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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试点城市之一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multi-element urban geology 

survey cities

一、项目概况 Project Overview



城市三维地
质结构综合

调查

多门类自然资源
综合调查

生态地质环境调
查与监测

城市地质大数据
信息服务与决策
支撑平台建设

城市地下空间
探测与地质适

宜性评价

1. 查明基础地质条件，进行地下空间精细探

测与评价，服务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与安全

利用，打造示范基地。

2. 查明城市地下全空间要素，聚焦解决城市

发展面临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支撑服务自然

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3. 构建地质大数据信息服务与辅助决策支撑

平台，服务城市智慧建设。

4. 健全地质资料汇交、成果应用与数据共建

共享体制机制，服务城市高质量绿色发展。

Four goals Five tasks

一、项目概况 Project Overview



杭州地质信
息平台建设
总体目标

搭建杭州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可
视化平台，实现地表实体模型、三维地质模型、构（建）
筑物模型、管线（网）模型等多源、异构、海量模型数据
的一体化集成管理、三维可视化和共享服务，支撑杭州地
下的“透明化”（表达可视化、分析可视化、过程可视化、
决策可视化），为杭州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全面
、权威、及时、便捷的基础地质信息支撑，助力智慧杭州
建设。

一、项目概况 Project Overview

General target of Hangzhou 
geology information platform



n 示范区范围

钱江新城一期，西起清江路

，东至京杭运河；北起钱江

路，南至钱塘江，面积约4平

方公里。

       

一、项目概况 Project Overview

Range of demonstration area



n 收集各类资料

地质钻孔、地面三维模型、

地下管线、地下停车场

n 三维激光扫描

奥特莱斯、洲际酒店地下停

车场

n 召开专题会议

一、项目概况 Project Overview

Collect all kinds of data

3D laser scanning

Hold thematic conference



n数据来源
地理信息中心：地表手工模型

数据，地下建筑设计或竣工图

，地下管线，地下商场、停车

场二维数据。

地铁集团：地铁BIM模型 

城建档案馆：工程勘察报告

项目组：实际测量

一、项目概况 Project Overview

Data source



地下管线 地下停车场

地铁站地下商场

一、项目概况 Project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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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科技城水文地质三维结构模型

未来科技城第四系三维结构模型 未来科技城工程地质三维结构模型

承压含水层

2-1层软土层

6-3层砂砾层

潜水含水层Qhzh3

Qp3d1

重要地质体构建：

Quaternary 3D structure model of Future technology town Engineering geology 3D structure model of Future technology town 

Hydrogeology 3D structure model of Future technology town 

二、三维地质建模与评价—三维地质结构建模
3D geological modeling and evaluation—3D geological structure modeling



Ø三维地质属性模型—结构模型离散化

    以确定性三维地质结构模型为约束，基于物探精细化探测成果，采用三维克里格、反距离权重、序贯

高斯等一系列算法开展随机建模和插值研究，实现地质属性参数的三维立体化模拟。

三维克里金插值流程

二、三维地质建模与评价—三维地质属性建模
3D geological modeling and evaluation—3D geological attributive modeling

discretization of structural model



钱江新城二期含水量三维属性模型

钱江新城二期地基承载力三维属性模型

未来科技城压缩模量三维属性模型

未来科技城内摩擦角三维属性模型

二、三维地质建模与评价—三维地质属性建模
3D geological modeling and evaluation—3D geological attributive modeling

3D water content attribute modeling of Qianjiang new town 

3D bearing capacity attribute modeling of Qianjiang new town 

3D compression modulus attribute modeling of Future technology town 

3D Internal friction angle attribute  modeling of Future technology town 



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

二、三维地质建模与评价—三维地质评价
3D geological modeling and evaluation—3D geology evaluation

AHP+F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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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地上数据 

ü 倾斜摄影模型 ü 传统手工三维模型

三、地上地下一体化—数据类型与模型构建
Integration of ground and subsurface—data type and model construction

Ground data

slope photography traditional handmade 3D model



根据提供的二维矢量数据(包括DWG、SHP文件等)和相关三维属性信息，

以二维平面图为基础，通过拉升、延展等变换自动形成三维矢量模型。

三维模型的处理和转换主要包含坐标转换、模型贴地和

模型发布三个环节。

ü 地下空间设施三维建模

p地下数据

三、地上地下一体化—数据类型与模型构建
Integration of ground and subsurface—data type and model construction

