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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二次开发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建立 镍产业及资源信息系统 , 系统集产业、资源多
媒体信息为一体, 系统地分析世界、
中国、金川等地资源状况、产业布局、
产品结构和流向, 有效地
提高产业集度和辐射区, 推进行业科技进步和创新, 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依据和详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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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econdary deve lo pm ent o f G IS so ftw are platform, an in form ation system of n ickel industry and resource is established. T his system in corporates industry and resource m ultim edia in form ation in to an o rganic whole, wh ich system atically ana ly zes the resource state, the in dustry s overall arrangem en,t product structure and flow ing d irectio n in Jin chuan, Ch in a and the w orld. It im proves th e in tegrating degree and radiating area
of the industry effect iv e ly, advances scient ific and techno lo g ica l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and o ffers scient ific basis and accurate data to policym 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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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金川是世界著名的超大型多金属共生的硫化铜镍矿床, 其中已探明镍金属储量 550万 ,t 位居国内第
一、
世界同类矿床第三; 是采、
选、
冶、化配套的大型有色冶金、
化工联合企业, 也是我国最大的镍钴生产基
地和铂族金属提炼中心. 她的发展在中国及世界镍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镍产业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
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的镍产业及资源以金川为龙头, 金川公司镍产量占全国总产量 80% 以上. 我国现具有镍冶金及
合金产品种类达到 116种, 其中冶炼产品 9种, 化合物 14种, 镍合金 41种, 镍加工材料 50多种, 涉及到特
殊合金、
磁性材料、
新型涂镍复合材料、
形状记忆合金等方面.
为了充分发挥金川镍和其它有色金属的优势, 采用现代技术手段, 构建镍产业及资源信息系统, 实现
办公自动化、
手段现代化、管理科学化, 培养造就一支信息化专业队伍, 形成完善的镍产业及资源信息化标
准和网络体系, 将镍产业做强做大做实, 提高产业的集中度、
延伸产业链, 打造 航母 , 增强全球镍行业竞
争力, 镍产业及资源信息系统构建将起到推波逐浪的作用.

1 构建镍产业及资源信息系统的目的及意义
镍产业及资源信息系统构建就是利用 数字地球 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全球镍产业及资源多媒体信息
库, 在此基础上对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产业布局、
产品结构进行系统的规划管理和调整. 同时, 基于镍产业
及资源多媒体信息库, 拓展应用的领域.
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国外许多矿山企业就意识到企业的数字化管理与企业生产和决策之间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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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系, 尤其是在 1998年弋尔 ( AL. Gore)提出 数字地球 这一概念后, 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建设作为国
家的 国民经济信息化 和 国家信息化 建设的目标. 继 数字地球 概念出台后, 各国相继提出了 数字
化城市 、 数字化矿山 等概念. 国外许多国家率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矿山企业信息资源进行管
理, 生产矿床模型、
设计矿山采掘计划, 实施办公自动化. 国内外许多高等院所相继开展了矿山地理信息系
统模拟、
矿山定位等方面的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
应用二次开发地理信息系统建立镍产业及资源多媒体信息系统, 可实现图形、
影像、
音、
图表、
幻灯、
属
性等多元数据相结合的数据库, 产业、
资源、
地理等信息全部存储于计算机中, 实现数据分层, 信息成片存
储, 易于管理和查询, 以便快速浏览和观察多种数据、
空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 判断信息空间、时间和
属性特征, 建立一个总体的时空分布概念, 总结资源分布规律和产业集中度, 以及产品辐射区, 加速对资源
的勘查、
评价和产品结构调整, 实施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

2 镍产业及资源信息系统构建的基本思想
通过建立镍产业及资源信息系统, 在计算机上实现对空间对象及其相关属性的联合操作, 从而实现对
空间对象的空间和非空间信息的查询、
管理和分析. 在建立图形数据库时, 主要考虑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
据的关系: 空间对象即客观存在的实体或实体集, 其空间数据包括位置信息、实际存在且可区分的图形元
素、
拓扑关系等; 其非空间数据包括其属性特征, 如空间对象的抽象描述等, 是与空间位置没有直接关系的
代表特定涵义的数据. 空间数据与非空间数据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其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的关
系, 例如客观存在的实体与图形元素相对应等, 在进行图形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设计时, 给予考虑. 在镍产
业及资源多媒体信息库的基础上进行办公自动化的规划管理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以及提取对有利于企业
发展的有用信息进行组合、
重叠、
综合分析, 占领国际市场.

