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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年来的资源科学：从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到

资源科学综合研究

孙鸿烈，成升魁，封志明

（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走过６０年，资源科学研究已从最初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发展成了一门综合性的资源科

学学科体系。期间，国家先后编制了７次科技发展规划，尤以《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

规划》和《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资源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前者

推动了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后者促进了中国资源科学考察事业的发展与

壮大，进而推动了资源科学的形成与发展。６０年来的中国资源科学可以初步划分为大规模的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时期（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区域资源综合科学考察与资源科学研究时期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和资源科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时期（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代）等三个阶段；

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资源科技工作者先后完成的《中国自然资源丛书》、《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

和《资源科学》等三项标志性成果的出版，为我国建立资源科学体系奠定了科学基础；２００８年

《资源科学技术名词》正式颁布，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资源科学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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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走向综合与交叉。为解决当代复杂而严峻的全球

性问题，许多学科彼此交叉、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大批新的学科领域。资源科学就是其中的

一个突出代表，它是在已基本形成体系的生物学、地学、经济学及其它应用科学的基础上继

承与发展起来的，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１２］。如果说单项自然资源研究，早在１９世纪就

已获得显著进展，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那么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研究

则开始较晚。尽管这种科学的整体观念早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形成，但真正引起重视

并得以实施却是在６０年代以后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编制了７次科技发展规划，资源科学研究也从最初的自然资

源综合考察发展成了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其中，以第１次和第３次，即《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

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资源科学的形成

与发展影响最大［３］。前者推动了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后者促进了中

国资源科学考察事业的发展与壮大，进而推动了资源科学的形成与发展。６０年来的中国资

源科学可以初步划分为大规模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时期（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区域资源综合

科学考察与资源科学研究时期（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和资源科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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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代）等三个阶段。２０００年前后，我国资源科技工作者先后完成的《中国自然

资源丛书》、《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和《资源科学》等三项标志性成果，为我国建立资源科

学体系和奠定学科地位做出了奠基性贡献［４］［５］３；２００８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

公布了《资源科学技术名词》，这必将进一步促进资源科学的发展与完善［６］。

为了借鉴历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６０年来的中国资源科学———从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到

资源科学综合研究的发展历程，以求承继过去、与时俱进，夯实基础、共筑未来。

１　大规模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时期（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独立自主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资源科学调查与综合考察工

作。除部分矿产资源是与资源开发同时进行的资源勘探和科学研究外，绝大部分的可更新

资源考察与地质、矿产普查是作为大规模开发利用前期，根据有预见的《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

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进行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１）新中国早期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１９５１—１９５５年）

新中国最早组织的综合考察始于１９５１年
［７］。为了配合西藏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向

西藏派出了一支地质、地理、气象、水利、土壤、植物、农业、牧业、社会、历史、语言、文艺及医

药卫生等专业在内的西藏工作队，对西藏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及社会人文状况等进行了将近

３年的考察研究，揭开了中国综合考察发展史的第一页。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为了打破帝国

主义的经济封锁，自力更生发展国民经济、生产国防建设所必需的橡胶等战略物资，广东省

和中国科学院开展了华南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１９５３年，为了治理水害，开发水

利，加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中国科学院会同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在黄河中

游各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１９５５年，为了加强水土保持研究的综合性，中国科学院组织院

内外数十个单位，包括地质、水文、气象、土壤、植物、农业、林业、畜牧、水利、田间工程、经济

以及测绘等专业，组建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同年，还组建了中苏合作云南紫胶

工作队和中苏合作黑龙江流域考察活动。建国初期，中国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主要围绕边

疆地区和国民经济需要展开工作。

（２）第１次科技规划后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

为了有效领导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国务院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批示、１９５６年１月

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以协助院长、院务会议领导综合调查研究工

作［８］６０５。同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后，由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担负有关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任务。１２年科

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的发展。

《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涉及到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１３个方面和５７

项重大科技任务。其中第１个方面就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规划开明宗义指出，我国

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要使这些优越的条件和富饶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

