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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环境地质工程(专业代码 520207)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三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工作岗位包括环境地质、地质灾害、工程地质、岩土工程勘察、

地质调查、地质制图及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技术与管理岗位。

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及专业核心课程为 20 门，分别为工程岩土学、构造地

质学、岩土工程勘察、土力学与工程应用、水文地质、钻探工程等

根据专业发展、企业需求和核心课程要求，结合学生情况、实际工作情况和

学校现有条件，提炼出以下五个模块作为本专业的技能抽考。

三、考核内容

模块一 判读地形地质图

1.技能要求

能理解地形地质图中的基本要素，能合理的分析描述地形地貌，地层的分布

情况、地层接触关系、地质构造描述以及其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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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地质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

齐全，检查地形地质图是否正常，不损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节约

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模块二 使用罗盘测岩层产状与坡角

1.技能要求

能理解岩层产状三要素，能正确使用罗盘测岩层产状及坡角，读取岩层走向

与倾向之间的关系，合理选择走向、倾向与倾角表示岩层产状，能进行真倾角与

视倾角之间的换算，能说出倾向、走向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

2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地质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

齐全，检查罗盘是否正常，数据处理和记录是否有误，不损坏考试工具、资料及

设施，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模块三 图切剖面图和计算机绘制剖面图

1.技能要求

能理解水平岩层、倾斜岩层、褶皱、断层等在地质图上的表现形式，根据制

定的 A-B 剖面方位，确定绘图的比例尺，并正确换算真倾角与视倾角，标注产

状、图例等内容，绘制图切剖面图。能使用 CAD 或 MAPGIS 软件按规范绘制图

切剖面图。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2.1 操作规范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试行) 》(DD2006-01)

区域地质图图例（1:50000）（GB957-89(99)）

2.2 职业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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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地质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

齐全，检查地质图是否正常，数据处理是否有误，不损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

有良好的节约资源意识。

模块四 钻探地质编录

1.技能要求

能熟悉和掌握钻探技术和方法手段，能了解钻探原始记录标准规范，能完成

原始钻探记录表，能完成钻探编录和绘制钻孔柱状图。原始钻探班报表记录清楚、

编录数据准确、图形绘制清楚，符合规范。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地质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

齐全，数据处理和记录是否有误，不损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节约

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模块五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

1.技能要求

能理解岩土工程等级的划分；清楚不同勘察阶段勘探孔及勘探线的布置原

则；根据地层资料绘制剖面图；并依据《土力学》知识对地基中的附加应力进行

计算，以便判定地基的承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能熟练使用 CAD 绘图软件完

成钻孔布置及剖面图绘制。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地质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资料是否

齐全，数据处理和记录是否有误，不损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节约

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四、评价标准

模块一 判读地形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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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评价标准包括读图能力、书写能力和职业态度三个方面，其中读图能

力占 30%比重，书写占 50%的比重、职业态度占 20%的比重。

模块二 罗盘测岩层产状与坡角

该模块评价标准包括罗盘使用、数据处理和职业态度三个方面，其中罗盘的

使用占 60%比重，数据处理占 30%的比重、职业态度占 10%的比重。

模块三 信手剖面图和图切剖面图的绘制

该模块评价标准包括识图能力、绘制剖面图两个方面，其中识图能力占 30%

比重，绘制剖面图占 70%的比重。

模块四 钻探地质编录

该模块评价标准包括根据岩芯数据表格处理、钻孔柱状图绘制和职业态度三

个方面，其中岩芯数据及表格处理占 50%比重，钻孔柱状图占 40%的比重、职

业态度占 10%的比重。

模块五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

该模块评价标准包括钻孔布置图（剖面图绘制）和职业态度两个个方面，其

中钻孔布置图（剖面图绘制）占 80%比重，钻孔柱状图占职业态度占 20%的比

重。

五、抽考方式

本次专业技能抽考总共包含判读地形地质图、使用罗盘测岩层产状与坡角、

绘制图切剖面和计算机图切坡面、钻探地质编录、岩土工程勘察设计 5 个模块，

共 50 道题。

抽考方式：采取 1 加 1 方式，在基础技能模块（判读地形地质图、使用罗盘

测岩层产状与坡角、绘制图切坡面和计算机图切坡面）和专业核心模块（钻探地

质编录、岩土工程勘察设计）中，随机抽取一套试卷，50%的考生参加基础技能

模块，另 50%考生参加专业技能模块考核，每位考生只考一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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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场次根据考生人数结合考场条件具体安排，考核场次和工位号考生在考

试前抽签确定，并各自按照考核试题的要求独立完成考核任务，并体现良好的职

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六、附录

技术规范：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17)

