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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重要盆地铀矿钻孔数据库设计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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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向铀矿地质调查对钻孔数据集成应用的需求，在对铀矿勘查涉及的煤田、油田及铀矿钻孔数据类型和特

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铀矿钻孔数据库进行设计，并基于C/S 架构开发了数据采集及成图系统，实现了对多源钻孔

数据的统一管理，提高了数据的使用效率。通过应用实践，铀矿钻孔数据库成果为铀矿调查及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

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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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

要，铀矿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型能源和战略物资，

其需求增长越来越快。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天

津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实施了“我国主要盆地煤铀等

多矿种综合调查评价”工作，以打破常规的跨越式勘

查理念，全面开展中国主要含煤盆地铀矿资源区域评

价。以可地浸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为指导，以成矿地

质背景和成矿地质条件为基础，寻找地浸砂岩型铀

矿找矿靶区为目的，利用“煤铀兼探”、“油铀兼探”的

新方法新思路，对煤田、油田钻孔资料进行“二次开

发”，开展勘查选区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地质资料 [1-2]。

随着砂岩型铀矿找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其对

地质资料的集成应用的需求非常迫切。为了加强铀

矿资料的统一管理及二次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地质

钻孔资料的作用，2015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的“北

方砂岩型铀矿调查工程”部署了铀矿钻孔数据库建

设工作，以北方重要盆地钻孔地质资料为数据资源，

首次大规模全面采集了钻孔资料属性数据，按照统

一的标准和要求,将煤田、石油、铀矿等类型的重要钻

孔资料，通过整理、扫描、数据类型转换、录入和集成，

建成钻孔数据库。

地质钻孔资料具有可被重复开发利用，能够长

期提供服务利用的重要功能。充分利用以前的地质

钻孔资料，能有效降低地质工作风险和重复投资造

成的资金浪费，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3]，我国北方重要盆地多年来积

累了大量的钻孔地质资料，但由于从事地质工作的

行业、部门繁多，也因行业分割体制、部门分割体制，

形成的地质资料信息分散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资

料需求者很难全面了解各个地区工作程度情况及相

关资料的分布情况，也使大量钻孔资料利用率较低

远远未发挥其本身的价值。此次钻孔数据库建设，

以我国北方盆地重要钻孔资料为数据资源，涉及多

个矿种，采用跨行业跨部门联合建库方式，旨在集成

北方重要盆地重要钻孔数据，将盆地主要工作区域

所包含的相关钻孔及地质资料进行集成管理并提供

服务。钻孔数据库其本身就是重要基础数据积累，

为铀矿调查研究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云的建设提

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另外，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尤其像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出现配合相

关定量地学模型、预测分析模型等，为这些资料的二

次开发利用及铀矿地质勘查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

这些新方法都需要钻孔数据库的支持。通过钻孔数

据库建设，能够为铀矿调查工程、盆地成矿研究提供

数据基础和信息技术支撑，另外对钻孔地质资料的

二次开发及后续利用意义重大。

由于建库资料具有多矿种、跨行业、时间跨度大

特点，铀矿钻孔数据库建库的主要问题及难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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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此次建库钻孔资料涉及煤田、石油及铀

