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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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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收集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剖面地质图 、地球物理解释图和综合解释图件等的基础上 , 首先针对断

面的特点进行总体设计;然后进行主题 、层和实体的划分及编码;最后利用 GIS 平台进行矢量化 , 完成空间数

据库和属性数据库的建立 ,从而建立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 GIS 的初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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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地学断面(g lobal geoscience t ransect ,

GGT)是国际岩石圈委员会(ICL)在北美大陆断

面完成结果的基础上 ,于 1985 年提出和设计的

200多条分布在世界各地穿过主要构造单元的地

学断面计划。地学断面是把已有的地质 、地球物

理和地球化学资料综合反映到一张图上 ,它是一

条长数百至数千 km ,宽 100km 的地质 、重力和磁

力的条带图 ,以及用于反映地壳或岩石圈的形成

和其后的改造过程 、演化至今的结构构造状态。

它包括索引图 、地质条带图 、重力条带图 、磁力条

带图 、实际材料图 、时空演化图 、地球物理解释图 、

地质解释图 、视极线曲线图 、地体构造演化图及地

球动力学模型图等。全球地学断面的目的在于通

过编制众多的跨越大陆边沿 、重点是大陆内部的

地学断面 ,以展示出岩石圈结构构造 、物质成份 、

演化和地球动力学特征 ,为资源预测 、地质灾害的

减轻和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

中国青藏高原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是国际

岩石圈计划中 GGT 在我国境内的 11 条断面之

一 ,也是我国承担的大断面中最早完成的一条。

它北起中国青海省格尔木市(北纬 36°25′,东经

94°35′),经昆仑山口 、沱沱河 、唐古拉山口和西藏

自治区的安多 、当雄 、拉萨到亚东(北纬 27°32′,东

经 89°00′),全长 1 400km
[ 2 ,3]

。

地学大断面积累了丰富的地质 、地球物理和

地球化学等综合资料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大陆岩

石圈结构构造 、地球动力学 、物质成份以及进行全

球不同地学断面的对比 ,有必要在已完成的地学

大断面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总结 、分析和综

合解释 ,进而建立中国乃至全球大陆岩石圈的三

维结构模型。而GIS 具有同时管理空间信息库 、

属性信息库以及进行空间分析和解释的特点 ,它

为我们对全球地学断面资料的综合解释乃至三维

结构研究提供了科学平台[ 4 ,5] 。

建立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 GIS ,无疑将对已

有资料的深化研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为该

断面同其他断面的对比研究 、分析 ,为中国大陆及

全球其他地学断面信息系统的建立和综合研究提

供一套标准和经验。

1　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 GIS 的总

体设计

　　根据地学断面的特点和目的 ,首先需要对亚

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 GIS进行总体设计 ,目的是使

整个 GIS 科学化 、合理化和经济化。图 1为系统

的结构框图 。由图可知 , 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

GIS不仅包括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的建立和

管理 ,而且还包括空间分析方法 。建立亚东_格尔

木地学断面 GIS 的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是

整个信息系统的关键 ,并且工作量巨大 ,而数据库

的合理与否又取决于主题 、层的划分命名和编码。

2　主题分层及层名称编码

　　尽管目前全球已完成了100多条地学断面 ,

　　收稿日期:1999_09_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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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 GIS 结构框图

