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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加强我国现代军事地质研究和我军战场地质环境建设保障体系，采用地质环境研究思维分析陆战
场空间的结构特征、空间变化规律、物理化学界面和动态变化趋势，构建军事地质环境研究内涵与关键技术。 提出
军事地质环境包括作战环境和地质环境，研究要素分别为战场空间结构、军事地理环境、军事行动环境和地质体时
空环境、地质体现状环境、地质体应用环境。 军事地质环境研究内涵是将作战环境和地质环境整合分析研究，从宏
观上把握战场空间的结构特征和军事地理与军事行动环境背景，据此确定地质需求内容和军事地质应用主题；通过
研究地质体背景条件、物理化学状态、空间分布规律及动态变化趋势等，分析一定区域地质环境的质量、容载和反馈
能力，为军事作战应用地质条件提供利弊研判和优劣预测。 适宜军事地质环境数据获取和信息表达的关键技术包
括民用地质数据军事应用改化、境内快速立体调查、境外遥感地质解译和按需定制专题图。 概括认为当前我国军事
地质的主要探索研究方向有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下的作战环境质量评估与治理、地质客观规律的普适性与特殊薄弱
点军事应用、隐匿军事目标靶区的地质环境定位预测、地质模型的军事地质环境信息表达。
关键词：陆战场；军事地质环境；研究内涵；关键技术；展望

制胜打赢是战争亘古不变的主题。 随着战争形

泛和多样。 我国学者也对军事地质进行过有益的探

态的演变，保障打赢战争的手段，也随之发生深刻的

索，主要体现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质灾害、应用

变革。 地质作为一个传统的自然环境要素，并未随

地球物理、遥感地质等地质知识与专业技术的军事

战争向作战界限非线性化、作战空间多维立体化、战

应用，以及矿产资源战略分析和军事地质信息可视

场环境感知开放透明化的现代战争发展趋势而失去
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相反，地质正以现代探测技术、
多维信息保障、适时动态监测等方式在现代战场环
境保障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军事地
质，是应用地质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运用地质学的
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解决军事问题，在当今世界军
事理论与作战应用等方面都占有一定的分量，已经
引起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高新探测技术和信
息科技的高度发展，军事地质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进步。 但相对西方主要军事强国，我国军事地质工

化等 领 域 （ 王 杭 生 等， １９８５； 龙 凡， １９９０； 姜 春 良，

１９９５；刘光鼎等，２００３； 常 书 义 等，２００７； 于 德 浩 等，
２００９； 韩 绍 卿 等 ２０１０； 殷 宏 等， ２０１１； 李 远 华 等，
２０１２；邓正栋等，２０１３；方涛等，２０１６；宋丙剑，２０１７；
孙红政等，２０１７） 。 最近一些学者以现代战争为视
角，针对国外军事地质发展趋势、我国陆域军事地质
调查要素和非战争军 事 行 动 应 用 等 方 面 （ 刘 晓 煌

等，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ａ， ｂ； 唐 金 荣 等， ２０１６； 孙 兴 丽 等，

２０１７） ，拓宽了军事地质研究思路。 以上研究成果

很好地推动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军事地质工作。

作起步晚、发展滞后，如何构建适应我军新时代强军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研究成果受制于我国薄

特色的军事地质研究和战场地质环境保障体系已成

弱的军事地质学科建设而呈碎片化，研究思路不成

为当务之急。 军事地质作为一个舶来品最早由西方

体系，且主要针对目标侦察监测、工程工事构筑、水

学者提出，并且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现代局

源保障、通路防御、武器导航与航迹规划等单一军事

部战争的实践应用，国外军事地质研究领域日益广

活动的地质应用保障，还没有将这些特定军事应用

注： 本文为 中国地质调查局二级项目“ 沿边及重点地区军事地质调查” （ 编号：ＤＤ２０１６００８１）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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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组合形成一个环境系统来整体分析研究，对于

革新为标志的武器装备更新应用和战场空间经历由

一些前瞻性的研究领域如目标精确打击的地质环境

单一有形到多维立体的发展而表现出的历史阶段性

分析，战前、战时和战后的战场地质环境利用与保护

演化过程。 伴随战争形态的演变，尤其是当西方地

恢复等军事地质环境问题仅限于思考或未曾涉及

质科学出现、兴起和蓬勃发展，地质也越来越广泛地

到。 对于现代战争的战场环境建设保障体系而言，

应用于热兵器、机械化和信息化战争的军事作战行

战场的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动和与军事有关的诸多领域。 但在早期冷兵器战争

意义，不仅构成保障打赢战争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是

中，我国古代已有将朦胧的地质原理运用到诸如筑

以军事—地质思维开展军事地质研究的方法路径。

城防御等军事活动的记录。 由于战争形态具有历史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阶段战争形态下军事地质应用和

的动态变化观点，故从战争形态演变视角来看待军

美国军事地质研究演变历程，总结当前我国正在开

事地质应用的发展变化趋势，将给予当前我国军事

展的军事地质调查与应用研究实践经验，采用地质

地质应用研究发展方向以有益启示。 虽然我们对划

环境研究思路，根据地质环境对陆战场作战环境的

分战争形态历史阶段的资料掌握不够系统，也未准

制约方式与影响因素，尝试提出军事地质环境研究

确追溯主战兵器的出现和运用历史，但通过系统地

思维，并探讨了它的研究内涵和适宜军事地质环境

分析有关资料，仍然能够较为清晰地建立起战争形

数据获取和信息表达的关键技术，以期将作战环境

态演变过程的军事地质应用发展脉络。

与地质环境作为有机整体来理顺陆战场军事地质环
境研究途径，更好地推动当前我国我军的军事地质
探索研究方向。

１

１．１

军事地质环境研究思维
由战争形态演变下的军事地质应用
得到的启示
战争形态分类是战争类型的基本分类方案之

一。 不同学者出于对战争的性质、规模、使用的主要
武器和形态等方面理解，对战争类型有独到的分类

结果（ 孙兴丽等，２０１７ 及其中的参考文献） 。 权威资
料中，我军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 全军军
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和军事科学院，２０１１） ，规定战争
形态是以主战兵器技术属性为主要标志的战争历史
阶段性的表现形式和状态，主要包括冷兵器战争、热
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和信息化战争。 冷兵器战争，
主要依靠人的体能效应发挥杀伤作用的兵器及相应
作战方法进行的战争，冷兵器如戈、矛、剑、刀和弓、

１．１．１

冷兵器战争与军事地质应用

国外利用地质原理提供军事辅助最早可追溯至

公元 前 １４７９ 年 现 今 以 色 列 海 法 城 附 近 的 米 吉 多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２） ，但有正式书面记录的则发生在

１８ 世纪末，拿破仑于 １７９８ 年在远征埃及的远征军

中同时增加了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 （ Ｒｏｓｅ，２００５） 。
相对于国外，我国古代很早就将朦胧的地质学知识
特别是地貌地质、工程地质等应用于军事。 孙子在
《 孙子兵法•地形篇》 中精辟地论述过：“ 凡地有绝
涧、天 井、 天 牢、 天 罗、 天 陷、 天 隙、 必 觅 去 之、 勿 近
也” ，这里的绝涧—天隙代表不同的地貌地质类型

特点。 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以看作是早期运用工
程地质知识的智慧典范。 据《 中国历代军事工程》

总结（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２００４） ，中国古代王朝在
构筑防御工程时，十分注意研究和利用当地地质条
件和天然建筑材料。 灵渠的开凿就充分考虑了岩溶
地区的地质特点（ 王杭生等，１９８５） 。 因此，在冷兵
器战争时期，由于几乎没有正式的文字记录，追溯军

箭、弩等；热兵器战争，利用火炸药发生燃烧、爆炸或

事地质应用的资料相对匮乏，但冷兵器战争形态以

发射弹丸进行杀伤和破坏的兵器及相应作战方法进

依靠人的体能效应近距离发挥杀伤作用的“ 人海战

行的战争，其主要标志是以火炸药燃烧、爆炸产生的
化学能或转化为物理能杀伤破坏；机械化战争，主要

术” ，以及冷兵器材质的固有原始性，和依托有利地
形及对重要城池的夺控等战法特点，反映出最初的

使用机械化武器装备及相应作战方法进行的战争。

地理地质环境的结合运用、工程构筑时的地质条件

具有机动速度快、火力毁伤强、战场范围广、战争消

规避利用和兵器所需金属资源的原始开发利用等地

耗大等特点，是工业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信息化战

质应用于军事的雏形。

争，是依托网络化信息系统，使用信息化武器装备及

１．１．２

热兵器战争与军事地质应用

相应作战方法，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电磁等空间进

热兵器亦称火器，火器的出现，带来了战争形态

行的以体系对抗为主要形式的战争，是信息时代战

的一些变革，如主战兵器有效打击范围的扩大，战争

争的基本形态。 可以看出，战争形态演变是以技术

空间由小到大，武器爆炸能量产生了更大杀伤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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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等。 １８—１９ 世纪的热兵器战争时期是国外军事地

在多个层面，如自一战以来出现了岩土工程图等专

主要国家的军队就开始与矿物学和采矿业间建立起

质对战争行动的潜在战略价值，将可靠的地质数据

质应用的起源阶段。 至少从 １８ 世纪中叶开始，欧洲
了某种关联（ Ｒｏｓｅ，２００９） 。 １７９８ 年，拿破仑在远征
埃及的军队中增加了地质学家，其中就有时任巴黎