矿三种不同类型钻孔资料且资料来源不一，资料年

代跨度时间大，具有跨专业、跨行业、时间跨度大的

特点，采用钻孔数据标准不统一，对应的属性结构也

存在差异，需要针对铀矿地质工作建立数据库模型，

统一数据标准规范。

（2）纸质资料数字化，早期的钻孔地质资料大部

分为纸质资料，建立钻孔数据库需要将大量纸质资

料进行数字化后才能完成入库，涉及大量的数字化

扫描及智能数字化工作。尤其是测井曲线的数字

化，高精度采集靠人为识别无法完成，需要机器自动

跟踪识别。

（3）需加强对钻孔地质资料的集成应用，以往数

据库建设往往从数据管理角度出发欠缺对数据库应

用方面的考虑，以致很多数据库建设完成后使用效

率低，造成资源浪费，数据库建设从最初设计就应从

数据应用角度出发，将数据库与应用系统结合起来。

本文从解决上述建库问题出发，重点介绍了数据库

设计及建库方法。

1北方重要盆地铀矿钻孔数据库设计
1.1数据库总体设计

北方重要盆地钻孔数据库，包含的数据对象主

要包括项目信息、工作区信息及钻孔资料信息，钻孔

资料又涉及煤田、石油及铀矿三类不同矿种的资料，

从数据采集阶段又分为野外调查施工钻孔采集、前

人钻孔成果资料回朔性采集。一般钻孔的数据成果

要经过野外施工采集、数据综合整理、钻孔综合柱状

图成图过程。由于此次建库涉及大量前人钻孔资

料，为实现不同阶段钻孔数据的管理及应用，采用以

需求为数据库设计的主要驱动，以钻孔综合柱状图

成果资料为建库主要数据对象，并采集野外调查施

工钻孔的重要原始数据，以实现不同数据源及不同

阶段数据的入库管理。另外，由于工作区信息及钻

孔信息本身具有空间位置特征，在数据库设计阶段

考虑了空间数据库的转换及应用。

数据库设计阶段考虑数据库应用需求，总体需

求包括为部署铀矿验证钻孔提供部钻依据，为盆地

铀矿成矿研究提供服务，需求细化主要包括：煤田及

石油钻孔曲线资料筛查、钻孔数据综合柱状图成图、

勘探线剖面图成图、区域目的层位顶底板构造图成

图、自然伽马等值线图成图、砂体等厚图成图、区域

砂体联通图成图、测井曲线数据分析、砂体三维建

模、资源储量估算等需求。

建库需求分析阶段，根据上述数据库系统应用

需求，采用自顶向下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确定建库数

据对象，逐层分解分析需求及数据，确定数据流图和

数据字典描述。模型设计阶段，在参考全国重要地

质钻孔数据库及核工业相关标准及规范基础上[4-5]，

采用基于面向对象技术的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建模语言，针对不同数据对象进行逐步细

化, 确定数据对象的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对

数据库关系模式进行映射,确定关系模式的属性和

码,并对表进行冗余控制调整, 使其达到合理的关系

范式。

数据库建设架构采取分布建设，集中汇总方式，

分布建设数据库使用Access数据库，汇总后的中心

数据库使用Oracle数据库，空间数据存储使用Geo-

database格式，见图1。Access数据库为传统关系型

数据库，属于轻量级文件级数据库，使用方便适合作

为分布式建设数据库，而中心数据库管理数据量大

且承担数据加工处理及分析，采用Oracle作为中心

数据库，由于数据库中工作区及钻孔本身具有空间

位置特征，在汇总过程中提取工作区及钻孔的空间

位置属性及基本属性自动生成空间元数据库，空间

数据库采用ArcGIS Geodatabase格式，也存储在Ora-

cle数据库中。

1.2数据库结构设计

1.2.1项目工作区结构设计

建库钻孔数据对象包括项目施工验证孔、收集

煤田孔、收集油田孔、收集铀矿孔，资料来源复杂为

图1 数据库架构图

Fig.1 Structure of th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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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数据统一应用及管理，钻孔数据管理按照所属