3 镍产业及资源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
利用二次开发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技术建立镍产业及资源多媒体信息库, 它可以为产品结构的调整
和市场销售、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规划管理提供直观、
快捷的结合系统和查询系统: 为有利于企业发展信息
综合解释、
提取和分析提供有力的技术手段和详实的资料. 因此, 它具有以下的功能:
3. 1 数字制图功能
通过建立基于二次开发地理信息系统产业及资源信息库, 可以方便、
快捷地实现查询区域的计算机制
图, 如图形的缩小、
线和弧段的转换, 对点、
线、面图元的一些修改操作等; 对属性进行编辑, 主要是对空间
数据和属性进行管理, 完成属性的添加、
删除和修改操作.
3. 2 数据管理功能
属性数据管理: 包括数据结构的定义、
数据编辑、
数据检索、
数据结构动态修改, 以及数据安全保护、
系
统维护等功能.
空间数据管理: 所有空间数据, 如图形、
图像信息都以一定的逻辑结构存放在图形数据库中, 既可以是
基于矢量的数据结构, 也可以基于栅格的数据结构, 或者是二者混合的数据结构. 在空间数据的采集和处
理过程中, 其管理的意义在于图形数据库既是信息的提供者, 也是处理结果的归宿者.
3. 3 空间分析功能
图形数据库提供了较多的空间分析功能, 其中叠置分析是最常用和有效的空间分析功能. 它实际上是
一种信息复合模型, 以叠置运算为基础, 将不同的专题内容空间信息叠置在一起形成一种综合信息, 帮助
资评人员判断、
分析相互的关系和有机联系, 确定有利信息.
3. 4 查询功能
它既可以是属性查询, 也可以是图形查询, 或者是图形

属性之间的交叉查询, 其查询方式包括: 分

层检索、
定位检索、
区域检索、
条件检索等.
3. 5 显示功能
在二次开发的软件平台上, 可集影像、
图片、
文字、
表格、
幻灯等为一体, 任意互换和显示、
修改和增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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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系统总体结构、
查询统计见示意框图, 如图 1、
图 2.

4 资源信息库的源数据、信息类别和结构
4. 1 图文信息库
1) 图件 产业分布图: 生产矿山、
选矿厂、
冶炼厂、
深加工地、产品结构和销售等图件; 镍地理矿产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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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分布图: 全球地理矿产分布图、
中国地理矿产分布图、
各省区地理矿产她质图、镍矿带地质矿产图、
金
川矿化集中区地质 (物探、化探、
遥感等图 ) 、
各矿区中段、
剖面、
纵投影图、
联想图等图件.
2) 文档资料 各种报告、研究成果、
表格等.
3) 影像、
图片、文字、幻灯等.
4. 2 信息类别和结构
一般是将产业、
地学相关信息分类为产业、
地学基础信息和专题信息. 地学基础信息是指在描述或分
析专题信息时经常用到的地学要素信息, 对此类数据信息分类数目的多少均以各种比例尺地学基础图式
为依据, 分类处理. 根据产业及资源评价的需要以及各类数据所能代表的信息类型和图层数据信息, 将各
类源数据分为信息类型和图层类型.

5 镍产业及资源信息库的基本工具
目前国内外开发应用于地质矿产资源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有: ARC / IN FO,
ARCV IEW, IGDS /M RS, T IGR IS, SPANS, MAP / IN FO, GEMMAP, ERDAS, MAPG IS, GEOSTAR, SUPERMAP,
C ITYSTAR 等, 其中 MAPGIS是中国地质大学自行研制, 并具有自主版权的大型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
台. 该软件在区域地质调查、
区域矿产资源与环境评价、矿产资源与矿权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
此, 采用该平台为二次开发软件平台, 构建镍产业及资源多媒体信息库.

6 实施方案及功能
1) 在二次开发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上构建镍产业及资源多媒体信息库, 并对其进行图文动态查
询和管理, 其步骤如下:
①空间数据的采集采用扫描矢量化输入建库;
②属性数据处理;
③系统集成.
2) 基于 G IS软件平台二次开发和研制 产业及资源多媒体地理信息系统 管理软件.
3) 系统地收集国内外有关镍产业及资源地质矿产、
产业分布、
产品结构、
地理、
矿山生产资料, 提取有
用信息进行归纳总结, 进行规划和管理.
4) 功能
①建成镍产业及资源多媒体信息库, 便于信息的查询、
调用、
更新和修改, 及管理;
②信息源共享及多途径显示、
输出、
分析, 实现动态化制图;
③集多元信息为一体, 实施动态规划管理;
④建成 多媒体地理信息系统 平台, 便于模块的增补和修改.

7 结束语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 构建金川镍产业及资源信息系统, 实施图 ( 件 ) 、
文 ( 档 )、音 ( 响 ) 、
像 (图
像 )、
幻 (灯 )、
表格等一体化信息工程, 系绕地分析世界、中国、
金川等地资源状况, 产业布局、
产品结构和
流向, 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 以便提高产业的集度、延伸产业链, 打造 航母 , 增强全球镍行业竞争力, 垄
断镍的国际市场, 镍产业及资源多媒体信息库构建将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依据和详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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