Fig.1　The F ramewo rk of Yadong_Go lmud GGT GIS

但仍然未见有关地学断面信息系统建立的标准。

笔者根据《数字化地质图图层及属性文件格式》及

《全球地学断面数字化指南》等标准 ,研制了一套

岩石圈地学断面信息系统的编码标准 ,为建立中

国乃至全球岩石圈结构模型的三维 GIS 设置主

题和分层标准。

根据笔者制定的全球地学断面 GIS 编码标

准 ,首先对地学断面资料进行分层。分层管理是

GIS的重要特征 ,因此在数据库中将地质实体按

性质进行分类 ,同一类地质体被放在同一层上。

将数据层进一步复合 ,形成专题。一个专题对象

中包含一些层对象 ,这些层对象的组合可表达某

一个主题 。

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 GIS 每条地学断面划

分成面状主题 ,包括地质(平面和剖面)、构造 、重

力场 、磁力场和综合解释等主题;特征主题包括地

理 、断面位置 、图饰 、古地磁和地球物理综合解释

主题。此外 ,对于全国及全球所有地学断面还有

一个全国或者全球地学断面位置示意图主题或索

引图。对于每个主题 ,又分别划分成许多不同的

层和亚层。在 GIS 系统中 ,每个层或亚层均以一

个文件的形式存在数据库中。对于进一步划分为

亚层的主题 ,文件以亚层的形式出现。

对于断面域地质主题 ,首先根据不同大地构

造单元划分成不同构造单元层 。在每个构造单元

中 ,又划分出不同的岩性亚层。根据地学断面数

字化指南的要求 ,不同时代 、不同岩性的岩层采用

不同的颜色填充 ,所以 ,其划分原则为:不同颜色

划分成为不同的亚层 ,共分为 37个亚层 。

不同构造单元层中的断裂构造主要分成主断

裂亚层和次断裂亚层 。主断裂主要为大的构造单

元的分区界线 ,而其他断裂的性质将在属性数据

库中予以说明 。因为不同的地质体除了用不同的

颜色表示外 ,有时还用不同的符号加以填充 ,因

此 ,不同构造单元层中存在不同符号亚层。

地理主题共划分成 4个图层 ,它们分别为交

通图层 、地名图层 、地形图层及范围图层 。地理主

题只存在于 100km 宽的断面域中。断面位置主

题(对于 100km 宽的断面域)指的是断面相对于

条带的位置 ,而对于剖面图 ,主要以综合解释剖面

为基准 ,这时它相当于地理主题中的范围层 。

图饰层主要存放如地质构造单元的名称 、经

纬度等其他特殊图饰 。地质剖面主题同断面域地

质主题划分方式一样 ,由于古地磁的特殊性 ,其单

独划分为一个主题。

重力场和磁力场条带主题主要根据不同场值

和不同大地构造单元划分成不同构造单元场值

层。根据地学断面数字化指南的要求 ,不同场值

采用不同颜色填充。

地球物理解释结果分为 7层 ,分别为地震解

释结果层 、天然地震分布层 、大地电磁解释结果

层 、重力解释结果层 、磁力场解释结果层 、地热解

释结果层和边界及 MOHO 面层 。

各种工作方法测点分布主题又可划分成地质

采样层 、地震爆炸点层 、重力测点层 、磁力测点层 、

大地电磁测深测点分布图层 、地热测点分布图层

和古地磁采样点位层 。

综合解释剖面主题首先也是按照不同大地构

造单元划分成不同构造单元层 ,在每个构造单元

层中 ,又划分出不同的构造亲缘性亚层 。根据地

学断面综合解释的要求 ,不同构造亲缘性的地质

体采用不同的颜色和符号填充 ,所以 ,其划分原则

为:不同颜色和符号划分成为不同的亚层。同样 ,

不同构造单元层中的断裂构造主要分成主断裂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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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次断裂亚层 ,还有符号亚层和图饰层。

下面以笔者在 TITAN GIS[ 7] 上开发的 Geo

Trans GIS 三维 GIS 为例来说明该准则 。第 1位

为区位 ,由于全球地学断面共分 12个区 ,用以下

字母表示 ,非洲区“a” 、北美区“b ” 、中国_日本区

“c” 、南极区“d” 、欧洲区“e” 、北极区“ f” 、澳大利亚_

新西兰区“g” 、南美区“h” 、印度区“ I” 、中东区“ j” 、

东南亚区“k”和前苏联区“ l” 。第 2位为断面名称

位 ,用“q”表示“青藏高原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

第 3位也占 1位 ,为类别位。对于断面域条带图 ,

它分别为:“0”代表地质类层;“1”代表构造类层;

“2”代表重力层;“3”代表磁力层;“4”代表地理类

层;“5”代表范围类层;“6”代表断面位置类层;“7”

代表图饰层;“8”代表古地磁层。而对于剖面资

料 ,第 3位表示为:“0”为剖面地质类层;“1”为构

造类层;“2”为重力解释结果层;“3”为磁力解释结

果层;“4”为大地电磁解释结果层;“5”为地热解释

结果层;“6”为天然地震层;“7”为地震解释结果

层;“8”为综合解释结果类层;“9”为范围层;“A”