盆地、所属项目、所属项目工作区（筛查区）次序结构

管理。数据库包括项目、工作区信息表及钻孔属性

信息表共计31张数据表，其中项目及工作区信息采

集涉及项目基础信息、工作区信息、筛查区信息、矿

业权信息、工作量统计及铀矿基本化学分析项目六

张数据表（图2），实体属性如下：

（1）项目基础信息表：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项目

负责人、投入资金总额、项目开始结束时间、工作目

标、主要成果、主要矿种、工程布置图（扫描图件）、勘探

线剖面图（扫描图件）和样品分析结果表（扫描图件）。

（2）工作区基础信息表：工作区编号、工作区名

称、所属项目编号、所属行政区划、所属盆地、工作区

面积、主要矿种、磁偏角（度）、拐点坐标、坐标系、工作

开始日期、工作结束日期、矿权数量。

（3）筛查区基础信息表：工作区编号、工作区名

称、所属项目编号、所属行政区划、所属盆地、筛查区

面积、拐点坐标、坐标系。

（4）矿业权基本信息表：工作区编号、许可证号、

采（探）矿权人、矿权名称、矿权性质、矿种名称、有效

期、矿区面积。

（5）项目工作量统计表：工作区编号、钻孔数、钻

孔总进尺、水文钻孔数、水文孔总进尺、槽探数量、钻

孔综合测井数量、钻孔综合测井总进尺。

（6）工作区钻孔样品基本分析项目表：工作区编

号、矿种中文名称、矿种英文名称、品位单位。

1.2.2钻孔数据结构设计

钻孔属性信息是数据库核心数据，本文涉及建

库钻孔存在专业类型不一，资料完整性不同特点，既

有数据齐全的野外调查施工钻孔，但更多的建库钻

孔是只有成果图件的前人钻孔资料。在分析不同类

型钻孔柱状图数据特点基础上，针对回朔性建库钻

孔本文采取以钻孔综合柱状图成果图件为建库主要

对象，针对野外调查施工钻孔数据，补充不直接参与

成图的重要野外原始数据，从而开展该钻孔属性数

据结构设计。通过对不同类型的钻孔数据分析，发

现均属沉积型矿产的煤田、石油及砂岩型铀矿钻孔

基本数据组成非常接近，存在找矿目的层位不同但

观测型数据类型基本相同特点，解释型数据由于其

针对矿种不同故存在较多差异，在三种类型钻孔资

料中，又以砂岩型铀矿钻孔观测数据项最多。

在概念设计阶段首先分析不同类型钻孔数据实

体内容及格式的异同，从数据库应用需求出发对数

据进行抽象，确定钻孔观测与解释实体并确定相应

关系。参考钻探相关规范标准，并经过大量钻孔数

据对比分析，确定了砂岩型铀矿钻孔观测实体（表1、

表2）包括：地质编录岩性信息、地层分层信息、岩石

颜色信息、测井曲线信息、水文分层信息、钻孔样品
图2 项目工作区数据表逻辑结构图

Fig.2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data table of the project

work area

数据实体
地质编录岩性

地层分层
岩石颜色
测井曲线
水文观测
样品取样

岩芯物探编录
（γ、γ+β）
弯曲度测量
岩矿芯照片

测井解释岩性
测井解释结果

基本化学分析结果
综合柱状岩性分层

原始地质编录

类型
观测
观测
观测
观测
观测
观测

观测

观测
观测
解释
解释
解释
解释
观测

涉及矿种
铀、煤、石油
铀、煤、石油
铀、煤、石油
铀、煤、石油

铀
铀

铀

铀、煤、石油
铀

铀、煤、石油
铀
铀

铀、煤、石油
铀

采集来源
成果资料、野外调查
成果资料、野外调查
成果资料、野外调查
成果资料、野外调查
成果资料、野外调查
成果资料、野外调查

成果资料、野外调查

成果资料、野外调查
野外调查
成果资料
成果资料
成果资料
成果资料
野外调查

表1 建库主要数据实体及类型

Tab.1 Primary data entities and types

关系
项目

工作区
矿业权
钻孔
岩性
地层

岩石颜色
测井曲线
测井配置
采样信息

主码
项目编号

工作区编号
工作区编号、矿业权编号
工作区编号、钻孔编号

工作区编号、钻孔编号、岩性序号
工作区编号、钻孔编号、地层序号
工作区编号、钻孔编号、颜色序号
工作区编号、钻孔编号、测井序号

工作区编号、钻孔编号
工作区编号、钻孔编号、采样编号

表2 铀矿钻孔数据库部分关系的主码

Tab.2 Primary code of the uranium drilling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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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信息、弯曲度测量信息、岩芯物探编录（γ、γ+β）信

息、岩矿芯照片信息、其它属性信息（包括重要蚀变、层

理及其它沉积构造符号）；解释实体包括：测井解释岩

性信息、（矿段、异常位置）测井解释结果信息、基本化

学分析结果信息、综合柱状分层信息；硬岩性铀矿钻

孔又增加了标志面信息、裂隙描述信息、蚀变信息等

观测实体。对于建库需要采集的煤田钻孔及石油钻

孔中的观测及解释信息与砂岩型铀矿钻孔实体一致。

确定实体及关系后，在逻辑结构设计阶段完成

关系模式转换，本文将观测及解释关系全部合并到

对端的实体中，经过数据模型优化后，最终设计了25

张数据表，其中煤、油孔资料建库采集涉及数据表8

张，砂岩型铀矿孔回朔性采集涉及数据表15张，子项

目砂岩型验证孔（施工孔）建库采集涉及数据表 19

张，硬岩性铀矿钻孔回朔性建库采集涉及19张，硬岩

性项目验证孔（施工孔）建库采集涉及23张。钻孔属

性信息表主要属性字段及逻辑结构见图3。

2数据库采集成图系统
2.1数据库采集系统建设

本文采用铀矿钻孔数据库数据采集与成图系统

及测井曲线数字化软件，实现数据库数据采集。

开发实现了基于C/S架构的铀矿钻孔数据库采

集与成图系统，该系统（图4）提供了便捷、友好的数

据录入、编辑、定制格式批量导入、输出、数据查询、综

合柱状图成图和MapGIS格式图件转换等功能，使用

户能够方便、快捷地将数据导入到数据库中，并对数

据质量进行初步的检查。

钻孔综合柱状图是钻孔的重要成果，也是数据

库的重要应用之一，数据入库后系统可根据钻孔数

据，可由用户自定义选择绘图列，系统根据绘图列自

动调用数据库中的对应数据，自动生成矢量铀矿钻

图3 铀矿钻孔属性数据表逻辑结构图

Fig.3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uranium drilling attribut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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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综合柱状图并对图面进行编辑及输出转换。