用和及时的开发，必须展开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掌握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和自然资

源的分布情况，从而提出利用和开发的方向，并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各区和全国国民经济发

展远景以及工、农业合理配置的方案。规划包括４项资源综合考察与区域开发战略研究任

务，分别是：①西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综合考察及开发方案研究；②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

区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研究；③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④重要河流水利资

源综合考察和综合利用研究。根据国家１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先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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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新疆资源综合考察（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青海柴

达木盆地盐湖资源考察研究（１９５７—１９６１年）、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１９５５—１９５８

年）、云南紫胶与南方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１９５５—１９６２年）、西北地区治沙综合考察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青甘地区综合考察（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１９５９—

１９６３年）和蒙宁地区综合考察（１９６１—１９６４年）等，除西藏高原综合考察（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

１９６４年）断续进行外，到１９６３年大多基本完成了预定任务
［９］。据不完全统计，基于上述工

作先后公开出版区域性科学考察著作１００多册，内容涉及地质、地貌、水文、土壤、气候、生

物、矿产等自然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问题。这一时期科学考察的重点是“查明资源，提出方

案”，即以查明自然资源为主，同时提出生产力布局方案。

通过这一时期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初步掌握了自然条件的基本状况和自然资源的数

量、质量与分布规律，填补了广大边远省区的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资料空白；不仅在国民

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先行作用，而且积累了丰富的资源科学资料，更将中国的自然资源研究，

由零星分散的状态提高到了一个整体水平，为中国资源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

（３）１９６０年前后：资源综合科学考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竺可桢１９５６年领导并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直到１９７４年逝世一直兼

任委员会主任。他在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领导并亲自参加了一系列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

的综合考察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论断，至今仍是我们开展资源综合考察的重要指导

思想［１０］。

竺老认为，综合考察是一种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多专业的综合研究工作，“必须

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全面合作”，只有通过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科学成果。

但综合考察研究必须要有统一的中心目标，做到综合下的专业深入，专业深入基础上的综

合；要利用自然，首先必须认识自然，研究自然变化和相互联系的规律；要认识自然资源，就

必须到大自然中去，到野外去。“资源综合考察方法应强调点面有机地结合；通过面上考察

发现问题，通过点的深入研究来解决问题，取得经验”。竺老１９５９年，在《十年来的综合考

察》中指出：“综合考察工作只有积极地配合国家的重要中心任务，才能使研究工作得以顺利

地进行”，综合考察根据国家提出的任务和地理资源的特点，组织各种必要的学科共同参加

工作。“工作方法是在一个地区的考察中，抓着关键性的重大的问题深入研究，以解决这些

问题为中心，考虑全面布局，因此是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经过综合考察最后提出的报告是

远景的建议性的方案，供国家计划部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参考。“综合考察工作的总方向

虽然应当着重于长远目标，而不应当单纯从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出发，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情

况下，不能把远景和当前生产建设截然分开，当前的重大建设计划要与远景的展望相结合，

而远景的规划有许多方面又需要现在即着手进行”［１１］。

上述关于资源综合考察的研究要点面结合、远近结合、多学科合作等观点集中体现了竺

可桢先生的资源综合科学考察思想和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跨

地区、跨部门、跨学科的大规模资源综合考察研究中得到不断实践，为中国现代综合考察和

资源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科学家在自然资源考察研

究的基础上，已经认识到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问题的重要性。１９６３年竺可桢等２４位

科学家曾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

见”［１２］，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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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区域资源综合科学考察与资源科学研究时期（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人们已深刻认识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

设的重要性。国际上也提出了环境与发展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资源科学考察在“文化大革

命”之后，主要是执行《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国家计委下达的任务。

最明显的特征是在以“查明资源”为重点的自然资源科学考察的基础上，转向了以合理开发

利用自然资源、“提出方案”为重点的区域资源科学综合考察研究阶段［１３］。

（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

国家科委根据第一个１２年科技发展规划基本提前完成的新情况，１９６２年及时制订了

《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包括９章，涉及３７４项重点研究试验项目。其中

第３章是“自然条件和资源的调查研究”，涉及土地生物资源的调查研究、矿产资源的调查勘

探与合理开发、水利资源及其综合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调查、气象研究和测量与制图技术等