矿业大学地质学教授的 Ｄéｏｄａｔ ｄｅ Ｄｏｌｏｍｉｅｕ（ 矿物白

业军事地质图类的军事创新，向军事指挥官阐明地
转换成非地质专业人士快速掌握的信息，利用相对
不全面的数据库形成军事地质专题信息等。
二战后至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核战争阴云下的

云石命名人） 及其学生 Ｌｏｕｉｓ Ｃｏｒｄｉｅｒ（ 矿物堇青石命

冷战格局。 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爆发核战争，局部

的主要任务不是为作战提供咨询，而是对侵占国潜

争形态，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强国由于计算机

在矿产资源进行勘察，并协助军事勘测人员进行路

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开始了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

名人，后为法国地质学会主席） （ Ｒｏｓｅ，２００４） 。 他们
线勘测和地形测绘（ Ｒｏｓｅ，２００５） 。 直至 １８１５ 年，法

发生的一些常规战争如中东战争仍旧属于机械化战

渡，战争形态也逐步升级为信息化战争。 在战争形

国对欧洲各地间断发起战争，当法国战时对欧洲的

态演变的这一特殊过渡时期，由于核威慑下的地下

统治导致英国无法进口适合研磨火药的石灰岩时，

深埋军事结构的兴起，军事地质特别是军事工程地

军事拨款投资开展了地质勘测，目的是在英国范围

质应用开始延伸到地下立体环境，如 Ｅｈｌｅｎ （ １９９８，

内找出可替代石灰石的资源（ Ｒｏｓｅ，１９９６） 。 从现有

２００１） 研究了军事禁区花岗岩的破裂机制，Ｅａｓｔｌｅｒ ｅｔ

资源勘察和采矿作业为主要标志，除此之外，主要欧

地下 结 构 薄 弱 点 的 影 响。 Ｈｏｌｌｅ （ １９５６ ） 和 Ｓｍｉｔｈ

资料来看，热兵器战争时期的军事地质应用以战时
洲国家和美国都在军队中开设了零星的地质教学培

训（ Ｓｍｉｔｈ，１９６４；Ｒｏｓｅ，２００９） ，美国还开启了利用地

质图 作 为 军 事 地 图 的 底 图 制 作 工 作 （ Ｐｉｔｔｍａｎ，

２０００） 。
１．１．３

机械化战争与军事地质应用

机械化战争是工业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欧美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工
业时代。 进入 ２０ 世纪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是
机械化战争的代表，国外军事地质应用也由之而兴

ａｌ．（１９９８） 探讨了传统武器打击下地质环境对军事
（１９６４） 根据二战结束后地质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的应用实践模式，表明离开包括地质背景、地球物理
背景和工程地质背景的地质环境研究，任何军事工
程项目都无法顺利开展，开始强调地质环境研究的
重要应用价值。 也几乎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开始翻
译国外军事地质学的专著并逐步建立起了我军的军
事工程地质学理论体系（ 刘晓煌等，２０１７ｂ 及其中的
参考文献） 。

１．１．４

信息化战争与军事地质应用

起并快速发展起来。 由于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机

信息化战争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是通

械化战争出现了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并且由于蒸汽

过信息技术进行互联互通，强调联合作战和体系对

动力代替了传统人力，使得军队机动能力得到提升，
战场空间也从静态逐步发展为动态，战场环境也由

平面逐渐延伸到立体。 Ｒｏｓｅ （ ２０１４） 总结认为一战

抗能力，战场环境更具有“ 三深” 、“ 三快” 和“ 五高”

特点（ 刘晓煌等，２０１７ｂ） 。 随着 ２０ 世纪末至 ２１ 世
纪初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今的军事地质应用研

时期的军事地质应用，大部分围绕的是欧洲战场比

究也随现代地球科学的快速发展被包容进更广义的

利时和法国地区西线军队人数集中、相对静态的战

军事地球科学范畴，除了不断应用于军事战略、战役

场攻防与构筑建设等问题，其重点是供水水源勘察、

和战术规划外，军事地球科学还横跨多个技术专业

战壕与暗挖隧道及地下掩体开挖和建筑材料供应

领域，不仅是传统的地质学和地理学，而且还涵盖地

等；二战时期由于战争范围横跨欧洲和远东各国，其

球物理学、工程地质学和岩土力学、土壤学和水文

军事地质问题更关注机动性相对较强的攻防作战，

学、多光谱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建模模拟等

除继续研究供水水源、建筑材料供应和矿产资源评

多元学科，用于直接支持军事作战行动并扩展到支

价等问题外，还新增临时机场快速建设选址和越野
机动路线预测等内容。 日本在二战期间由于本土资
源匮乏，为支撑其战争机器运转，日军在侵占中国东
三省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后，也曾利用地质学家对这
些侵占国进行过石油、煤、铁等大宗矿产资源的勘探

（Ｙａｊｉｍａ，２００６） 。 同时，地质的应用价值也开始体现

撑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军事用地管理等内容（ Ｈａｒｍ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ａ） 。 通过信息化战争及现代军事地球科

学 应 用 研 究 实 战 与 实 践 经 验 （ Ｈａｒｍ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ｂ） ，国外更加重视将气候环境、地理环境、地质
环境、生态环境等地球环境系统与军事作战环境的
结合研究，更加重视现代地学探测技术与地理信息

１８４

地

质

系统的融合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全维全域实时战场
环境信息保障能力。
综上所述，军事地质应用研究既是伴随着战争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型报告 １３１ 份，总计地图 ５０００ 余幅、图片照片 ４０００

份、大型数据表格 ２５００ 份、地形示意图 １４０ 份。 其
中重要内容有军事地理评价、河流、潜在公路和机场

形态演变过程中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战场空间的

构筑或维护、建筑材料和供水水源的相关地质数据。

多维拓展、作战样式的理论突破等，也是伴随着科学

二战后，美国军事地质小组转型为美国地质调查局

技术的创新发展、地球科学理论的日臻完善、地球探
测技术的日益全面精准等，使地质从冷兵器战争原
始的军事工程应用萌芽到热兵器战争对矿产资源的
热衷勘察，再由经历机械化战争的静态到动态战场

的一个分部，后又变成分局（ ＭＧＢ） ，至 １９７２ 年分局
撤销，各部门转移到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其他分局或
转移到美国国防部 （ 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８ｂ） 。 这一时期美
国的军事地质工作除继续从事全球地形情报编译

环境应用逐步发展到信息化战争军事地质环境信息

外，已开始出现向诸如地雷探测、军事污染土地与地

保障，也使得地理与地质逐步发展成为军事地理学

下水治理、武器装备越野机动性等军事类问题转移

ａｌ．，１９５４；Ｊａｃｋｍａｎ，１９６２；Ｇｕｔｈ，１９９８） 。 由此看到，由

传统的构筑、机动等以陆军应用为主的地面情报获

和军事地质学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ｅｔ

的趋势（ Ｒｏｓ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 军事地质研究焦点也从

于卫星侦察、精确制导和精准打击等高科技手段和

取，转向以地下核试验场或境外地下工事设施为主

武器装备的运用，战场环境由陆海空拓展到深地、深

的区域地面环境的战略评估，并且这种转变对于武

海、深空和外太空，传统的地表—浅地表的非精准的

器和目标打击而言都依赖于岩石环境的地质数据精

以军事地理为主保障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信息化

战争需要， 伴随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我军 “ 走出
去” 战略需要现代军事地质环境保障，但我国这方
面研究相对薄弱亟需加强。

１．２

由美国军事地质研究历程得到的启示
美国的军事地质研究自成体系且独树一帜，对

我国开展现代军事地质环境保障具有重要借鉴参考
和启示意义。 美国有记载的将地质学知识运用到军

事可追溯到 １９ 世纪末的南北战争时期，但准确的
说，美国的军事地质工作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兴
起（ Ｒｏｓｅ，２０１４） 。 在一战期间，美国主要借鉴英国
的历史经验，在进入欧洲对德作战的远征军中开始

确评估（ Ｌｅ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 进入 ２１ 世纪，美国本土
遭受“９１１” 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和

伊拉克反恐战争以此获得了大量现代信息化战争实
战经验。 美国地质学会于 ２０１４ 年出版《 ２１ 世纪的
军事地球科学》 专辑，对 ２１ 世纪以来头 １５ 年的现代

战争军 事 地 质 研 究 进 行 了 总 结 （ Ｈａｒｍ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ｂ） ，收录论文的研究主题提出了利用现代地学
技术优选环境的重要性及其对武器装备、军队人员
和战术行动等军事作战的影响（ Ｇｉｌｅｗｉｔｃｈ，２０１４） ；开
始运用军事作战环境概念（ Ｈａｒｍ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Ｄｏ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分析作战场地的地质条件；强调军事基
地等军事管理用地的土壤、水资源、气候、生物等战

配备地质专家，归属军官后备役团工程分部。 由该

前、战时和战后的环境治理问题。 回顾美国的军事

分部组建的地质处主要任务是针对军队作战需要的

地质研究历程，可以看出，美国军事地质的研究问题

采矿作业、战壕及其他堡垒建设维护、公路铁路建

从一战中静态战场的工事构筑、供水水源和建筑材

设、供水水源勘探等提供岩土工程地质信息和咨询。

料供应，到二战时解决动态战场的武器装备越野机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日军偷袭美军太平洋基地珍珠港，美
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美国地质调
查局成立了军事地质小组（ ＭＧＵ） 。 在 Ｈｕｎｔ（ １９５０）