3D modeling of subsurface facilities

Subsurface data



地表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DLG、DEM和DOM）

地表手工三维模型
（倾斜摄影模型）

地下空间设施手工三维模型

地下空间设施矢量三维模型

BIM模型

城市地质三维结构模型

地下管线数据

城市地质三维属性模型

三、地上地下一体化—数据存储与融合

海量异构数据

Integration of ground and subsurface—data storage and fusion

Massive heterogeneous data

BIM modelbas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manual 3D model of the surface
(slope photography)

manual 3D model of subsurface facilities

vector 3D model of subsurface facilities

3D structure model of urban geology

3D attributive model of urban geology

Subsurface pipeline data



地上地下一体化数据组织
存储与融合

地上地下一体化的实现 地理时空数据

地上
传统
三维
模型

BIM
模型

倾斜
摄影
测量
三维
模型

DEM 地表
影像

地下
空间
设施
模型

三维
地质
模型

……

将不同类型的数据分别进行分级、切片存储，并采用了基于地理坐标系

的四叉树、八叉树划分的空间索引技术，同时利用三维立体网格剖分技术，

将地上地下全空间剖分为多层级、多尺度的立体网格，并为所有立体网格建

立全球唯一的网格编码，以立体网格单元为基础，把多元、多尺度、多语义

、多模态等特征的地上地下全空间大数据映射到统一空间，构建统一时空基

准下的时空对象关联关系，提高数据查询检索效率。

三、地上地下一体化—数据存储与融合
Integration of ground and subsurface—data storage and fusion

realization of integration of ground 
and subsurface



融合基准面确认 地质模型与地下空间设施模型融合 模型空间校正

三、地上地下一体化—数据存储与融合
Integration of ground and subsurface—data storage and fusion

confirmation for fusion datum integration of geological model and 
underground space facility model

space correction fo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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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服务示范

01

02

03

04

地下空间精细管理

重大工程建设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

城市安全运维

05 地下空间开发三维评价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 

Fine management for underground space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Major project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city safety 

3D evalu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四、应用服务示范—地下空间精细管理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查询统计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fine management for underground space

Query and statistics for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四、应用服务示范—地下空间精细管理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fine management for underground space
 



四、应用服务示范—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

地上地下协同规划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collaborative planning from ground and subsurface



地
上
地
下
一
体
化
剖
切

地下空间可开发资源量评价

四、应用服务示范—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evaluation for potential of underground space resource



四、应用服务示范—重大工程建设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major project construction  



地铁规划选辅助线

四、应用服务示范—重大工程建设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major project construction  

subway planning



虚拟工程地质勘察

四、应用服务示范—重大工程建设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major project construction  

Virtual engineering geology survey



城
市
安
全
运
维

四、应用服务示范—城市安全运维

地下水监测 地面沉降监测 浅层地热监测 土壤环境监测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city safety 

groundwater land subsidence shallow geothermal soil environment



城
市
安
全
运
维

四、应用服务示范—城市安全运维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city safety 



四、应用服务示范—城市安全运维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city safety 



四、应用服务示范—城市安全运维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city safety 

平台已经在杭州政务云进行部署，初步实现数据共享与应用



四、应用服务示范—三维地下空间评价

① 饱和粉土  广泛存在，震动易液化、管涌。

② 流塑状淤泥质  含水量、低强度、高压缩性流变

     、触变特性。

① 承压水  富水、渗透性好，微腐蚀性。

② 暗浜

③ 浅层气  局部，压力0.2-0.3

④ 断裂  东北部（瓜沥-前村断裂）

Demonstration for application service—3D evalu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saturated silt

confined water
blind ditch

shallow gas

fault

flow-plastic s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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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p 杭州市表层（0-3米）三维地质结构建模

p 杭州市基岩地质三维地质结构建模

p 杭州市第四纪地质三维地质结构建模

ü 非建成区（平原地区）

p 杭州市三维地质属性建模

ü 建成区（约785km2）

ü 重点规划区（约850km2)

ü 示范区（约4km2）

不同尺度三维地质建模区域分布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3D geological modeling at different scales

unbuilt area

built-up area

key planning area

demonstration Area

Further work

3D geological attribute modeling 

Quaternary geology 3D modeling

Bedrock geology 3D modeling

Surface geology 3D modeling

 Construct boreholes database and multi-scale 3D geological model, integrated underground space model



。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Carry out ground and subsurface geological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the underground intelligent perception system



谢 谢！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