我国大陆造山带研究迈入板块构造研究新台阶

（1）提出中国大陆板块构造在新太古代启动的新认识，为中国大陆板块构造演化建立了新

时空坐标。在中国华北克拉通识别和发现了早前寒武纪古大洋的残迹：在内蒙古色尔腾山岩群

发现了富 Nb 玄武岩、高镁安山岩两类代表洋板片俯冲熔融产物的特殊构造意义的岩石组合；在

辽吉构造带中识别出代表洋板块地层系统的混杂岩组合；通过系统地总结和最新同位素测年资

料，发现中国东部乃至全国大陆最完整的太古宙古陆核发育在鞍（山）－本（溪）地区，其他

各地区的古陆核是从中太古代末期－新太古代初期才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些新发现明确了板块

构造在中国大陆的启动时限和中国最古老古陆核存在的位置，为中国大陆板块构造演化研究提

供了新时空坐标，对全面深刻阐释中国大陆板块构造的演化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在我国大陆造山带识别和总结典型洋板块地层系统，为系统重建洋板块从洋中脊处形

成到海沟消亡全过程提供了依据。厘定黑龙江群代表了佳木斯地块与松嫩地块之间二叠纪－早

三叠世俯冲增生杂岩带，颠覆了黑龙江群作为佳木斯地块元古宙变质基底的传统认识。厘定湖

北花山群为典型的洋板块地层系统，是南秦岭晋宁期的一条俯冲增生杂岩带，颠覆了前人将其

归为南秦岭中生代勉略缝合带的认识。确认昌宁－孟连－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为印度板块与欧亚

板块碰撞的主干缝合带，其余两支北金沙江与甘孜－理塘缝合带、南金沙江与哀牢山缝合带为分

支洋闭合形成的缝合带，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拼合不是两个板块简单的俯冲碰撞，而是多岛

弧盆系拼合造山。

（3）首次提出江南地块是经历了两次造山运动的复合造山带的新认识，为扬子克拉通大地

构造演化研究提供新依据。早期为青白口纪的洋 / 陆俯冲造山运动，自西向东在扬子东南缘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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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岛弧和弧后盆地；其后扬子东南缘经历了三次大的裂解过程；晚期又经历了陆 / 陆碰撞

造山过程，由扬子克拉通和华夏诸地块发生陆 / 陆碰撞，自此构成了统一的华南大陆。对扬子克

拉通演化和罗迪尼亚超大陆聚散过程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集成总结 30 年地质工作成果，夯实了解决重大资源和环境问题
的理论基础

（一）实现海量资料大综合大集成，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和科学依据

将提交的 3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 个构造单元、8 个学科领域全国层面的区域地质志、

系列图件、空间数据库的整装成果，汇集全国所有地质勘查和地质研究部门所获成果，实现了

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多学科多领域综合研究和成果集成。其内容丰富程度、资料

翔实程度和数据准确程度前所未有，将为国家经济建设、资源开发、环境建设、科学研究与普

及提供重要的先行性资料和科学依据。

（二）地质研究程度大幅提高，奠定了解决重大问题的地质基础

中国区域地质志全面揭示了全国区域地层、岩浆岩、变质岩、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地

球化学场特征，拓宽了深部地质和第四纪地质研究，为解决重大资源和环境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

一是首次建立了新一代动态地层区划，指导全国地层划分对比和调查研究；二是实测和收

集全国近年来获得的 5000 多个锆石年龄，发现和确定了一批重大岩浆事件，初步厘定了全国岩

浆岩年代学格架；三是提出了中国大地构造板块区划新方案，重新厘定了中国大陆不同陆块构

造性质、板块构造边界，并将中国大陆地壳发展划分为五大构造阶段；四是建立中国岩石圈构

造单元分区及中国东部岩石圈三维结构模型，深化了岩石圈性质、成因的认识。

（三）总结了若干重大地质规律，解决了一批与能源、资源、环境、地球

科学有关的重大基础地质问题

在地质志编纂过程中，在详细记录地质事实基础上，通过实际资料的归纳、分析，总结深

化了地质规律认识，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新发现，深入分析了地质演化、地质作用对成矿和环境