为标识层 。第 4 、5位用两位表示 ,对于有亚层的 ,

用来表示大地构造单元;对于无亚层的 ,用“00”表

示。第 6位至第 8位共 3位 ,对于地质类 ,用于表

示不同颜色岩性的地质年代 ,用地学断面图中图

例对应的名称字母表示;对于断裂构造类 ,主断裂

用“001”表示 ,次断裂用“002”表示;对于重力场和

磁力场 ,用 GG T 颜色索引值表示 ,也就是不同索

引值所对应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场的幅值 。对于地

理类 ,“001”为交通图层;“002”为地名图层;“003”

为地形图层;“004”为范围图层 。而在综合解释剖

面上 ,依据构造亲缘性来取 3位中的前两位 ,如大

洋“dy” ,岛弧“dh” ,盆地“pd” ,陆坡“ lp” ,陆台“ lt” ,

克拉通“ kl” ,裂谷“ lg”等 ,其他均以“ 000”表示。

第 9位至第 10位保留备用 ,以便进一步扩充 。对

于综合解释剖面 ,可以从第 8位至第 10位用于次

一级岩性的描述 。

对于层中的每一个实体 ,前 8 位的编码方式

和原则与层的命名方式和原则一致 ,即

国别 断面名称 类别名 构造单元 年代等

1位 1位 1位 2位 3位

第9 位占 1位 ,代表实体的类型 ,它们分别为:点

(D)、线(L)和面(P);第 10位至第 14位为不同类

型实体的序列号位 , 共占 5 位 , 由 “ 00001”到

“99999”表示。对于综合解释剖面 ,序列号位从第

11位开始。

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地质剖面图共分 37

层 ,以 cq0bh0k3 为例 , “c”表示中国_日本区;“q”

表示青藏高原地学断面;“0”表示地质;“bh”表示

巴颜喀拉地体;“0k3”表示晚白垩纪。综合物理解

释剖面图按构造亲缘性与岩性分为 33 类 , 以

cq8gddhgnt为例 , “c”和“ q同上;“8”表示构造亲

缘性;“ gd”表示冈底斯地体名;“ dh”表示岛弧;

“gnt”表示次生岛弧近海碎屑岩 ,此时用上备用

位。

3　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的建立

　　青藏高原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图首先用扫

描仪扫描图纸 ,形成图形文件 ,经过图像纠正等处

理后 ,进行地图的定位与定向。如对地下剖面图

选取 4 个注册点 ,分别为 p 1(0 , 0), p 2(0 , -90),

p 3(1 421.28 , 0), p 4(1 421.28 , -90);然后按编

码原则逐段逐层数字化 ,公共边只需数字化一次。

如另一层包含此边 ,则只需复制此边即可 。图 2

为Geo Trans GIS中数字化的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

面平面地质图 ,比例尺为 1∶2千万 。

　　完成数字化后 ,在 Geo Trans GIS 中 ,利用其

合并地图的功能 ,把 37层的地质条带图 、重力图

和磁力图 、地理图及剖面图的 37层 、地球物理解

释剖面图的 7层和综合解释剖面图的 32层等分

别合并为一个单独的条带地图文件和一个剖面地

图文件 。然后根据主题的划分规则 ,创建面状和

特征主题。如对于地质剖面图建立面状主题;对

于地球物理解释图按地球物理方法建立 5个特征

主题 ,分别为地震主题 、大地电测主题 、重力主题 、

磁力主题 、地热主题 。

利用 Geo Trans GIS 可自动建立多边形的拓

扑关系 。若有悬垂线与重叠线 ,则多边形拓扑无

法创建 ,首先需要完全处理悬垂线 、重叠线和无效

多边形 。经过这些步骤 ,整个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

面空间数据库就建立起来了。

空间数据与非空间数据的连接是通过标识码

连接而成的 ,也就是编码原则为每一个多边形添

加关键字。所有多边形标注后 ,在 Geo T rans GIS

中生成数据库关键字 ,进行空间库与属性库的连

接。然后建立属性数据表和数据库文件 ,并在其

中填加字段 ,如对于地质剖面图填加岩性 、构造单

元 、地质事件 、地质年代 、备注等字段。这样 ,一个

地物实体的字段就完整地创建到数据库文件中。

最后 ,在 Foxpro 中 ,把数据库文件在其中填加属

性 ,如 cq0sk00tp00001 ,它在数据库中的属性为:

dww_id 为 cq0sk00tp00001 , 构造单元为南昆仑 ,

地质年代为三叠纪 ,岩性为花冈岩。在所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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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输入后 ,整个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地质剖面

