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１２ 卷

第２期

矿

产

勘

Ｖｏｌ．１２

查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Ｎｏ．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１

基于 ＤＧＳＳ 的探矿工程库手动录入探槽
数据的方法
葛家昆１ ，郝文俊２
（１ 安徽省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安徽省地质资料馆） ，安徽 合肥
２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安徽总队，安徽 合肥

摘

要

２３０６０１；

２３００８８）

探矿工程数据编录系统（ ＡｏＰＥＤａｔａ） 作为数字地质调查系统（ ＤＧＳＳ） 一个子系统，能够实现对“ 槽井坑钻”

４ 类重要探矿工程的野外数字化编录和自动入库等功能，然而在探槽编录过程中存在操作繁琐、适用性不
强等问题，导致一些地质工作者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纸质记录方法进行探槽工程编录，这些编录数据就
需要人工录入探矿工程库，笔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运用探槽工程点批量导入、ＡｕｔｏＣＡＤ 自动成图和编录
数据批量入库等手段，总结了一套较为简单可行的探槽编录数据录入探矿工程库的方法，供地质工作者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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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地质调查系统 ＤＧＳ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ｙｓｔｅｍ） 的不断完善迭代，该系统已逐渐

发展成 为 国 内 主 流 的 地 质 调 查 软 件 系 统 （ 刘 锋，

２０１５；王玉杰等，２０１９；高亮，２０１９；张玉辉，２０２０） ，被

广泛应用于各类地质调查工作中（ 张克信等，２００７；
孙羽等，２０１４；吴志春等，２０１５；曾瑞垠等，２０１８） ，其
功能几乎涵盖了整个地质调查工作的内容（ 李丰丹

等，２０１５； 杨 帅， ２０１５； 董 斌 斌 等， ２０１８； 杨 星 辰 等，

２０２０） ，其中探矿工程数据编录系统（ ＡｏＰＥＤａｔａ） 作
为该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对“ 槽井
坑钻”４ 类重要探矿工程的野外数字化编录 （ 李超

岭，２０１１；曾瑞垠等，２０１８） 。 编录数据导入数字填图
综合服务平台（ ＤＧＳＩｎｆｏ） 的探矿工程库中，经适当修
改和整饰即可完成相关探矿工程数据的入库工作
（ 王国强，２０１５） 。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并不像理论

对探槽工程的轮廓、分层、刻样、产状等数据分别测
量（ 李超岭，２０１１） ，尤其对同一条分层界线需连续
不间断的测量，这种编录方法相较于传统的纸质记
录编录方法在操作上和逻辑上都过于繁琐和复杂；
其次，该编录系统略显机械生硬（ 严枫，２００９） ，对于

分层界线复杂多变的探槽工程的编录远不如传统方
法灵活高效；另外，现阶段在项目检查和验收的过程
中，专家往往更倾向于检查和验收纸质编录的原始
地质资料。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地质工作者往往更
倾向于使用传统纸质记录方法进行编录。 探矿工程
库作为地质矿产调查数据库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李莉等，２０１３） ，为了保证数据库的完整性，必须
将纸质编录的探槽数据人工录入探槽工程库，但是
在数据人工录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步骤繁多、人员
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笔者结合工作经验，针对探槽数
据人工录入探矿工程库总结了一套较为简单高效的
方法供广大地质工作者参考。

上这般简单高效，以探槽工程编录为例，主要存在如
下问题：首先，在探槽工程野外编录的过程中，需要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１８
［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项目（ 编号： ＤＤ２０１９０８１７、ＤＤ２０１９０４１１） 资助。
［ 第一作者简介］ 葛家昆，男，１９９０ 年生，硕士，从事区域（ 矿产） 地质调查、地质资料管理等工作； Ｅ－ｍａｉｌ： ｇｉａｋｕｅｎ＠ ｑｑ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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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探槽工程数据入库前需要完成编录数据整理及

成图和探槽工程点入库两步准备工作，这两项工作
都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例如探槽素面图成图可以

在数据入库之后自动生成轮廓（ 王国强，２０１５） ，也

可 以 直 接 使 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 一 次 性 成 图 （ 张 玉 华，

２０１３） ；探槽工程点录入可以逐个添加，也可以批量
添加，笔者主要介绍操作上更加简单高效的后者。

１ １

数据整理及成图
编录数据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将探槽的导线、地

形、基岩、分层、产状等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 表中，然后利

２，然后设置 Ｘ、Ｙ 坐标在 Ｅｘｃｅｌ 表中所在的列，此时

要选择由工程测量获得的精度更高的“ 测量坐标” ，
而不是由掌机自动采集的“ 手工坐标” ，即分别为 ２５

和 ２６ 列，最后点击“ 导入” （ 图 １） ，所有的探槽点就
会全部投影到探矿工程库中（ 图 ２） ，但是此时的探

槽点子图方向均为 ０°，需要重投影后才能匹配相应
的导线方位角，可以通过点击“ 探矿工程数据 → 工
程点批量重投影 → 探槽” 的方式批量重投影，也可
以逐个点击完成重投影。 另外，探槽的基本信息属
性也会一同导入“ ＴＣ” 图层，点击“ 探矿工程数据 →
编辑工程点 → 探槽” ，可以实现信息的浏览和修改
（ 图 ３） 。