的制约因素，解决了一批重大基础地质问题。

一是洋板块地质学学术思想的提出和我国一批典型洋板块地层系统的厘定，深入阐述了造

山带的形成动力学机制，以及洋壳消亡、陆壳增生机制和造山带内矿产资源的形成、分布与板

块消减作用的关系，提出了俯冲－增生型造山带矿床分布时空规律和工作部署建议；二是厘定

了我国“成铁纪”时代为新太古代中－后期（2600 ～ 2500Ma），而非古元古代早期（2500 ～

2300Ma），为全国铁矿找矿评价提供了新方向；三是在京津冀地区建立了第四纪 7 个冰期、6
个间冰期和 1 个冰后期，10 次海侵、13 次海退的冰期和海陆演化进程，识别出北京西山新构造

运动存在 8 次隆升，提出沙尘暴的主要尘源来自北方不同类型的土壤和干涸的湖泊及河流沉积

物的新认识，深化了第四纪地质作用与气候变化的响应，活动构造特征和地质灾害形成机理研究；

四是重庆、贵州、湖南等开展了沉积岩和沉积作用的综合研究，全面系统论述了沉积盆地演化，

编制了岩相古地理图，为页岩气及沉积矿产的找矿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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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探索了区域地质填图的新模式

积极探索建立区域填图和研究紧密融合的新模式。

（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广泛应用新理论、新技术

一是要根据中国大陆地质特色，以板块构造理论和大陆动力学思想为指导，与国际地学研

究最新思维接轨；二是应用最新年代学测试技术和地球化学分析方法，以及数字填图、同位素

填图等新方法开展调查研究；三是按照大数据理念建立多学科海量数据库。

（二）及时梳理总结出重大问题，指导填图工作的部署和开展

一是对全国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提出的洋板块地质学学术思想在指导

造山带填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基本理清了全国地层古生物、岩石、构造等存在的重

大区域性地质问题，指导重大地质问题地区填图工作部署和专题研究内容设置。

（三）探索系列地质图件编制新模式

一是行政单元与地质单元编图相结合；二是不同比例尺系列图件编制相配套；三是综合编

图与学科编图共同开展。

（四）坚持区域地质填图和专题研究相结合

一是围绕重大需求和重大地质问题，按重要地质单元开展区域专题研究；二是在地质填图

中配套专题研究。区域重大地质问题和图幅紧密配合，攻克难题。

（五）建立地质所、大区、省地质调查院协同创新机制和多学科专家联合

攻关机制

一是创建了“1+6+32”的协同创新机制，地质所、大区、省地质调查院紧密配合；二是学

术造诣精深的科学家、经验丰富的区域地质专家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地质工作者紧密结

合，取长补短；三是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质制图、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和分支学科

专家协同作战，提高创新能力。

五、创建了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有机融合的示范

创建了以大项目机制促进调查与科学有机融合的示范。

（一）建立健全大项目组织机构和保障机制

一是成立协调指导委员会加强统筹协调和组织领导；二是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业务指

导；三是要成立项目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四是各项目均指定专人对接，确保了项目有序

顺利运行。

（二）创新大项目运行机制

一是通过试点取得经验，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工作指南和项目管理办法保障项目顺利运行；

二是省地质志、区域地质志和全国地质志三个层次编撰分批逐步推进；三是省级地质调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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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六大区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分别承担三个层次编志，集

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单位于一体。

（三）创建综合研究新方式

一是学科研究和综合集成相结合，分地层、构造、岩浆岩、变质岩、第四纪地质、同位素

地质年代学、深部地质等不同学科开展研究和编图，以区域地质为统领进行综合集成；二是专

题研究与总结编志相结合，在全面系统进行综合集成的同时，针对重大区域地质问题开展专题

研究。

（四）建立调查科研一体化的研究团队

一是贯彻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由院士领衔；二是明确分工和责任，全国地质志分别由各专