和 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８ａ） 的权威论述中提到，军事地质小
组专为美英等盟军编写战略性工程研究报告，这些
研究成果对 １９４３ 年盟军西西里和意大利战役作出
了重大贡献，在 １９４４ ～ １９４５ 年诺曼底登陆和西北欧

动性评估，再到冷战时期及核时代下军事地下工程
建设地质环境问题（ Ｈｏｌｌｅ，１９５６；Ｓｍｉｔｈ，１９６４；Ｅａｓ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直到现代战争强调作战环境问题，一

个清晰的军事地质研究发展脉络是随着战争形态的
转变、武器装备的更新和现代探测技术的发展，从早
期将地质学原理、方法和研究融入到军事任务目标
中到现代逐步扩展到强调区域地质环境信息对军事

战役的岩土工程提供了重要信息支撑。 军事地质小

作战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思维转变。 从美国的军事

组在西南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任务是为参与

地质研究革新中我们体会到，现代战场环境保障模

太平洋地区作战行动提供战略战术规划的地质情报

式已从传统的被动式单一军事地质应用保障转变为

和咨询。 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事地质小组的工作成

现代主动式系统军事地质环境信息分析保障，我们

果合计有大型地形图册 １４０ 部、大型报告 ４２ 份、小

只有深刻理解现代军事地质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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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

转变研究思维，我国我军的军事地质工作才能赶队

于一体的自然系统，也是采用地质环境研究思路来

超车，步入军事地质创新发展的快车道。 我军已将

分析战场空间的结构特征、空间变化规律、物理化学

军事地质纳入战场环境保障建设体系，开始重视军

界面和动态变化趋势等的方法系统。 军事地质环境

事地质的建设发展。 在我国以军民融合方式探索开

由作战环境和地质环境两部分构成，组成作战环境

展军事地质工作中，愈加凸显的问题是如何将地质

的要素有战场空间结构、军事地理环境和军事行动

调查成果转化为军事作战应用成果，并且在这一转

环境，它们构成了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的基础；地质环

化过程中也还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 受战

境包括特定背景的地质需求和影响作战的关键地质

争形态演变下的军事地质应用和美国军事地质研究

因素，包括地质体时空环境、现状环境和应用环境，

历程启示，我们提出军事地质环境研究思维，旨在解

它们是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的主体。 军事地质环境有

决军事地质应用研究问题。

别与其它地质系统的突出特点是以预设战场为背

１．３

军事地质环境研究思维

在我军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 全军军

景，针对战场空间的结构框架、地理环境和作战特
点，为关键地域和目标对象等特定区域开展地质环

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和军事科学院，２０１１） 中对战场

境分析研究。 因此，军事地质环境的研究内容是利

环境有如下明确定义：战场及其周围对作战活动有

用地质要素信息分析战场空间的地质强度结构、控

影响的各种情况和条件的统称。 包括地形、气象、水

制影响因素、动态变化趋势，研究军事行动运用地质

文等自然条件，人口、民族、交通等人文条件，国防工

条件特点规律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针对作战实际

程构筑、作战设施建设、作战物资储备等战场建设情

要求，按照地质环境对作战活动的制约方式与影响

况，以及信息、网络和电磁状况等。 可以看出，战场

规律做出利弊分析，提出利用地质环境的针对建议。

环境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战场环境建设

２

也涉及到预设战场空间内我方战场勘察、敌方情报
研判、战场资料编制等战场准备诸多方面。 我们理

军事地质环境的研究内涵

２．１

军事研究思维———作战环境

解，现代战争作战理念突出精确作战，作战实质体现

研究军事地质环境首要的是利用军事研究思维

制信息权斗争，并且具有特定的战场环境产生对应

分析作战环境。 作战环境是指与作战活动相适应的

的作战系统特征，即不同的战场环境产生不同的攻

外部空间或客观条件的综合体，包括陆海空及外太

防作战类型、攻防力量构成和攻防保障体系，从而控

空等战场空间及其中的地理、大气、外层空间、信息、

制战场打击精度和战场作战能力。 无论现代战争如
何发展，一旦选择战场，其地形、气象、水文、地质等

核生化和军事目标等环境要素（ 刘晓静等，２００９） 。
作战环境研究不仅有助于为作战提供地理空间框

战场自然环境即相对稳定，自然环境成为战场环境

架，而且有助于为现代联合作战体系提供全面信息

的重要客观背景。 毫无疑问，战场综合地质环境信

数据支撑。 军事地质环境信息作为多种专题环境信

息必然成为战场准备的重要支撑条件，地质环境对

息中的一种，能够为侦察预警、指挥控制、机动、打

军事战术动作、武器装备运用和部队保障防护等作

击、防护和保障等作战系统趋利避害、有效利用作战

战活动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环境提供必要的信息优势。 从对军事地质应用研究

地质环境，从广义看，是由岩石圈、水圈和大气

的初步探索来看，目前军事地质环境主要分析作战

圈组成的自然环境系统，是地球演化的产物；狭义的

环境的战场空间结构、军事地理环境和军事行动环

理解，它可以看作是由岩土地质体组成的地质构造、

境。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特殊地质作用和天然建

２．１．１

战场空间结构

筑材料等各项因素的总和。 站在军事地质应用角

战场是敌我双方进行作战活动的空间，一般分

度，军事地质环境研究思维既可以理解为包括境内

为陆战场、海战场、空战场、太空战场及网络战场等

战场环境分析与境外情报研判相统一的战场准备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狭义地质环境内各地质要素的综

（ 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和军事科学院，２０１１） 。
鉴于对作战活动空间认知的局限，我们所提出的战

合体，它以军事应用环境为前提，客观地质体为其研

场空间目前仅限于陆战场。 陆地是军队在地球表层

究对象。 因此，我们提出的军事地质环境研究思维，

实施作战的地理空间，山地、丘陵地、平坦地、水网稻

是具有军事和地质双重思维的用以研究战场环境的

田地、沙漠和戈壁等主要地貌单元是军事上研究和

方法，它既是地质体时空演化背景和客观现状环境

利用陆地战场环境的基础（ 张为华等，２０１３） 。 陆地

１８６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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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在地表由地貌组成，除去气候影响因素，地