区域地质图图例（1:50000）（GB957-89(99)）

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1:50000)（DZ/T0179-1997）

1:50000 地质图地理底图编绘规范 （DZ/T0157-95）

1:200000 地质图地理底图编绘规范及图式（DZ/T0160-95）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56-2012)；

《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GC20-2011)；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50191—201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桥梁工程勘察技术条件和要求》及附《地勘钻孔平面布置图》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 T 0286-2015）

《地质岩心钻探规程》(DZ/T0227-2010)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试行) 》(DD2006-01)

《1:50000 区域地质调查总则》（DZ/T0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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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环境地质工程专业学生

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概述

本题库内容根据专业发展、企业需求和核心课程要求，结合学生情况、实际

工作情况和学校现有条件设定，所有题库范围来源课程、企业实际案例等，共五

个模块，每个模块 10 道题目，共设置 50 道题。

模块一 判读地形地质图

1.试题编号：1-1：判读暮云岭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25000 暮云岭地区地形地质图，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要

求，完成编写暮云岭地区地形地质读图报告。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25000 暮云岭地区地形地质图、笔、纸、尺子、橡皮擦。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写出图名、比例尺（5 分）

2.合理对地形地貌进行描述（20 分）；

3.正确对地层分布进行详细描述（15 分）；

4.正确判断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15 分）；

5.正确完整的描述区域内构造形态（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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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作态度严谨，描述符合规范（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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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1-2：判读凌河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20000 凌河地形地质图，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要求，完

成编写凌河地形地质读图报告。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20000 凌河地形地质图、笔、尺子、橡皮擦、纸。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写出图名、比例尺（5 分）

2.合理对地形地貌进行描述（20 分）；

3.正确对地层分布进行详细描述（15 分）；

4.正确判断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15 分）；

5.正确完整的描述区域内构造形态（25 分）；

6.工作态度严谨，描述符合规范（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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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题编号： 1-3：判读 1:200000彭城地区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200000 彭城地区地形地质图，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要

求，完成编写彭城地区地形地质读图报告。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200000 彭城地区地形地质图、笔、纸、尺子、橡皮擦。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写出图名、比例尺（5 分）

2.合理对地形地貌进行描述（20 分）；

3.正确对地层分布进行详细描述（15 分）；

4.正确判断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15 分）；

5.正确完整的描述区域内构造形态（25 分）；

6.工作态度严谨，描述符合规范（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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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题编号： 1-4：判读 1:10000彩云岭地区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10000 彩云岭地区地形地质图，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要

求，完成编写彩云岭读图报告。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10000 彩云岭地区地形地质图、笔、纸、尺子、橡皮擦。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写出图名、比例尺（5 分）

2.合理对地形地貌进行描述（20 分）；

3.正确对地层分布进行详细描述（15 分）；

4.正确判断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15 分）；

5.正确完整的描述区域内构造、岩浆岩形态（25 分）；

6.工作态度严谨，描述符合规范（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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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题编号： 1-5：判读 1:100000金山镇地质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100000 金山镇地质图，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要求，完

成编写金牛镇地形地质图读图报告。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100000 金山镇地质图、笔、纸、尺子、橡皮擦。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写出图名、比例尺（5 分）；

2.合理对地形地貌进行描述（20 分）；

3.正确对地层分布进行详细描述（15 分）；

4.正确判断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15 分）；

5.正确完整的描述区域内构造形态（25 分）；

6.工作态度严谨，描述符合规范（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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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题编号： 1-6：判读 1:50000星岗地区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50000星岗地区地形地质图，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要求，

完成编写星岗地区地形地质图读图报告。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50000 星岗地区地形地质图、笔、纸、尺子、橡皮擦。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写出图名、比例尺（5 分）；

2.合理对地形地貌进行描述（20 分）；

3.正确对地层分布进行详细描述（15 分）；

4.正确判断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15 分）；

5.正确完整的描述区域内构造形态（25 分）；

6.工作态度严谨，描述符合规范（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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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题编号： 1-7：判读 1:50000望洋岗地区地形地质图

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50000 望洋岗地区地形地质图，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要

求，完成编写望洋岗地区地形地质图读图报告。

（1）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50000 星岗地区地形地质图、笔、纸、尺子、橡皮擦。

（2）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3）评分细则

1 正确写出图名、比例尺（5 分）；

2 正确对地层分布进行详细描述（20 分）；

3 正确判断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25 分）；

4 正确完整的描述区域内构造形态（30 分）；

5 工作态度严谨，描述符合规范（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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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题编号： 1-8：判读 1:1000000松岭峪地区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1000000 松岭峪地区地形地质图，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

要求，完成编写松岭峪地区地形地质图读图报告。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1000000 松岭峪地区地形地质图、笔、纸、尺、橡皮擦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1.正确写出图名、比例尺（5 分）