业学科带头人负责，区域地质志由大区区域地质专家负责，省级地质志由地质调查第一线的地

质工作者负责。既有一批经验丰富、学术造诣精深的专家，更有大量年轻的地质学家和研究生。

形成了以资深科学家为依托，以新理论、新认识为引领，理论联系实际，调查与研究紧密结合

的科研群体。

六、搭建了地球科学理论创新和科技人才成长的平台

搭建了大项目平台，促进地球科学理论创新和科技人才成长。

（一）搭建了促进地球科学理论创新的平台

一是搭建了地质所、六大区所、各省地质调查院协同合作机制；二是融合了全国地质编图

研究中心、国际前寒武纪研究中心、地层古生物协同研究中心、三维地质调查研究中心等多学

科科技创新平台，促进了基础地质多领域理论和认识的突破，推动了编图技术进步，提升了大

数据建设和服务水平。

（二）搭建了科技人才成长的平台

参与编志的既有区域地质人员，又有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质制图、计算机技术等多学

科和分支学科专家；既有一批经验丰富、学术造诣精深的专家，更有大量的年轻的地质学家和

研究生。一是针对发现的新问题和新认识，及时组织不同层次学者、专家召开野外地质考察研

讨会，现场对疑难地质问题提出解决意见；二是建立协同研究机制，组织召开重大地质问题研

讨会，解决接图等重大问题；三是组织特聘专家和有关学者进行各专业培训工作，使地质调查

人员深刻领会技术要求，提高综合研究和集成创新能力。

通过上述方式，以研究促调查，使年轻地质学家可以快速地充实基础知识，提高地质鉴别

能力，也使基层地质人员掌握了室内外研究实验技术和方法；各学科专家和一线基层地质工作

者发挥各自所长，互教互学，取长补短，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创新能力，形成了地质调查与科

学研究有机融合良好局面。培养了 600 余名学科性的和综合性的地质科技人才，形成了我国高

素质的编图和科研团队。其中 1 人入选国土资源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和中国地质调查

局百名青年地质英才培养计划，1 人获中国地质调查局“十大杰出青年”。2 人成为地质调查工

程首席和二级项目负责人。依托本项成果已发表高水平论文 52 篇，出版专著 14 部，获得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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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

七、“十三五”三项重点工作

“十三五”期间将继续加强该项工作，到 2020 年，将完成 32 个省级、18 ～ 20 个构造单元

和8类全国专业地质志，破解30～50个重大疑难地质问题，形成总字数约1亿的80～100部志书、

300 余幅图件的系列整装成果。

（1）完成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黑龙江省、浙江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四川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苏省和上海市 12 个省级区域地质志。

（2）完成祁连山、江南、三江、南岭、大兴安岭、秦岭－大巴山、武夷山等造山带，东南

沿海火山岩带，环渤海、东海、黄海、南海等海域单元和六大区区域地质志。

（3）在完成省级地质志和区域地质志基础上，开展全国区域地层、区域构造、区域岩浆岩、

区域变质岩、第四纪地质、同位素地质年代学、深部地质、区域地质 8 类区域地质志编制，深

化重大地质问题研究，建立全国数据库。

主要执笔人：李廷栋、张智勇、毛晓长、卢民杰、王涛、肖庆辉、陆松年、潘桂棠、丁孝忠、姚建新、

王永、万渝生、任留东、刘燕学、游国庆、管烨、刘勇、庞健峰等

主要依托成果：福建、江西、湖南、贵州、海南、安徽省、山东、陕西省、湖北、辽宁、河北、

台湾省区域地质志等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调

查局天津、南京、武汉、沈阳、西安、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调查

院等

主要完成人：李廷栋、张智勇、毛晓长、卢民杰、王涛、肖庆辉、陆松年、潘桂棠、耿树方、范本贤、

闵隆瑞、刘训、袁学诚、洪大为、王乃文、陈克强、杨明桂、葛肖虹、庄育勋、翟刚毅、于庆文、

邱士东、徐学义、邢光福、赵小明、赵凤清、尹福光、张立东、邢德和、牛志军、丁孝忠、姚建新、

王永、万渝生、任留东、刘燕学、游国庆、管烨、薛怀民、高林志、韩坤英、剧远景、迟振卿、

刘勇、张磊、庞健峰、黄志忠、李孙雄、张栓厚、张振利、王世进、徐维光、刘耀荣、戴传固、

陈树良、戴圣潜、王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