行资料改化、遥感解译和调查测量等技术工作，以获

貌的类型和空间分布实际上受地质演化过程控制，

取可利用的地质要素信息，开展针对性的军事地质

因此研究陆战场地理空间对作战行动的制约方式和

环境分析。

影响规律，其实质应该从更深层次的地质环境来分

２．１．２

军事地理环境

析。 地质构造格局控制并影响战场空间。 如我国青

为了更好地研究军事地质环境，就必须在搞清

藏高原东南部，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南北向挤压

战场空间结构的基础上，把军事地理环境分析清楚。

碰撞形成的东西向喜马拉雅山脉和一系列南北向伸

虽然地理与地质具有某些关联且都并列为自然环境

展裂谷，形成了这一地区战场地理空间特殊的东西

要素，但军事地理环境作为相对成熟的作战环境要

向山地屏障和南北向作战通道格局；我国东北地区，

素之一，有其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作战环境运用价值。

受老的变质结晶基底形成的北西向构造和中生代北

军事地理环境是地球表层一切与军事活动有关的地

东向构造活动影响，战场地理空间形成特有的北东

理因素所构成的综合体，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

向山地屏障和北西向作战通道格局；再如，造山作用
形成隆起的高原，火山活动形成山系，地堑、走滑等

地理环境（ 刘晓静等，２００９） 。 军事地理环境重点研

究地形地貌、气象、水文、交通、兵要目标等的性质、

大型构造形成盆地，稳定地块上有连续沉积形成的

范围、数量、面积、位置以及组合规律，并分析作战区

平原，以及沟谷展布、山体走向、盆岭布局、纵横水系

域所处地理位置的军事战略意义。 通常，特定的军

等微地貌构成的地理空间框架无不由地质构造格局

事地理环境中典型的地貌类型、地势变化、山体走

决定。 在军事学上，陆战场特定的地理空间框架可

向、沟谷分布、气候特点、降雨情况、水系发育、河网

以决定作战类型和样式，因此，战场的机动、打击、防

密度、交通状态和兵要地志等可为军事地质环境分

护、保障等作战系统只有依托不同地域的地质格局

析研究提供具体研究对象和关键信息。 依托军事地

和由此决定的地貌特点，才能合理确定作战样式并

理环境背景来分析军事地质环境，针对军事地理环

充分发挥战场环境与人员武器装备结合的最佳效

境确定的作战关键节点地域完善军事地质环境信

能。 例如，太行山位于华北克拉通中部，是我国东部

息，可以修正或强化实际军事地理位置的作战方案、

一巨型盆岭构造系，由巨厚的包括变质岩基底和碎

阵地工事部署及有效防护和武器装备火力配置，从

屑岩、碳酸盐岩等沉积盖层在内的岩石组成，自新生

而解决实际作战需求，达到加强作战环境保障目的。

代以来剧烈隆升而形成。 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八

反之，在围绕通道隘口、河道、驻屯集结地域、机降场

路军在华北战场就充分利用了太行山区这种特定地

地、要地要点和军事目标等地理位置开展分析时，也

质构造格局所决定的崖壁夹杂河谷的山地地貌景

可以充分利用军事地理的相关信息补充或修正地质

观，通过迂回机动、伏击作战等灵活战术和依托有利

要素的作战效能评估，为准确把握军事地质环境提

地质空间构建兵工厂等方式坚持对日作战；在平原

供必要的信息支撑。 换言之，军事地质环境分析就

地区则充分利用了华北平原大幅度凹陷后沉积土层

是以研究区域的军事地理环境为依托，利用地质要

厚、结构均一稳定和易于开挖等特点，创造性地运用

素信息分析战场空间结构以及研究军事行动运用地

地道战和地雷战等战法迟滞消灭日军，并很好地保

质条件特点规律的过程。

护了我游击作战力量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２．１．３

军事行动环境

一般而言，军事目标、作战通道和要域要地以

依托相对有限的战场空间和客观的军事地理环

点—线—面形式组合形成陆战场空间。 这些特定的

境，军事作战行动才能发生、发展并结束。 离开军事

地域目标通常是敌我双方夺控的重点，因而也构成

行动环境，军事地质环境分析便失去了其研究意义。

了陆战场的战场空间结构。 战场空间结构应按照军

可以说，军事行动环境是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的主要

事目标是核心、作战样式是前提、通道要地是关键、

应用环境，是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研究的出发点和落

地域网络是支撑、地质要素是重点的思路原则开展

脚点。 军事行动环境可以理解为是包括战争、战役、

分析。 研究战场空间结构，应以作战区及其毗连区

战斗范围各种作战类型和样式本质属性的反映，是

的战略位置、地域特点和作战目的等为基础，首先要

与军事行动有关的作战力量、时空、对象、目的和战

搞清作战方向、主要通道、军事要地、境外邻区、军事

法等作战要素（ 刘晓静等，２００９） 所构成的综合体。

目标等战场空间分布情况，根据战场空间结构有针

军事行动环境初步按照军事应用范围分为后勤保障

对性的收集地质资料和遥感数据，分层次和重点进

环境、作战行动环境和火力打击环境。 以高原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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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行动环境为例，据有关资料分析 ❶ ，后勤保障环
境中的补给线为关键，驻屯集结位置为关节点。 利

１８７

才能更好地解决军事作战应用问题。

２．２．１

地质体时空环境

用直升机进行后勤补给的合适机降地点较少。 补给

以地球动力学为核心的板块构造、大陆构造等

线通达直线通信质量好，受山体阻隔通信变难；在作

现代地质学理论为认识全球尺度地质体形成与演化

战行动环境中，更关注利于机动通行或靠近补给线

背景奠定了理论基础。 大地构造环境是一定区域地

路、后勤基地和中继补给站的地域。 作战行动多集

质环境的首要控制因素，不同的大地构造环境中发

中于封锁道路通行、阻止敌获取补给并控制输送线

育不同的沉积建造、岩浆组合和变质作用，因而具有

路、摧毁输送力量等方面。 防御作战常形成宽正面、

不同的地球动力学特征，从而控制不同的化学元素

浅纵深、大间隙的防御体系，宽正面的线性防御阵

组合和地质体成因类型。 地质体是岩浆、构造、沉

地，主要以坚固据点作为支撑。 防御作战依托的永

积、变质和风化等地质作用形成的产物，这些地质作

备筑垒工事，由于建筑材料难以运送到高海拔地区

用在地球深部又受到地球动力学过程的控制，地球

而难以构筑；火力打击环境中，军用攻击机进出空中

动力学的演化使地质作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显现出

通道较少且固定，易于设置对空防御阵地。 适宜修

不均一性，导致地质体时空结构复杂多样。 虽然地

筑炮兵阵地的地点有限，发射阵位通常选择易于机

质体时空结构复杂，看似呈现出某一区域所处的岩

动地段。 决定火炮攻击支援范围因素由机动通道的

石环境、构造环境、地质灾害环境和水文地质环境等

急弯、陡坡和山地路况等决定。 可以看出，高原山地

杂乱无章、分散分布，没有对比性，但无论区域相距

军事行动环境具有通道有限、前沿孤立、纵深短等军

远近，只要地质作用的演化方式相差不大，大地构造

事行动背景特点，主要受固定通道的机动、补给、通

属性基本一致，其地质体空间分布通常是成区成带

信和攻防地域等因素限制。 受特定军事行动环境约

出现，具有共性或相似性特点。 利用地质环境演化

束，高原山地军事行动的地质环境主要针对武器装

的这些特点分析对比地质体类型和空间分布规律，

备机动、前沿阵地工事构筑和纵深驻屯集结、机降等

在境外、地质调查空白区等区域开展军事地质环境

特定方面，地质信息可应用于机动通道线路规划、作

分析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往往成为推断未知地质体

战阵地选择、提高工事构筑与抗打击能力和后勤补

时空环境的重要依据。 研究地质体成因和时空演化

给水源保障等特定军事行动内容。 鉴于示例，军事

的目的是定位地质体的时空环境，为分析作战区域

行动环境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有助于确定特定作战

战场空间的地质体类型和空间分布规律提供资料。

环境背景下的地质需求内容和影响作战的关键地质

在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研究过程中，一个误区是不关

因素，增强军事地质环境作战应用分析的针对性，为

注地质体的成因和历史演化过程，往往只注意到地

军事行动利用地质环境提供合理建议。

质体现今的物理化学环境和结构特征，导致无法从

２．２

地质研究思维———地质环境
研究军事地质环境的本质是通过地质研究思维

宏观上把握地质体的空间分布规律。 “ 将今论古”

的地史演化研究思维，仍然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军事

分析战场的地质环境。 运用地质学的基本原理和客

地质研究中。 笔者等建议以地质思维关注军事地质

观规律解决军事问题仍然是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的基

应用问题，应加强地质环境时空结构分析和动力学

础。 军事地质环境重点关注地质信息对战场空间的

演化研究，根据演化历史轨迹得到的丰富信息，总结

边界约束、作用机理和作战效能，主要获取与军事活

地质体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除系统分析地质环境

动相关的客观地质信息和指标数据，如地下空间岩

演化的总趋势外，还应研究地质体在时间演化上的

土强度结构、浅层地下水源质量、潜在地质灾害位置

突变性所导致的地质体类型在空间上的分段性等特

规模、构造活动与破坏程度、资源保护利用条件、重

殊分布规律。

要通道地球物理场参数等基本特征，分析地质背景

２．２．２

地质体现状环境

条件对野战机动、构工选址、抗爆打击、给水侦察、驻

固体地球表层地质体的组成、结构和各类地质

屯集结、后勤保障等作战应用的具体影响。 因此，在

作用与现象给人类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地质环境，军

军事地质环境问题研究中，需要把握地质体的成因

事活动也是在一定的地质环境中进行的，包括对地

和历史演化过程，从整体上掌握地质体结构特征和

质体进行改造和利用，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

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充分考虑地质体现今的客观

质、不良地质现象和地质资源等主要地质要素构成

现状，从地质作用机理和普遍地质规律中找寻答案，

了地质体现状环境。 地质体现状环境不是地质体现

１８８

地

质

论

２０１９ 年

评

今保存后的一种静态现象，而是反映出地质体在漫

化，地质环境只有通过剧烈的变动，才能建立起新的

长的地质历史过程中处于的运动变化状态。 如地表

平衡关系，反馈就以显露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战场的

景观发生的“ 沧海桑田” 变化、裸露地表的岩石会变

土壤流失与荒漠化、核爆诱发的地震或海啸、地下水

得破碎松 散， 现 代 海 洋 火 山 活 动 喷 发 的 岩 浆 形 成

资源枯竭、易发次生地质灾害、生物濒临灭绝等。 地

“ 时隐时现” 的岛屿，地震产生的次生地质灾害等。

质体现状环境分析研究对于军事地质环境系统的重

这些现象表明地质体的表面形态、内部物质组成及

要性，不仅体现在对地质体的军事应用客观环境分

结构、构造等不断发生着变化。 用运动和变化的观

析评价，更重要的是动态监测作战环境未来的发展

点分析地质体现状环境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思维和方

变化趋势，以及将地质体现状环境提及到地球环境

法论，对于研究军事地质环境的战前变化趋势预测、

的高度，对作战环境开展质量评估与治理，这也是现

战时毁伤效果评估和战后环境恢复治理等都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地质体现状环境由不同的地质作用