用 Ｅｘｃｅｌ 分别计算出地形线、基岩线和槽底线的各
个节点的相对坐标，然后利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 的多段线命
令快速生成探槽的轮廓（ 杨利容等，２０１１） ，再按要
求填充花纹、补充图名图例等必要的图面要素，完成
探槽素描图的制作。

１ ２

探槽工程点入库
图１

（１） 导出探槽基本信息表

首先打开数字地质调查信息综合平台（ ＤＧＳＩｎ⁃

Ｅｘｃｅｌ 数据投影参数设置示意图

ｆｏ） ，进入“ 探矿工程库” ，然后在左侧文件列表框中

勾选“ ＴＣ” 图层使之处于当前编辑状态，然后依次点

击“ 工具→ 图层属性导出 Ｅｘｃｅｌ → 选择点 → 确定” ，
导出表格后保存备用。

（２） 探槽基本信息表数据录入

导出的表格共有 ３９ 个属性字段，这些字段名称

均为英文 和 字 母 代 号， 每 个 字 段 的 中 文 名 称 可 在
《 矿产地质调查数据库建设工作细则》 （ 以下简称细

图２

则） 的探槽地质编录子库中对照查看，按照细则中
对每个属性字段的约束条件和填写规范将所有探槽
工程数据依次填入，需要注意的是细则中约束条件
为“ Ｍ” 的属性字段为必填项，因此必须将相应数据
填写完整，其他属性字段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尽量
填写。

（３） 探槽工程点导入探矿工程库

采用探槽工程点批量导入的方法，具体操作如

下：进入探矿工程库，在左侧文件列表中选择“ ＴＣ”

图层，依次点击“ 工具 → Ｅｘｃｅｌ 点位导入” ，在弹出的

２

探槽工程点导入效果图

数据录入
数据录入工作需要将探槽的导线、轮廓、分层、

产状、刻样等数据全部录入系统，具体方法如下：点
击“ 探槽工程数据→编辑工程数据库 → 探槽” ，然后
点击需要录入的探槽工程点，系统会提示是否新建

对话框，选择“ 是” 则进入数据录入对话框（ 图 ４） ，
下面笔者分别介绍各项数据的录入方法。

对话框中选择编辑好的探槽基本信息表，然后点击

“点图元参数” 设置子图编号 １０４７，高度和宽度均为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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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添加”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图 ５） 输入探槽工程
的导线信息，若有多条导线则依次点击添加即可。

轮廓库录入
轮廓数据建立在导线数据的基础之上，即在输

入轮廓数据之前要先在导线列表中选择相应的导
线，然后再点击“ 轮廓库 → 添加” ，在弹出的对话框
中按细则要求输入轮廓数据。 由于一条探槽的轮廓
数据往往较多，为提高数据录入效率可采用批量导
入的方法，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在探槽地质数据录入
对话框中（ 图 ４） 点击“ 打开数据库文件” 打开储存

图３

图４

４２４

２０２１ 年

查

探槽数据库的 Ａｃｃｅｓｓ 文件； 打开 “ ＴＣ ＿ Ｓｈａｐｅ” 数据

导线库录入
在探槽地质数据录入对话框中（ 图 ４） 点击“ 导

２ ２

勘

探槽基本信息表

探槽地质数据录入界面

表，由于 Ａｃｃｅｓｓ 的操作不便，需将 ＴＣ＿Ｓｈａｐｅ 表导出
为 Ｅｘｃｅｌ 表再进行编辑，要注意的是导出表时一定
要勾选“ 导出数据时包含格式和布局” ，然后在 Ｅｘ⁃

ｃｅｌ 表中将探槽的轮廓数据拷贝进去，保存后再导入
Ａｃｃｅｓｓ 表，此时在轮廓库列表中就可以显示导入的
轮廓数据（ 图 ６） ，点击“ 素描图” 系统会自动生成探
槽素描图轮廓（ 图 ７） ，根据素描图可以验证导线数
据和轮廓数据的正确性。

２ ３

分层库录入
录入分层数据前同样要先选择分层位置所在的

导线号，然后点击“ 分层库→添加” 进入分层数据录

图５

探槽导线数据录入界面

图６

探槽轮廓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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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槽素描图轮廓素面图