内容。纲要明确指出，执行“１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以来，各种考察、调查、勘探、观测、研

究等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对我国自然条件和资源的概貌已经有初步了解，但是工作做得

很不平衡。不仅地下矿产资源的地质调查还不够普遍，对土地、生物资源的调查工作量也十

分有限。工作深度尤其不够，综合性研究更为薄弱。永续利用各种资源的科学途径有待进

一步探讨，今后１０年内，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然条件与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使它既能适应

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能为以后的发展储备必要的资料。综合考察开始加强综合性、

专题性的考察研究，工作重点逐步从未开发地区转向开发地区。

《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主要包括３项区域性综合考察任务：①西南地

区综合考察研究；②西北地区综合考察研究；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同时还提出了我国

西部与北部的宜农荒地和草场资源的综合评价等两个重点考察研究项目。遗憾的是，正当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蓬勃发展之际，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除却青藏高原综合考察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外，区域性综合考察工作很难继续按照第２个科技发展规划所确定

的任务组织实施，结果只是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短周期的专题考察研究。

鉴于青藏高原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科学意义，１９７２年中国科学院又专门制定了《青藏高

原１９７３—１９８２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并于１９７３年组织了“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

与人类活动影响以及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为主题的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直到１９８０年

结束。这次科考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学科之多，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我国科学考察史上

也是空前的。正是这次科学考察活动为以后的青藏高原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１４］。其

中的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与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成果均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１９７８年）。期间，１９７２年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并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

究所；１９７４年根据形势需要，又恢复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组”
［８］６３７６３９。

１９７０年前后，除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外，其它考察多以专题为主，考察队伍规模小、学科

专业少，考察周期短，大多未完成既定目标。

（２）第３次科技规划后的资源综合科学考察（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为了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国家制定了《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涉及８个综合性研究领域，

确定了重大科技研究项目１０８项。其中，第１项是“对重点地区的气候、水、土地、生物资源

以及资源生态系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方案，制定因地制宜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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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农业区划。”第１８～２６项，即资源与自然条件领域，包括９个重大科技研

究项目，基本任务是考察研究我国自然资源及其合理利用和保护，包括重点地区自然资源综

合考察、开发利用与工农业合理布局的研究，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的赋存条件、水质

水量及合理开发利用研究，根治黄河研究与南水北调的科学技术等。期间，根据实际工作需

要，１９７８年５月恢复重建“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有

关我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提出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意见［８］６４９。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农委、国家科委、农业部、中国科学院于１９７９年４月在北京联合召

开会议，议定了“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５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计划要点（草案）”。该计划

要求对重点地区气候、水、土地、生物资源，以及资源生态系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合理开发

利用和保护方案；制定因地制宜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农业区划。截至１９８６年，全国各

级、各部共完成各类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农业区划、地图与图集等成果约４万多项，其中获得

各级科技成果奖的有８０００多项，《中国综合农业区划》（１９８５年）和《全国农业气候资源和农

业气候区划研究》（１９８８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期间，编制完成了中国１∶１００万地

貌、植被、土壤、草地、森林、土地资源与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

计划的实施，对查清中国农业资源家底、促进自然资源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起到了重大作

用。

根据第３次科技发展规划，在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与研究领域，先后组织实施了全国

土地资源、水资源、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生物资源的综合评价与生产潜力途径的考察研究；

青藏高原形成、演变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保护的综合考察研究；亚热

带山地丘陵地区自然资源特点及其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综合考察研究；南水北调地区水资源

评价及其合理利用的综合考察研究等任务。中国科学院除继续青藏高原综合考察工作外，

还先后组织了贵州山地资源综合考察、黑龙江伊春荒地资源综合考察、湖南桃源综合考察、

东线南水北调考察、南方山区综合科学考察和山西煤化工基地建设与水土资源关系综合考

察等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基于上述科学考察任务先后出版了西藏考察丛书４５册、青藏高