代军事地质应用研究的前沿领域。

２．２．３

地质体应用环境

决定，因此研究地质体现状环境要从分析风化作用、

从解决地质应用问题来讲，军事地质环境研究

剥蚀作用、搬运作用、沉积成岩作用等表层地质作用

重点是分析地质体应用环境。 根据军事活动目的，

和岩浆作用、变质作用和构造运动等内部地质作用

一般包括工程地质环境、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灾害环

入手，抓住特定的地质环境中，由于物理、化学条件

境等；根据地质要素的功能作用，可分类为岩体环

的改变而使地质体处于变化的动态规律。

境、土体环境、水体环境、地质构造环境和地质资源

地质体现状环境的质量、容量和反馈能力也是

环境等。 追本溯源，地质学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是

军事地质环境评估的重要方面。 地质体现状环境的

地质体应用环境的基本研究思维。 如由地层岩性、

质量，在一定程度上由环境的地球化学背景、地球物

侵入体单元等组成的岩体环境，大量出露于地表，构

理背景、自然地质条件的稳定性和抵抗改造的能力

成山川峡谷，是军事工程活动的基本载体和环境，一

等因素决定。 一个区域中地壳的化学元素丰度、分

些重要军事工程必须以其为地基，它是工程地质条

布和分配状态，重力场、地磁场、地电场和放射性物

件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建筑材料和矿产资源的主

理场组成，使得岩土体、水体等地质体处于原生的自

要来源地。 故岩体是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研究的主要

然场状态，化学元素含量的高低、地球物理场的强

对象，它构成地下工程与深部洞室构筑选址、野战工

弱，成为地质体固有的原始属性，直接影响着作战人

事开挖条件、工程工事防护措施及武器精确打击与

员的健康、武器装备的精确制导、通信导航和军事工

毁伤评估等军事作战应用的基础。 军事工程地质领

程构筑环境。 自然地质条件的稳定性也是决定地质

域关注和研究岩体，更多的是考虑岩体的工程性质，

体现状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地质构造的稳定性、

分析岩体的结构和岩石的应力、变形和强度等物理

岩土物理力学性质、地质灾害发育情况等与军事工

性质和力学特性。 一般而言，岩体基本质量级别越

程构筑、武器装备越野机动性、野战给水保障能力等

高，其岩石相对坚硬、结构愈均一完整，因此岩体越

密切相关。 地质体的物理力学强度能否适应军事工

稳定，在地质构造简单、风化浅、地下水位低的山体

程改造利用，地质灾害和特殊岩土体发育的地区能

地区，越有利于地下工程、深部洞室等的构筑选址。

否抵抗军事活动的加剧破坏，军事活动对地质环境

但其构筑时的工程爆破性越难，炸药单耗量越高，也

污染的程度等反映自然环境抵抗人为改造利用的能

不利于战壕等野战工事的人工或机械构工条件。 若

力，体现地质体现状环境质量的优劣。 地质体现状

以基本质量级别高的天然岩体构筑野战或永备工

环境的容量是地质环境系统内可供人类及军事活动

事，其工事越能够抵抗打击，在精确打击环境下也更

利用的一切地质资源，至少包括矿产资源、能源资

需要精准的弹药匹配计算和毁伤效能评估。

源、建筑材料资源、土地资源和地质空间资源等。 这

岩体环境应用到军事作战环境中，虽然关注的

些地质资源一方面驱动着战争的发生与发展，另一

是岩体的结构强度等工程性质，但实际上岩体的工

方面战争也极大地消耗着地质环境，给整个地球环

程性质是由其组成岩体的岩石基本矿物成分、结构、

境势必带来严重影响。 地质体现状环境的反馈能力

构造等因素决定。 例如，花岗岩一般致密坚硬、孔隙

即地质环境受人类活动干扰后，对这种干扰所做出

度小、强度大，是良好的构工建筑材料，尤其细粒全

的某种响应。 当人类军事活动的规模和强度超过了

晶质的花岗岩可以承担任何工程荷载，但一些粗粒

地质环境的承受极限后，必然导致地质环境发生变

以及含黑云母等暗色矿物的花岗岩，因易于风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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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降低了其强度；沉积碎屑岩的坚固性与胶结物

军事地质环境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分析地质环境

的性质密切相关，一般硅质胶结岩石强度最高，铁质

的特点，更好地总结地质环境对军事作战活动的影

胶结岩石强度次之，钙质胶结岩石强度较低，泥质胶

响规律。 从典型战例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窥探出地质

结岩石强度最低；黏土岩类如常见的页岩和泥岩，因

客观规律对军事作战的重要应用价值。 例如，据有

主要由黏土矿物组成、具泥质结构，而质地性软韧性
大；碳酸盐岩大多在湖海盆地内生成，成分较为单

关资料分析 ❷ ，在阿富汗战争美军击毙本•拉登的
军事行动中，美军正是通过本•拉登最后一次外出

一，具结晶粒状结构或隐晶质结构等，呈层状或块状

活动站在阿富汗某山区岩石前的照片，通过分析该

构造，一般其强度较高，致密而坚硬，层状构造特别

类岩石在阿富汗地区特有的岩石环境和空间分布规

是薄层状构造比块状构造其强度要低；具片理构造

律，作为有效情报之一才判断出他可能的藏匿地区，

的变质岩如片岩、板岩等质软韧性强，薄的片理构造

从而为最终军事行动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地质环境信

易被人工剥落，但成层性好并达到一定厚度的板状

息。 另外，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为了长期占领

构造或片麻状构造其结构相对稳定，岩石强度有所

埃及西奈半岛修筑了著名的巴列夫防线。 在这个防

提高，而呈块状构造的大理岩、石英岩等变质岩由于

御体系中，最令以军骄傲的是在运河边上构筑了难

矿物颗粒致密，岩石强度也相对较高。 此外，岩体中

以逾越的砂堤。 埃军工程兵地质专家根据砂土遇水

往往存在一些性质软弱、有一定厚度的软弱结构面

后会固结并且周围会形成一层水膜以此可以提高砂

或软弱带通常被称之为软弱夹层，与周围岩体相比，

土摩擦力 和 力 学 强 度 这 种 地 质 特 点 规 律， 提 出 了

软弱夹层具有高压缩性和低强度特征，往往控制着
岩体的变形破坏机理，在岩体稳定性研究中具有重

“ 以水克沙” 的绝妙对策，使用高压水枪喷射砂堤，
坦克等武器装备短时间内迅速通过了巴列夫防线，

要意义。 其他地质因素的应用环境也具有相似的研

使得埃军一举偷袭防线成功。 再如，我军抗日战争

究意义，在此不再累述。 示例表明，矿物学、岩石学

时期，在百团大战后期进行的关家垴战斗，日军依托

以及构造地质学等基本地质学原理是军事地质应用

太行山区关家垴一带有利地形和岩体环境构筑了大

研究的基础，地质要素的作用机理在军事作战效能

量坚固的临时工事、暗壕和藏兵洞，我八路军没有认

分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例如，花岗岩等

知到该地区岩石坚硬和难以有效爆破等不利因素，

侵入岩致密坚硬，完整程度高，岩石基本质量级别

进攻中遭到了日军顽强抵抗，造成了我军大量人员

高，一般呈岩基、岩床等大面积出露，适合于军事工

伤亡。 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八路军对战场地质

程与深部工事选址与构筑，但由于其岩石坚硬，不适

环境缺乏应有认知，在作战筹划时没有认识到该山

合于地表野战工事的开挖；由于其岩石基本质量级

区坚硬岩石类型特点和抗爆打击规律，从而使敌利

别高，抗打击强，火力打击应采用高性能武器弹药；

用地质条件优势进行的工事防御策略对整个作战进

其质硬完整程度高，遇水不软化，其底质也利于登陆

程和结果起到了关键作用。 典型战例的经验教训虽

作战；粗粒或黑云母花岗岩由于抗风化能力较弱，易

给我们以启示，但地质客观规律如何影响军事作战

于风化呈花岗岩类残积土，工事构筑、登陆作战、火

应用，目前仍然未有深入的总结和系统的研究。 笔

力打击时需注意工程防护、武器装备机动性和射击

者等提出在区域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研究过程中，利

精度；花岗岩类的岩石矿物具有特定的波谱特性和

用地质客观规律研究思维分析特定地质条件的薄弱

感生核辐射能力，以此为依托的军事工程工事应采

点，通过地质环境的相似性推断未知地区的地质条

取伪装防护措施，以对付空中侦察和地面放射性污

件，预测隐匿或地下军事目标的靶区位置，研究区域

染。

地质背景的共性和特殊性问题等，将成为地质客观
此外，地质应用环境还应重视地质作用的客观

规律对军事作战活动的影响。 土壤的分层结构、岩

规律军事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２．３

军事—地质研究思维

体的理想风化带剖面、地质构造对地下水分布的控

———军事地质环境研究要点

制、地震带与次生地质灾害作用关系、矿产资源的成

由于研究对象差异和解决问题方式不同，军事

矿专属性、地质体空间分布的分带性与等距性、元素

思维和地质思维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军事思维

共生组合规律、地质异常的物理化学界面控制等地

所关注的是由作战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以及与作战

质规律是我们认知地球、改造和利用地质体为人类

活动相适应的作战环境，而地质思维总是注意到由

活动服务的客观准则。 将这些地质客观规律应用于

地质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以及与地质作用相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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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环境。 解决军事地质应用问题需要军事思维和

估指标数据：包括通道、迂回路离路条件和急造军路

地质思维的融合与相互渗透，军事思维的研究要素

的土体类型、坚硬程度、土层厚度和土质承载力；地

是分析问题的基准，地质思维的研究要素是解决问

质灾害类型、易发程度和影响范围；就近天然建筑石

题的方 法。 在 军 事 地 质 环 境 分 析 研 究 过 程 中 （ 图

１） ，需要将作战环境和地质环境整合分析研究，从

材或砂石料位置与开采量。

（２） 保障攻防作战主题的工事构筑与驻屯集结

宏观上把握战场空间的结构特征和军事地理与军事

问题： 地下工事选址适宜区、地表工事构工方式和

行动环境特点，并据此确定地质需求内容和军事地

工事依托的岩土体抗爆打击综合地质条件指标数

质应用主题；通过研究地质体背景条件、物理化学状

据：包括岩体类型、风化程度、坚硬程度、基本质量级

态、空间分布规律及动态变化趋势等，分析一定区域

别、基岩覆土厚度；土体类型、坚硬程度、土层厚度和

地质环境的质量、容载和反馈能力，为军事作战应用

土质承载力；可利用资源位置和含磁性金属资源范

地质条件提供利弊研判和优劣预测。
２．３．１ 军事地质应用主题要点

围；地下潜水面深度；就近天然建筑石材或砂石料位
置与开采量；地质灾害类型、易发程度和影响范围。

（３） 保障后勤补给主题的给水保障问题： 给水

在一定环境中，将影响军事作战的各种地质要
素信息有机整合起来，是军事地质环境系统分析研

保障水源地综合地质条件指标数据：包括含水断裂

究的关键。 从目前的实践探索来看，在陆战场任意

和富水构造位置；含水岩组范围；地下水潜水面深度

给定的一个军事地质环境中，都可以包括野战机动、

和含水层厚度，泉、井、孔涌水量与水质。
２．３．２ 作战环境运用地质信息要点

工事构筑、驻屯集结、给水保障等共性军事地质应用
主题。

（１） 保障急造军路应急通行主题的野战机动问

题： 野战机动地带机动性和通达性综合地质条件评

突出境外地质信息分析研判分析境外利用地质
条件的重点地段：包括地质灾害易发段（ 点） 、地下
水富水区、资源保障点、坚硬岩体工事区、适宜的渡

图 １ 军事地质环境研究思维框图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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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场地和机降场地等；分析境外利用地质条件的特