图的属性就完整地建立起来了。完成整个亚东_

格尔木地学断面所有主题 、层或亚层的属性数据

后 ,断面的属性数据库也就随之完成了 。

图 2　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数字化平面地质图

Fig.2　Geological Digital Map of Yadong_Golmud GGT

4　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 GIS 的初

步建立

　　在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空间数据库和属性

数据库完整建立后 ,可以根据总体设计增添地球

物理数据处理方法到空间方法库中 。这样 ,整个

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 GIS 就基本建立起来了 。

现在 ,可利用 Geo Trans GIS 对青藏高原亚

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进行解释 、处理和查询等工

作。这里以从属性到空间的查询来说明地学断面

信息系统建立的重要性 、简洁性。

在综合解释图中 ,可以按照关键字 、构造亲缘

性 、所属地体进行查询 。如要查询构造亲缘性为

碰撞的地物实体 ,只要输入 SQ L 语句 SELECT ＊

FROM ZHJS WHERE 构造亲缘性 =“克拉通” ,

即可实现查询 ,在图 3 中以阴影部分直观地标明

了克拉通实体在不同地体中的空间位置 。同时还

可调出相关区域空间地球物理场的特征 ,通过对

比分析 ,建立起地球物理场与地质实体的有机联

系。如从大地电磁的高导层来看 ,其连续性很好;

从视电阻率值的分布来看 ,其从几 Ψ·m 到几百

Ψ·m ,但相对于上 、下部的高阻来说 ,同样显示为

低阻;从整体来说 ,高导层是含溶液的滑脱层 ,局

部数值较低的高导层可能是局部熔融。如从构造

主题中可以看出 ,走滑断裂主要是呈东西向展布 ,

拉伸线理切割两期构造形迹 ,并形成碎粒岩及退

变质作用 。由于过滑及地幔物质向地壳渗透所造

成的横向流动导致局部引张 ,于是形成南北向的

现代活动构造 、小型的地堑和地垒。走滑的深度

越大 ,产状越陡 ,在莫霍面上形成滑动而造成莫霍

面成雁形排列 ,并使下地壳缩短增厚。

　　总之 ,利用亚东_格尔木地学断面空间数据库

与属性数据库为基础建立的 GIS 不仅能快捷地

综合各种资料 ,使分散的资料系统化 、标准化 ,使

地质 、地球物理等信息直观地显示 ,有利于进一步

的解释 ,而且使全国乃至全球的地学断面能够集

成于同一系统中 ,以便不同地学断面的对比分析

和全国及全球岩石圈结构 、构造 、物质成份和演化

的综合研究。

图 3　综合解释图中属性到空间的查询示意图

Fig.3　Attribute to Spatial Query in Synthetic Cro ss Sec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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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Yadong_Golmud Global Geoscience Transect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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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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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S Inst itute ,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 cience and Technology , 6 Ximinzhu St reet , Changchun , China , 130026)

Abstract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li thosphere structure of all continents in the wo rld , the In-

ternational_union Committee of Lithosphere , sponsored by dif ferent countries and organizat ions ,

set up g lobal geoscience t ransect (GGT)project which includes mo re than 200 transects crossed

major geological structures.In o rder to understand China continental lithosphere and i ts tectonic ,

structure ,dynamics and material composition ,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ifferent transects , and

improve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earth' s evolution and activity , the GGT GIS project was carried

into practice and was founded by China Natural Science Committee.Based on the geological infor-

mation , geophysical information , geographical and geophysical interpretation information , etc., a-

long the Yadong_Golmud transect , which is one of the eleven transects in China , the t ransect geo-

g raphic info rmation system w as established.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establishment pro-

cess of Yadong_Golmud transect under the Geo Trans GIS environment w hich w as specially de-

signed for global geoscience t ransect based on the TITAN G IS.It includes:designing the f rame-

work of the system ,making standard codes fo r at tribute and spatial database ,building the Yadong_

Golmud transect at tribute and spatial database.In the end , the ini tial interpretation is given to

show the importance and advantages of Yadong_Golmud global geoscience t ransect GIS.

Key words　GGT ;GIS;spatial database;at t ribut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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