原横断山区考察丛书１３册和其它若干区域性著作。

②　中国科学院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规划专题研究报告之四：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规划专题组，１９８５－０６。

为了加强国家资源科学考察研究工作，密切研究单位与决策部门的关系，更好地为国民

经济建设服务，国务院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决定对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实行中国科学院和国

家计划委员会双重领导，并进一步明确了“立足资源、加强综合，为国土整治服务”的方针［９］。

在继续执行第３次科技发展规划任务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国土整治工作的要求，１９８３—１９８５

年中国科学院编制完成了“中国科学院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自然资源专题规划”②。根据规划的

任务和国家计委的要求，中国科学院组织国家和地方有关单位先后开展了亚热带东部丘陵

山区综合考察（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新疆资源开发综合考察（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黄土高原地区综

合科学考察（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与西南地区资源开发考察（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等资源开发与区域

发展综合考察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亚热带东部丘陵山区考察丛书３２册、黄土高原考

察丛书４６册、新疆地区考察丛书２１册和西南地区考察丛书２８册及其它若干区域性、专题

性著作，为区域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中国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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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从“科学空白地区”的边远省区逐渐扩展到内地的多种类型区，并同时开展了一系列全

国性和专题性的资源科学研究工作，为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我国不同类型地区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的特点和规律积累了科学资料，创造了最基本的研究条件。这一阶段的综合考察开

始注重我国边境地区之外的其它地区的调查研究，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综合考察领域更为

广阔，工作更加面向实际、面向生产。

（３）１９８０年前后的资源科学：《自然资源》创刊与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成立

１９８０年前后，《自然资源》创刊和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成立是中国资源科学研究的两个

标志性事件。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办的《自然资源》杂志１９７７年创刊，

１９７９年开始公开发行，是我国有关自然资源综合研究最早的专门学术期刊；２０年后的１９９８

年，根据资源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名为《资源科学》。随后，１９８４年ＵＮＥＳＣＯ的《自然与资

源》中文版公开发行，１９８６年《自然资源学报》创刊并发行。期间，１９８３年中国自然资源研究

会成立，会后１９８５年正式出版了两本会议文集《自然资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和《自然资源

研究》，１９８６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资源研究委员会。据不完全统计，《自然资源研究的理论与

方法》连同集内文献的引用次数数以千计，已成为资源科学研究的重要经典文献之一［１５］。

１９９３年，根据资源科学的发展态势，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准，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更名为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标志着中国资源科学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３　资源科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时期（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除了完成国家

“科学发展规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任务之外，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任务———“以任务带学

科”，即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基础上，带动资源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

１９９０年大规模的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工作基本完成，中国科学院开始设立区域开发

前期研究专项，１９９５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到２０００年先后支持了３０

多个项目，对我国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重点地区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考察与研究。期

间，全国性的自然资源综合研究工作开始展开，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中国宜农荒地资源、中国

１∶１００万土地利用图、土地资源图和草地资源图的编制、世界资源态势与国情分析、中国土

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中国自然资源态势与开发方略等，研究提出了诸如“５亿亩

荒地”、“２０亿亩耕地”、“６０亿亩草地”“１６亿人口承载量”和“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

系”等若干重大科学论断［５］６，并取得了青藏高原、新疆、黄土高原和西南地区等资源环境与

区域发展重大科技成果，为国土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鉴于我国基础数据还相当薄弱，２００１年科技部启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明确科技

基础性工作是指对基本科学数据、资料和相关信息进行系统的考察、采集、鉴定，并进行评价

和综合分析，以探求基本规律，推动这些科学资料的流动与使用的工作。近年来，科技基础

性工作专项特别支持科学考察与调查、志书编研与立典、标准物质与规范等领域，目前中国

科学院正在组织的综合科学考察有“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和“澜沧江中下

游及大香格里拉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等，中国的科学考察与调查工作再次步入规范化、程序