工作具有快速、立体、适时的勘测特点，静态、动态、

点规律：包括利用岩土强度结构分析工事设施空间

战态的保障特点和目标侦测研判的应用特点，因此

分布及抗爆打击规律，利用含水岩组及构造类型分

民用地质技术方法在军事地质应用过程中，更多的

析野战水源的地下水富集规律，利用浅地表岩土状

是一种方法组合和优势利用，以高效实用的方式达

态分析地表工事、急造军路等的构工作业方式，利用

到服务军事应用目的。 通过目前军事地质调查与应

土质类型与承载力分析通道等的野战机动性和适宜

用研究实践探索，总结出目前适宜军事地质环境数

的军用车辆类型，利用地质灾害易发性分析通道等

据获取和信息表达的关键技术，主要有民用地质数

的通达性。

据军事应用改化、境内快速立体调查、境外遥感地质

立足境内战场环境建设： 分析我方规避军事地

解译和按需定制专题图。 从战争形态演变下的军事

质条件的要点，提出野战机动、工事构筑、筑路保障

地质应用研究历程分析，不同战争形态下军事地质

等方面的岩土体、地质灾害、地下水、资源等不利的

应用研究采用的技术方法也由表及里、由平面到立

地质影响因素；分析我方利用军事地质条件的要点，

体、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发生着转变，但不难发现军事

提出工事、阵地、机降、后勤基地等地质条件适宜的

地质是伴随地球科学理论的进步和地质探测技术的

区域。

完善而逐步应用于军事的广阔领域，既与传统地质

２．３．３

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研究要点

（１） 以预选区域的军事战略位置、地域景观特

与时俱进又相对自成体系，随着现代地质探测技术
的发展，现代军事地质应用研究涉及的技术方法，还

点和作战实质要求为基础，按照作战方向、主要通

应包括全球卫星定位探测、军事地质专题信息模型、

道、军事要地、军事目标等战场空间分层次和重点进

土壤专项地质填图、地质环境监测治理、同位素地球

行分析，根据地域范围从区域民用地质资料和遥感

化学分析、深地深海深空地球物理反演、地质大数据

影像中获取岩土体、地下水、地质灾害等关键地质要

人工智能和军事地质信息三维可视化等内容，由于

素信息。

我国成体系的开展军事地质工作刚刚起步，军事地

（２） 总结组成战场空间点—线—面关节点或关

质研究的技术方法尚在探索和完善过程中，一些新

键区域的地质要素类型、空间分布和物理强度与化

的技术理论和方法手段等本文暂没有包容进来，有

学性质等基本特征。

待于今后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总结和丰富。

（３） 根据地质体空间分布特征，重点分析地质

３．１

民用地质数据军事应用改化技术

要素物理强度和化学成分等属性对武器装备机动承

民用地质数据军事应用改化技术方法，也称为

载力、工事阵地与急造军路构工条件、工事抗爆打击

民用地质资料改化，是在收集分析预选区域及其毗

能力、规避与利用地质灾害、集结隐蔽场地选择和保

连区多比例尺、多类型民用地质资料的基础上，从图

障资源需求等方面的约束边界、环境背景、作用方式

文资料、数据库中直接提取或经民用地质标准转化

和规避利用原则。

为军事地质要素信息、编制军事地质图件和研究军

（４） 总结提炼地质条件特点规律，针对军事行

事地质问题的工作过程。 民用地质资料改化的基本

动环境提出运用地质条件针对建议。

原则有：①民用地质资料改化的数据基础为全国地

３

质图数据库和不同比例尺区域基础地质、水工环、地

军事地质环境保障关键技术

质灾害等调查成果；②民用地质资料改化主要获取

我国军事地质工作是在充分利用民用地质调查

境内军事地质要素类型、空间分布和物理化学属性

成果资料基础上，通过军民融合方式来服务战场环

特征；③以同比例尺区域地质图作为民用地质资料

境建设保障，因此与民用地质工作具有鲜明的技术

改化的基础图件。 邻区已完成军事地质调查的，重

方法通用性。 虽然我国开展了长期的区域性与基础

要物理化学属性特征采用类比、外推、遥感解译等方

性地质调查工作，具有相对成熟的民用地质调查技

法编制民用资料改化的军事地质图件；④改化获取

术方法，但开展军事地质工作的方法手段、标准规范

的地质要素信息应力求综合参考利用不同类型和比

和技术装备等还没有形成体系，国家基础地质调查

例尺的民用地质成果资料，形成相对客观数据，避免

数据中富含极大的军事应用潜力也未进行系统分析

人为猜想臆断。

挖掘，地质工作的军民融合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由

根据研究区域范围的资料可利用程度，民用地

于军事地质应用环境的军事特性，决定了军事地质

质资料改化一般采取从局部到区域，从定性到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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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进行。 应优先改化相对大比例尺地质图件，

伏地质信息进行分析，为改化利用深部地质信息提

再利用改化获取的关键属性信息补充修正相对小比

供依据。 已完成军事地质调查或遥感调查野外实测

例尺的地质图件，以确保改化数据精度。 民用地质

验证的，要优先利用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类推的方式

资料改化的技术路径要点为直接提取民用地质资料

改化相邻区的军事地质要素属性信息。 收集到境外

中军事地质要素的类型、空间边界和基本属性数据；

邻区相关地质资料的，按照上述技术要求改化提取

或利用民用地质资料中的文字描述和照片资料对

军事地质要素信息。 应将各类改化信息归纳整理，

比，并经国家标准规范、技术手册等规定的技术参数

建立本区域军事地质要素改化执行的技术标准。 改

间接转化形成军事地质数据。 主要地质要素的民用

化形成的军事地质成果图件，应遵循原地质图地质

地质资料改化技术要求有：

体的类型划分和几何边界，几何边界选取、删除、简

（１） 土体： 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中第四系冲积、

洪积、湖泊、沼泽、冰积、风积等成因类型的松散沉积

物和分布范围直接改化为土体类型和分布范围，结
合适宜时相遥感影像地质解译修正土体范围，参考
技术手册或区域技术标准间接确定土体承载力。

（２） 岩体： 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中地质单元主体

化、合并要合理，基本属性特征要综合利用资料获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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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快速立体调查技术
境内快速立体调查技术方法，简称立体调查，是

通过点线面结合、技术方法组合，定性评价结合定量
分析等适宜的地质调查手段，采取便携式测量技术

岩性和分布范围直接改化为岩体类型和分布范围，

和装备，重点查明研究区域的地质要素类型、空间边

结合地质调查报告文字和照片资料，参考邻区军事

界和重要物理化学参数等地质要素信息，编制军事

地质调查数据、技术手册和网络实景与谷歌地球图

地质图件和研究军事地质问题的工作过程，以服务

片等，综合分析确定岩体风化程度、完整程度、坚硬

境内快速调查目的。 立体调查的基本原则有：①调

程度、基本质量级别和基岩上覆土厚度。

查工作突出重点区与兼顾一般区原则。 重点区是在

（３） 地质构造： 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中直接在构

军事活动实际需求基础上，根据调查区地貌与地质

造纲要图中提取断层和褶皱的类型、位置、规模和断

条件特点和地质要素重点调查内容单独划分出解决

层影响宽度等信息。 结合区域地质构造研究、水文

某一军事应用主题的重点区域，其工作部署注重地

地质和遥感影像地质解译等资料，综合分析确定构

面调查和地下一定深度范围内地质结构强度探测，

造的活动性和含水性。

技术方法上强化配套组合和立体探测，调查目的突

（４） 地下水： 区域水文地质调查资料中直接提

出要素属性客观准确。 一般区通常兼顾地质要素属

取含水岩组类型、含水断层位置规模、代表性泉井水

性现状调查和对比分析，并达到满足区域军事地质

质水量、地下水潜水面埋藏深度和地下水富水性分

环境调查控制精度要求；②调查重点解决军事应用

区等信息。 无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应充分利用区域

原则。 立体调查过程中，应重点解决通道内野战机

地质资料中的岩土体类型并参考相关技术手册间接

动路线、岩土体构工与抗爆打击条件、备选地下水源

确定含水岩组类型，结合赋水构造资料和遥感解译

地圈定、灾害规避利用地段、资源利用现状等军事地

成果，综合推断地下水富集水源地分布范围。

质环境分析共性内容，还应根据区域特定的军事需

（５） 地质灾害： 区域地质灾害调查资料中直接

求，分析诸如界河渡涉、边境巡逻通道、难民涌入通

提取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主要地质灾害的位置、规

道、地下管线通道、武器装备训练靶场、直升机机降

模、影响范围、诱发因素等信息。 应充分利用适宜时

场地等地质影响因素，切实解决地质要素和军事应

相的高精度遥感影像地质解译，确定地质灾害类型

用结合问题；③调查技术方法紧密结合原则。 技术

和相关信息。

手段必须做到相互依托、互补和紧密衔接，尽量以最

（６） 资源：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资料中直接提取

少的路线调查、综合剖面、钻探勘察、测试试验等工

金属与非金属资源的类型、位置、规模；按花岗岩、大

作快速查明地质要素信息。 重点区应形成控制剖面

理岩、灰岩、碎（ 卵） 石等可利用岩土体类型结合获

和路线网络，宜将地质剖面和物探剖面结合运用，在

取资源的交通便利条件改化为建筑资源；按岩体类

剖面基础上再进行少量钻探工程和分析测试等技术

型推断可能的地质空间资源分布情况。

工作。 一般区宜以路线地质调查为主。

在民用地质资料改化过程中，应尽可能利用地
球物理、遥感影像等资料对区域地质构造格局和隐

立体调查通常采用路线地质调查、剖面测制、地
质工程、分析测试等技术方法。 技术要求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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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路线地质调查： 可采用多要素综合路线调