图８

分层界线数据录入界面

图９

分层数据各参数示意图

入界面（ 图 ８） ，数据录入时各个参数所代表的含义
如图 ９ 所示，其中的 Ｘ１ 和 Ｘ２ 分别为分层界线起点

和终点在导线上投影的导线斜距，Ｙ１ 和 Ｙ２ 分别代
表分层起点和终点投影到导线上的铅垂距离。 Ｘ１１

为分层界线在槽壁共用边上的交点投影到导线上所
对应的导线斜距，Ｘ２２ 为分层界线与另一侧槽底交
点投影到导线上所对应的导线斜距。 当分层数据不
多时可以直接在分层数据录入界面直接编辑录入，
若数据较多时则可采用与批量导入轮廓数据相似的

方法，即在 Ｅｘｃｅｌ 表完成分层数据批量录入，再一次
性导入 ＴＣ＿Ｓｌａｙｅｒ 表。 需要说明的是，当分层界线
不规则，即有多个拐点时，编录时需要测量每个拐点

的数据，数据录入时同一条界线应该分段逐段录入，
并且分层号应一致；另外在录入数据时“ 计算交点”

不能勾选（ 图 ８） ，其对应在 ＴＣ＿Ｓｌａｙｅｒ 表中的字段名
为“ ＣＡＬＰＮＴ” ，将该属性值设为 ０ 即可。 数据录入
完毕点击“ 素描图” 按钮，重新生成素描图以验证数
据录入的正确性。

２ ４

其他数据录入
探槽编录数据录入除上述导线、轮廓和分层数

据外，还包括产状、采样、刻槽样、照片等数据的录
入，关于这些数据的录入方法，基本按照细则的相关
要求录入即可，当有数据量较大样品库或刻槽样时，
也可以采用上述 Ｅｘｃｅｌ 表数据批量导入 Ａｃｃｅｓｓ 表的
方法快速录入。

３
３ １

素描图导入
图件格式转换
本次采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 自动成图方法制作的探槽

素描图为∗ ｄｗｇ 格式，该数据格式并不能被 ＤＧＳＳ

直接兼容读取，需要两次格式转换（ 图 １０） ，图件才
能导入探矿工程库。 具体操作如下：先将制作好的
∗ ｄｗｇ 格式素描图在 ＡｕｔｏＣＡＤ 中另存为 Ｓｅｃｔｉｏｎ 能

够读取∗ ｄｘｆ 格式（ 邱春霞和赵征远，２０１１；黄志伟，

２０１９） ，需要注意的是在转换之前要将素描图中的
岩性花纹分解，否则 Ｓｅｃｔｉｏｎ 读取后岩性花纹将不能
显示。 另外，在另存∗ ｄｘｆ 格式文件时要选择 Ａｕｔｏ⁃

ＣＡＤ２００４ 及以前的版本，否则 Ｓｅｃｔｉｏｎ 读取后文字会
变成乱码（ 轩慎英和郑洁，２０１７） ；然后打开 Ｓｅｃｔｉｏｎ

并新建文件，点击“ 辅助工具 １→ 打开外部数据 → 读
取 ｄｘｆ 文件” ，选择 ｄｘｆ 文件，读取成功后对图面进行
适当整饰，保存点、线、区和工程文件备用；ＭａｐＧＩＳ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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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图件与 ＤＧＳＳ 之间仍然需要一次转换，转换时

高亮．２０１９．浅谈数字区域地质调查系统技术研究分析［ Ｊ］ ．世界有色

是，使用转换工具时需关掉 ＤＧＳＩｎｆｏ 主程序，否则可

黄志伟．２０１９．ＡｒｃＧＩＳ、ＭａｐＧＩＳ 及 ＣＡＤ 矢量图形数据之间的无损转换

需要用到 ＤＧＳＳ 内置的数据转换工具，需要注意的
能会出现转换失败或软件崩溃的情况，转换时选择

“转换 ＭａｐＧＩＳ 工程” ，再选择需要转换的工程和转
换后的文件保存路径即可完成数据转换工作。

金属，（１８） ：２５６－２５７．

方法与技术实现［ Ｊ］ ．矿产与地质，３３（５） ：９１５－９２４，９３２．

李超岭． ２０１１．数字地质调查系统操作指南［ Ｍ］ ．北京：地质出版社．

李丰丹， 李超岭， 吴亮， 李健强， 吕霞． ２０１５． 大数据环境下数字填
图数据集成服务技术［ Ｊ］ ． 地质通报， ３４（７） ：５０－５８．

李莉，庞迎春，杜小红．２０１３．数字地质填图数据库资料的接收验收技
术要求［ Ｊ］ ．华南地质与矿产，２９（４） ：３３５－３４３．

图 １０

３ ２

刘锋．２０１５ ．数字地质填图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Ｊ］ ． 地球， （ ３） ：１６１