化轨道。

２０００年前后，我国资源科技工作者在总结区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与资源科学综合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促进资源科学形成与发展的三项标志性成果：１９９５年完成了４２卷本

的《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的出版，２０００年正式出版２４０万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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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８０万字的《资源科学》专著出版发行。这三项综合性、标志性成果的出版发行，无疑

为我国资源科学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１）１９９２年开始编撰、１９９５年陆续出版《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１９９５年出版的４２卷本《中国自然资源丛书》是我国有史以来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入地

反映我国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的巨型著作［１６］，《中国自然资源丛书》由地区卷、部门

卷和综合卷３部分组成。地区卷包括每个省（区、市）各一卷共３０卷（重庆市包括在四川），

主要阐述了区域资源分布、资源特点和资源态势，在资源区划的基础上开展了区域资源综合

评价，并阐明了区域资源开发利用方向；部门卷包括水、土地、气候、矿产、森林、草地、内陆水

产、野生动植物、能源、海洋和旅游资源１１卷，重点论述各项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和开发

潜力，探讨了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途径与措施；综合卷分别从全国、重点地区和资源分

区的角度，系统研究了中国的资源特点及其开发利用问题。

（２）１９９６年开始编撰、２０００年正式出版《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

２０００年出版的２４０万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第一次从综合资源学到部门资源

学，系统阐述了资源科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内容和方法论、科学体系和学科分异，为资源科学

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科学基础［１７］。《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明确指出，资源科学是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新学科发展领域。资源科学

的主要分支学科按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差异，划分为综合资源学和部门资源学。前者

较为成熟的分支学科主要有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经济学、资源管理学和资源法学

等；后者较为完善的分支学科主要包括气候资源学、生物资源学、水资源学、土地资源学、矿

产资源学、海洋资源学、旅游资源学和能源学等。

（３）２００３年开始编写、２００６年正式出版《资源科学》专著

２００６年出版的８０万字的《资源科学》专著，以《中国自然科学百科全书》为基础，进一步

系统阐述了资源科学及１６个主要分支学科的科学地位、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理论基础、学

科体系，以及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源科学理论著作［１８］。《资源

科学》全书包括３篇２１章。第一篇总论是对资源科学的综述，主要阐明资源科学的研究对

象与研究内容、理论基础与方法论、资源分类与学科体系、发展历史与前沿问题等；第二篇基

础资源学，阐述了包括资源地学、资源生态学、资源经济学、资源信息学、资源法学和资源管

理学等６门分支学科的科学定义、研究内容、理论基础与发展前景；第三篇部门资源学，主要

是自然资源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１０门分支学科，内容包括学科地位与研究对象、理论基

础与研究内容、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等。

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自然资源丛书》、《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和《资源科学》的出版发

行，标志着中国由综合（基础）资源学、部门（应用）资源学和区域资源学等若干分支学科构成

的资源科学体系基本形成。资源科学研究以其固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特点，在一系列新技

术、新方法的武装下，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现代科学的舞台上，资源科学研究由此进入了一

个快速发展时期。

４　结语

走过６０年，中国的资源科学研究已从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的资源科

学学科体系。早在２０００年完成的《全国基础研究“十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规划》，已把资

源环境科学列为１８个基础学科中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分列内容主要包括资源科学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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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和资源与环境管理３个一级学科；在资源科学与技术学科，下属自然资

源、资源生态、资源经济和资源工程技术４个二级学科，几乎涵盖了现代资源科学研究的所

有领域③。

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的资源科学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２００３

年，国内有上百所大学设有与资源科学密切相关的资源与环境学院或系及其相关本科专业，

并招收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跨学科的资源科学高等教育与研究生

培养体系（分属理学、工学、农学、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已现雏形［１９２０］。

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国基础研究“十五”计划和２０１５年远景规划．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年国家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为厘定资源科学术语、界定资源科学概念，成立

了“资源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开始资源科学技术名词的审定工作。２００８年正式颁布

的《资源科学技术名词》，科学厘定了包括２０个学科的３３３９个资源科学技术名词。《资源

科学技术名词》的正式颁布，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资源科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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