分析测试和室内实验室分析测试。 岩石强度样品采

查也可采用单要素专项路线调查，采用穿越法和追

样点选择新鲜完整岩体，野外现场岩石坚硬程度定

索法。 水体要素重点针对通道内地下水的泉井露

量分析规定坚硬岩采用点荷载仪（ 需将样品切割成

头、地表水的代表性水点，岩体、土体、地质灾害、地
质构造、资源要素重点针对通道内道路、冲沟、河道

标准样品） ，较坚硬岩—较软岩采用回弹仪，软岩—
极软岩采用回弹仪或软岩针贯入仪。 土体在钻孔中

沿线两侧。 岩体一般采用穿越法，土体一般采用追

和野外现场采取代表性样品，取不扰动土进行实验

索法开展路线地质调查。

室定名及物理强度分析。 野外现场采用地基土承载

（２） 剖面测制： 针对土体类型和分层结构、岩

体风化带和深部分层结构、浅层地下水深部结构等

力测试仪进行土质承载力测定，需去除表面一定厚
度腐殖土以揭露原状土。

内容，测制高精度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剖面。 剖

立体调查的地质观测点主要控制地质界线、重

面位置选择应有代表性，应针对重点区不同地质条

要接触关系、重要地质构造和重要层位。 不同的地

件、不同微地貌部位、不同军事应用目的测制，剖面

质要素类型，其地质观测点内容也不相同。 主要地

要控制到地质体的边界。 地质剖面应结合有效的浅

质要素的立体调查内容有：①土体。 调查土体类型

部物探方法形成立体层析剖面，如高密度电法分析

的空间分布和分层结构，测量土体承载力，评价武器

达分析岩体垂向分层结构（ 包括基岩上覆土厚度、

定基岩上覆土类型，调查岩体结构类型和结构面特

土层结构和地下水深部结构（ 潜水位埋深） ，探地雷
基岩风化带厚度和岩体一定深度内部结构） ，地面

装备机动性、通行性和工事构工条件。 ②岩体。 确
征，测量岩体基本质量级别，评价地下工事构筑稳定

磁法和放射性测量剖面分析岩体磁性异常和放射性

性和抗打击性；调查风化程度，测量基岩覆土厚度，

异常等。

评价地表工事开挖条件和构筑作业方式。 岩体软硬

（３） 地质工程： 钻探主要针对岩土体和松散层

孔隙水，采用一孔多用原则，验证土体厚度和分层结

构、浅层地下水深部结构和岩体风化带厚度，并用于

互层要注意区分单层厚度，岩脉要重点调查接触带
两侧的含水性。 ③ 水体。 调查泉、 井位置， 含水岩
组、储水构造、风化带等地下水含水系统的赋水条

岩土样、水样的取样和抽水试验目的。 对钻探工作

件。 测量地下水代表性露头的水质、水量和主要河

量的使用要从严掌握，应充分研究物探、已有勘探钻

流、水库、湖泊、渠等地表水的流速、水质、底质、岸

孔和当地机井资料，钻孔位置在物探剖面反演基础
上确定。 勘探钻孔深度确定为浅钻。 水文地质钻孔
要揭露出具有供水意义的潜水含水层，设计钻孔要
考虑抽水试验要求。 工程地质钻孔要分层取出土
样；槽探主要针对基岩强风化带、基岩上覆土厚度较
厚地段和适宜大规模开挖的土体区域，用于判断岩

质、水位变化等信息。 ④ 地质灾害。 调查崩塌、 滑
坡、泥石流等主要地质灾害的位置、诱发条件和易发
程度，测量规模和影响范围。 ⑤地质构造。 调查活
动断层的位置和规模，确定含水断层，测量断层破碎
带宽度、充填胶结程度和断距。 ⑥资源。 调查资源

类型，通过收集资料、访问或推断等形式确定各类资

体浅部和土体的开挖条件和施工作业效率。 槽探长

源的资源量并调查开采利用状况。 测量地质空间资

度根据微地貌条件确定，宽度和深度根据基岩覆土

源如矿山工程、自然洞穴等的截面面积、顶部防护岩

性质和土体厚度决定。 选取代表性地段旨在确定作
业指标，不大规模开挖。

（４） 分析测试： 主要针对地下水与地表水、岩

层厚度和空间利用状况。 ⑦地球物理场。 在航空武

器飞行空中通道涉及的地面区域开展专项重磁地球
物理场扫面测量。 利于工事构筑的花岗岩进行伽马

土体等样品的物理化学性质开展野外便携式测量，

能谱放射性剖面测量，驻屯集结区和利于工事构筑

和（ 或） 与实验室分析进 行 对 比 目 的。 抽 水 试 验。

并适宜开挖的土体进行“ 氡” 放射性剖面测量。

利用天然泉点、民井和水文钻孔，采用单孔稳定流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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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遥感地质解译技术

易抽水试验方法获得涌水量。 水质分析。 确定地下

境外遥感地质解译技术方法，简称遥感解译，是

水和地表水水质。 水质现场分析采用便携式仪器测

以国内高空间分辨率多光谱遥感数据形成的特征影

量，包括温度、透明度、电导率、ＰＨ 值、溶解性总固

像为依据，提取境外地质要素信息、编制军事地质图

体和溶解氧。 采用专用存储设备取水样进行水质实

件和研究军事地质问题的工作过程。 遥感资料收集

验室分析，包括饮用水、毒理学指标、细菌学指标和

前应系统地了解各类遥感数据的辐射分辨率、空间

放射性指标分析。 岩土强度测试。 分野外现场快速

分辨率、光谱分辨率、时间分辨率等技术参数和地学

１９４

地

质

特征。 遥感资料收集以国内航空卫星遥感数据为基
础，可收集国外遥感数据以及利用谷歌地球影像，用
于遥感影像地质解译研究过程中的辅助判绘。 遥感
影像地质解译应收集可见光、短波红外、热红外波段
数据，植被覆盖区可补充雷达数据，遥感异常信息提
取应使用合适的谱段数据，条件容许时应收集高光
谱数据。 一般遥感数据的时相，应根据研究区域的

论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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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野战给水保障、岩土抗爆打击 ４ 种通用军事应用
主题的地质条件图基础上，按实际军兵种应用需求
扩充。 专题图的研制方法，是以满足部队对地质要
素作战效能运用为原则，按分析军事应用主题 → 提
取地质要素属性特征值→建立专题数据图层→按需
设计图种（ 图式与图例） 模型 → 制作样图 → 论证优