素描图入库流程

－１６１，１６３．

邱春霞，赵征远．２０１１． ＣＡＤ 数据与 ＭＡＰＧＩＳ 数据格式共享研究［ Ｊ］ ．
西安科技大学学报，３１（２） ：１８８－１９３．

孙羽，李永军，韩鑫，徐磊．２０１４．数字区域地质填图系统 ＤＧＳＳ 中图切

图件导入

剖面的成图方法与技巧［ Ｊ］ ．新疆地质，３２（３） ：４１５－４１９．

图件格式转换完成就可以导入探矿工程库的

王国强． ２０１５． 数字地调系统中探槽编录及成图方法与技巧［ Ｊ］ ． 科

体操作方 法 如 下： 打 开 探 槽 地 质 数 据 录 入 主 界 面

王玉杰， 王磊， 鲁佳， 刘洪亮， 陈腾， 李建旭． ２０１９． 数字填图软件在

“ 自定义素描图” 中，完成探槽素描图入库工作。 具
（ 图 ４） ，点击 “ 自定义素面图” ， 在弹窗中点击 “ 增

技通报， ３１（５） ：３６－４０．

实测地质剖面填图中的应用［ Ｊ］ ． 矿产勘查，１０（７） ：１６４５－１６５０．

加” ，在弹窗中输入“ 图件序号” 和“ 图件名称” ，然后

吴志春，郑翔，张洋洋，罗建群，侯曼青．２０１５．数字地质填图数据构建

会自动将素描图文件拷贝到相应探槽工程文件夹的

轩慎英，郑洁．２０１７．ＭａｐＧＩＳ 与 ＡｕｔｏＣＡＤ 数据转换浅析［ Ｊ］ ．测绘与空

图” ，在弹窗左侧列表中选择素描图，点击“ 显示素

严枫． ２００９．１ ∶ ５ 万数字地质填图及某些问题的探讨［ Ｄ］ ．成都：成都

点击“ 选择图件路径” ，双击素描图工程文件，系统
ＳｅｌｆＳｋｅｔｃｈ 目录下，并建立索引。 点击“ 自定义素描
描” 可以浏览导入的图件。

４

断层面的方法［ Ｊ］ ．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学报 （ 自然科学版） ，３４
（１１） ：１２６４－１２７０．

间地理信息，４０（４） ：１５７－１５９．
理工大学．

杨利容， 赖德军， 罗娟． ２０１１． 基于 ＡｕｔｏＣＡＤ 实测地质剖面数字成图
关键技术［ Ｊ］ ．物探与化探， ３５（２） ：２６１－２６４．

结论
笔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总结了一套较为简单的

探槽编录数据手动录入探矿工程库的方法，主要通
过批量投影探槽工程点、ＡｕｔｏＣＡＤ 自动生成探槽素
描图、探槽轮廓和分层数据批量导入等手段，提高了
采用传统方法编录形成的探槽数据入库的效率。 这

杨帅． ２０１５．数子地质填图技术探讨及其在战备村幅区域地质调查中
的应用［ Ｄ］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

杨星辰， 叶梦旎， 叶培盛， 蔡茂堂， 娄玉行， 张绪教， 刘浩． ２０２０． 地
质调查成果信息化建设方法探索———基于数字填图技术［ Ｊ］ ．地
质力学学报， ２６（２） ：２６３－２７０．

曾瑞垠， 秦秀峰， 邓小华， 谭康雨， 黄建业， 詹勇． ２０１８． 数字填图技

术在矿产地质调查工作中的应用———以新疆卡拉塔格整装勘查

套方法能够避免使用探矿工程数据编录系统（ Ａｏ⁃

张克信，李超岭，于庆文，朱云海，张智勇，葛梦春，林启祥．２００７．数字

大程度上节约宝贵的野外工作时间，同时也能避免

地质填图技术中的数字剖面系统 ［ Ｊ］ ． 地层学杂志， （ ２） ：１５７ －

ＰＥＤａｔａ） 在野外编录探槽工程时的繁琐操作，能很

区为例［ Ｊ］ ．矿产勘查， ９（２） ：３２８－３３３．

１６４．

因为使用 ＤＧＳＩｎｆｏ 制作探槽素描图，尤其是填充岩

张玉华．２０１３．槽探素描图 ＡｕｔｏＣＡＤ 数字化成图［ Ｊ］ ．中国新技术新产

是这套方法也有一些弊端，比如步骤繁多，需要一定

张玉辉．２０２０．数字地质填图在地质矿产调查中的应用［ Ｊ］ ．西部资源，

性花纹时，人机交互体验差和操作不便等麻烦。 但
的学习成本等，广大地质工作者可以结合实际工作
需要斟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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