2.2测井曲线数字化系统

测井曲线是非常重要钻孔数据，是进行钻孔数

据分析及二次开发利用的重要数据资源，在数据应

用过程中需要数字化的测井曲线数据，但在实际建

库过程中大部分钻孔资料缺失测井曲线原始数据，只

有测井曲线图片资料。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测

井曲线数字化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根据图片

自动跟踪扫描测井曲线并完成曲线到数值的转换。

使用测井曲线数字化系统（图5）实现对缺失测

井曲线原始数据的资料进行测井曲线的数字化采

集，用户通过导入测井曲线图片、标定测井曲线值域

及深度范围、拾取曲线颜色等步骤后，通过系统自动

追踪曲线及人工干预完成曲线追踪，转化为数值，最

终导入到采集系统中。

3数据库成果及初步应用
针对本文前述的建库主要问题，参考不同行业

标准，通过分析大量钻孔资料，结合应用需求，设计

了铀矿钻孔数据库结构模型并编制完成了建库技术

要求指导钻孔建库工作，并建设完成数据采集系统，

实现了数据标准化采集及测井曲线智能数字化。在

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础上，2015年全面开展

了北方重要盆地铀矿钻孔数据库建库工

作，涉及“北方砂岩型铀矿调查工程”中80

余个子项目，参与建库单位 50余个，2015

年度已完成建库钻孔5 000余个。

钻孔数据库阶段性成果已初步应用于

盆地铀矿成矿研究、三维地质建模等方面。

（1）二维平面图绘制，利用钻孔数据库，

可自动生成区域井位分布图、各种等值线

图，顶底板构造图、厚度图及储层物性（岩

性、孔、渗、饱等）图等，通过多种网格化算法

和变差模型，支持图层间的叠加和对比。

（2）各类钻孔图件绘制，快速生成单井

综合柱状图、连井剖面图，删状连井剖面图

（图6）从而进行地层、岩性及储层的对比。

（3）利用钻孔数据库开展了盆地区域的

三维建模，将目标层顶底板构造、区域连井

剖面及钻孔砂体数据、测井曲线数据及二

维地震数据作为建模地质属性约束条件，

构建盆地区域砂体三维模型（图7），矿层三

维模型等，可以为盆地成矿研究及工作部

署提供支撑。

（4）利用钻孔数据配合地震数据进行

时深、深时校正对比分析。提取矿层位置

及属性信息，进行资源储量估算。

4总结
本文面向铀矿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的

应用需求，在对各类钻孔资料数据进行分

类整理的基础上, 对钻孔数据库进行设计,

开发实现了C/S架构数据库采集及成图系

图4 铀矿钻孔数据采集及成图系统界面

Fig.4 Operation interface of uranium drilling data acquisition

and mapping system

图5 测井曲线数字化采集系统界面

Fig.5 Interface of well log digital acquisi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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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实现了对数据的统一管理，提高了数据的使用效

率，并已经开始应用铀矿钻孔数据库阶段性成果为

铀矿调查及研究提供服务。下一步将进行数据库应

用服务平台的建设，加强数据的综合应用及分析，进

一步提升数据库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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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砂体联通剖面图

Fig.6 Cross section of sand body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uranium mine drilling database of the
important basins in North China

ZHOU Xiao-xi, CHEN An-Shu, DENG Fan, YANG Jun, WANG Xin-Hua

(Tianjin Center,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for integrated drilling data application of uranium geological

survey,through analysis of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and oil, uranium drilling datal data, the design of

uranium mine drilling database is performed.Then a uranium mine drilling data acquisition and mapping system

is developed in C/S framework,the system can provide management of multi-source drilling data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data usage.Duning parctiacl application, uranium mine drilling database began to provide

important data foundation for the uranium survey and research.

Key words: uranium; drilling; database design

图7 盆地砂体三维模型

Fig.7 3D model of basin sandst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