化样图的程序制作。 它的技术过程包括数据采集、

地理环境来确定，同一地区用于融合处理的多源遥

数据建库、专家与计算机技术分析和综合编图。 在

感数据的时相应尽可能一致。 数据收集时应检查数

专题图研究制作的实践探索过程中，笔者等提出应

据的质量，图像中的斑点噪声、坏带等应尽可能少。

用角度多样化原则，即基础图层按地质要素分类、专

在区域军事地质环境分析研究过程中，遥感解

题图层通过地质信息应用模型模拟、综合图层以有

译应按研究范围分区域和局部编制不同空间分辨率

效信息组合为原则，以此可以快速提高综合编图的

和工作比例尺的影像图。 根据地貌形态、纹理、色调

构图指标和图库一体化融合生成技术，可以便捷地

等影像特征结合地质资料建立境内军事地质要素解

拓展不同作战需求层次与系列比例尺制图。

译标志，外推分析境外邻区的军事地质要素信息。

专题图的表达以军用地理底图为基础，地理要

遥感解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境内改化或调查取得的

素图层应包括水系、交通、境界、居民地、高程点、地

军事地质资料和遥感影像对比用以获取境外邻区军

形等高线、军事目标、注记等，应根据最新时相遥感

事地质要素信息，也可辅助境内民用地质资料改化

影像更新有关地理内容，如变更的交通线路等。 专

结果的修正完善，应在正确的解译标志下推断地质

题图要求以点、线、面等图元表达影响军事行动的关

体类型与边界范围。 遥感解译的技术路径要点为采

键地质信息，一般应包括前述地质要素主要属性信

用国内遥感数据源和适宜的数据时相，采取多源数

息的定性结论、定量区间和推断的影响边界或范围

据融合、光谱信息增强、蚀变信息提取等技术，重点

等，图面表达信息主要有土体硬度分类与承载力，岩

解译通道与迂回路两侧的缓冲地带、要地要点和重

体质量级别与基岩上覆土厚度，泉、井水质和涌水

要军事目标体周缘的岩土强度结构、地质灾害影响

量，地下水富水区范围与资源量、水质和地下水位埋

范围、特殊岩土体和地下水分布等地质背景信息。

藏深度，有重要影响的地质构造、地质灾害、地质资

遥感解译影像图制作的空间分辨率应满足研究

源等位置、影响范围等内容。 区别于其它传统地质

工作的精度要求。 一般选取地质信息丰富的波段，

专题图的表达内容是设计特殊的图示图例表达军事

经过预处理、几何校正、图像增强、数字镶嵌等过程

应用信息，如机动通行难易程度、构工条件分类、抗

制作。 应利用最新时相遥感影像，对研究区域变更

打击程度等，并根据研究结果在图中由计算机技术

的水域、道路等军事地理资料进行更新。 初步解译

自动圈定适宜或规避的地质条件区域。 专题图的地

应概略划分境内军事地质要素的类型，对照地质资

质要素应用信息表达详细程度应根据研究区域实际

料初步建立解译标志，确定具有特征解译标志要素

军事作战应用情况选取，并以不压盖或影响地理图

的属性，建立影像单元。 详细解译应以初步解译标

元判读信息为宜。

志为基础，确定或推断境外可解译军事地质要素的

定制化专题图技术方法不仅仅是制作专题图，

边界、形态、规模等，应重点解译分析境外要地要点、

更深层次体现的是对区域军事地质环境系统分析研

（ 隐匿） 军事目标、 交通线附近的岩土强度类 型 分

究的过程。 目前，由于对军事地质应用研究实践探

布、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地下水源信息等地质背景条

索的局限，初步形成的陆战场专题图表达方式仍然

件。

有诸如如何体现区域军事地质环境的应用分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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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定制专题图技术

点、不同比例尺专题图的表达层次与内容、地质环境

目前，军事地质环境研究成果的载体形式主要

综合应用指标的分级指数构建及其表达意义等重难

是军事地质环境分析专题图，简称专题图。 该图着

点问题，需要开展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但值得肯定

重表达地质要素应用信息，以服务具体军事作战应

的是，在目前专题图研制的探索中，运用调查数据高

用主题。 专题图的图种应结合研究区域具体军事应

度概括区域地质背景条件特点形成地质模型，结合

用环境确定，在陆战场野战机动通行、工事构筑选

现代军事应用制作军事地质环境模型图（ 图 ２） ，与

第１期

１９５

张栋等：军事地质环境的研究内涵与关键技术

图 ２ 某地区军事地质环境模型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ｏｎｅ ｒｅｇｉｏｎ

专题图的平面图相互补充，能够深化非地质专业的

（４） 适宜军事地质环境数据获取和信息表达的

军事指挥人员对专题图的理解认知与实际应用。 未

关键技术有民用地质数据军事应用改化、境内快速

来，地质空间三维地质模型图的研制技术与表达方

立体调查、境外遥感地质解译和按需定制专题图。

式将更好地拓展军事地质环境系统的成果表达。

４

结论与展望

（５） 提出利用地质体现状环境动态监测作战环

境的发展变化趋势，对作战环境开展质量评估与环
境治理；运用地质客观规律分析特定地质条件的薄

（１） 军事地质环境是具有军事和地质双重思维

弱点，通过地质环境的相似性推断未知地区的地质

景和客观现状环境于一体的自然系统，也是采用地

域地质背景共性和特殊性问题；利用传统地质模型

用以研究战场环境的方法，既是地质体时空演化背

质环境研究思路来分析陆战场空间的结构特征、空
间变化规律、物理化学界面和动态变化趋势等的方

条件，预测隐匿或地下军事目标的靶区位置，研究区
结合现代军事思维研究陆战场军事地质环境的分区
特点和综合信息表达，是我国现代军事地质应用研

法系统。

究的前沿领域和探索方向。
致谢：研究成果得到自然资源部高层次创新型

研究要素分别有战场空间结构、军事地理环境、军事

科技人才培养工程“ 军事地质应用与研究” 原武警

（２） 军事地质环境包括作战环境和地质环境，

行动环境和地质体时空环境、地质体现状环境、地质
体应用环境。

（３） 军事地质环境的研究内涵是将作战环境和

地质环境整合分析研究，从宏观上把握陆战场空间

的结构特征和军事地理与军事行动环境背景，并据
此确定地质需求内容和军事地质应用主题；通过研
究地质体背景条件、物理化学状态、空间分布规律及
动态变化趋势等，分析一定区域地质环境的质量、容
载和反馈能力，为军事作战应用地质条件提供利弊
研判和优劣预测。

黄金地质研究所科技创新团队支持；野外工作期间
得到原武警黄金第一支队官兵帮助；论文成文过程
与海军陆战学院刘晓静教授，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
程大学李宏伟教授、马秋禾教授，中国地质大学（ 武
汉） 徐光黎教授和原武警黄金指挥部刘晓煌高级工
程师的探讨使作者受益颇多；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
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国家跨军地改革，作者单
位及涉及到的武警黄金部队番号均为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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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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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１９ ～ ２４１．
Ｒｏｓｅ Ｅ Ｐ Ｆ，Ｍａｔｈｅｒ Ｊ Ｄ． ｅｄｓ． ２０１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６２ ～ ３７４．
Ｒｏｓｅ Ｅ Ｐ Ｆ． ２０１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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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 Ｒ Ｓ， Ｂａｋｅｒ Ｓ Ｅ，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Ｅ Ｖ． ｅｄ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ＸＸＩＩ：１９ ～ ２６．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Ｊ，Ｂｏｏｔｈ Ａ Ｗ，Ｐｏｏｌｅ Ｓ Ｐ． １９５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Ｐ
Ｅ， Ｊｏｎｅｓ Ｃ Ｅ． ｅｄ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４８４ ～ ４９５．
Ｔａｎｇ Ｊｉｎｒｏｎｇ，Ｙａｎｇ Ｚｏｎｇｘｉ， Ｚｈｅｎｇ Ｒｅｎｒｕｉ， Ｌｉ Ｐｅｎｇｙｕａｎ， Ｚｈｏｕ Ｐｉｎｇ， Ｊｉｎ
Ｘｉ． ２０１６＆．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ｂｒｏａ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３５（ １１） ：１９２６
～ １９３５．
Ｔｅｒｍａｎ Ｍ Ｊ．１９９８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Ｕｎ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 Ｊ Ｒ，Ｊｒ，Ｇｕｔｈ Ｐ Ｌ． ｅｄ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ＸＸＩＩ：４９ ～ ５４．
Ｔｅｒｍａｎ Ｍ Ｊ．１９９８ｂ．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５ ｔｏ １９７２．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 Ｊ Ｒ，Ｊｒ，Ｇｕｔｈ Ｐ Ｌ． ｅｄ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ＸＸＩＩ：７５ ～ ８１．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Ｅ Ｒ． １９６２．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ｍｉｔｈ Ｊ Ｓ Ｃ． １９６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ｎｓａ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７：３１１ ～ ３３６．
Ｓｏｎｇ Ｂｉｎｇｊｉａｎ． ２０１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３３（９） ： ５８ ～ ６０．
Ｓｕｎ Ｈ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Ｌｉ Ｈｏｎｇｗｅｉ， Ｘｕ Ｚｈｅ． ２０１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４０（ １０） ：
１９９ ～ ２０４．
Ｓｕｎ Ｘｉｎｇｌｉ，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ｈｕａｎｇ， Ｌｕ Ｊｉｙｕａｎ， Ｍａｏ Ｊｉｎｇｗｅｎ， Ｘｕ Ｘｕｅｙｉ， Ｇｕａｎ
Ｈｏｎｇｊｕｎ，Ｌｉ Ｂａｏｆｅｉ， Ｌｉｕ Ｊｉｎｆｅｎ， Ｂａｏ Ｋｕａｎｌｅ， Ｌｉｕ Ｓｈｉｐｅｎｇ．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３（１） ： ９９ ～ １１２．
Ｗａｎｇ 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Ｃａｉ Ｚｈｏｎｇｙｅ． １９８５＆．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Ｃｏｒｐｓ， （ ４） ： ５７ ～
６１．
Ｙａｊｉｍａ Ｍ． ２００６．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ｒｕｍ，１５： ２２２ ～ ２３２．
Ｙｉｎ Ｈｏｎｇ，Ｓｕｎ Ｘｉａｏｂｏ，Ｘｕ Ｊｉｈｅｎｇ，Ｗｕ Ｈａｉｐｉｎｇ，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１＆．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３２（９） ：３１２３ ～ ３１２７．
Ｙｕ Ｄｅｈａｏ，Ｄｅｎｇ Ｚ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Ｌｏｎｇ Ｆａｎ，Ｗａｎｇ Ｄａｑｉｎｇ，Ｇｏｕ Ｙｉｚｈｅｎｇ，Ｇｕａｎ
Ｈｏｎｇｊｕｎ． ２００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ＮＤＷ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３２（１） ： ９１ ～
９５．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 ～ ３８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ＺＨＡＮＧ Ｄｏｎｇ １，２） ，ＬＵ̈ Ｘｉｎｂｉａｏ １） ，ＧＥ Ｌ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３） ，ＬＵ Ｙａｎｍｉｎｇ ２） ，ＨＵＡＮＧ Ｈｕｉ 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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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ｗ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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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ｌ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ｇｇｅ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ｏｕ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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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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