2.合理对地形地貌进行描述（20 分）；

3.正确对地层分布进行详细描述（15 分）；

4.正确判断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15 分）；

5.正确完整的描述区域内构造形态（25 分）；

6.工作态度严谨，描述符合规范（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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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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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题编号： 1-9：判读 1:100000景陵峪地区地形地质图

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100000 景陵峪地区地形地质图，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

要求，完成编写景陵峪地区地形地质图读图报告。

（1）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100000 景陵峪地区地形地质图、笔、纸、尺、橡皮擦等。

（2）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3）评分细则

1.正确写出图名、比例尺（5 分）

2.合理对地形地貌进行描述（20 分）；

3.正确对地层分布进行详细描述（15 分）；

4.正确判断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15 分）；

5.正确完整的描述区域内构造形态（25 分）；

6.工作态度严谨，描述符合规范（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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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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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试题编号： 1-10：判读 1:25000长山地区地质图

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25000 长山地区地质图，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要求，完

成编写长山地区地质图读图报告。

（1）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25000 长山地区地形地质图、笔、纸、尺、橡皮擦等。

（2）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3）评分细则

1.正确写出图名、比例尺（5 分）

2.合理对地形地貌进行描述（20 分）；

3.正确对地层分布进行详细描述（15 分）；

4.正确判断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15 分）；

5.正确完整的描述区域内构造形态（25 分）；

6.工作态度严谨，描述符合规范（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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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使用罗盘测岩层产状与坡角

1、试题编号：2-1 使用罗盘测水平岩层产状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沉积岩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沉积岩的

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选择一段有角度的斜坡，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

出该斜坡坡角。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岩层标志面，调罗盘磁偏角（10 分）。

（2）测量走向时,使罗盘的长边（即南北边）紧贴层面,将罗盘放平,水准泡

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角,就是岩层的走向。（15 分）

（3）测量倾向时,将罗盘的短边紧贴层面,水准泡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

角,就是岩层的倾向。（15 分）

（4）由于岩层的倾向只有一个,所以在测岩层的倾向时,要注意将罗盘的北端

朝向岩层的倾斜方向。（15 分）

（5）测倾角时,需将罗盘横着竖起来,使长边与岩层的走向垂直,紧贴层面,待

倾斜器上的水准泡居中后,读悬锤所示的角度,即为倾角.（15 分）

（6）正确记录岩层产状（5 分），掌握产状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5 分）

（7）能测出斜坡的坡角。（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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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具有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爱惜仪器。（10 分）

2 试题编号：2-2 使用罗盘测倾斜岩层产状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沉积岩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沉积岩的

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选择一段有角度的斜坡，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

出该斜坡坡角。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岩层标志面，调罗盘磁偏角（10 分）。

（2）测量走向时,使罗盘的长边（即南北边）紧贴层面,将罗盘放平,水准泡

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角,就是岩层的走向。（15 分）

（3）测量倾向时,将罗盘的短边紧贴层面,水准泡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

角,就是岩层的倾向。（15 分）

（4）由于岩层的倾向只有一个,所以在测岩层的倾向时,要注意将罗盘的北端

朝向岩层的倾斜方向。（15 分）

（5）测倾角时,需将罗盘横着竖起来,使长边与岩层的走向垂直,紧贴层面,待

倾斜器上的水准泡居中后,读悬锤所示的角度,即为倾角.（15 分）

（6）正确记录岩层产状（5 分），掌握产状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5 分）

（7）能测出斜坡的坡角。（10 分）



29

（8）具有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爱惜仪器。（10 分）

3 试题编号：2-3 使用罗盘测褶皱两翼产状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沉积岩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沉积岩的

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选择一段有角度的斜坡，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

出该斜坡坡角。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岩层标志面，调罗盘磁偏角（10 分）。

（2）测量走向时,使罗盘的长边（即南北边）紧贴层面,将罗盘放平,水准泡

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角,就是岩层的走向。（15 分）

（3）测量倾向时,将罗盘的短边紧贴层面,水准泡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

角,就是岩层的倾向。（15 分）

（4）由于岩层的倾向只有一个,所以在测岩层的倾向时,要注意将罗盘的北端

朝向岩层的倾斜方向。（15 分）

（5）测倾角时,需将罗盘横着竖起来,使长边与岩层的走向垂直,紧贴层面,待

倾斜器上的水准泡居中后,读悬锤所示的角度,即为倾角.（15 分）

（6）正确记录岩层产状（5 分），掌握产状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5 分）

（7）能测出斜坡的坡角。（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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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具有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爱惜仪器。（10 分）

4 试题编号：2-4 使用罗盘测节理产状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沉积岩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沉积岩的

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选择一段有角度的斜坡，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

出该斜坡坡角。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岩层标志面，调罗盘磁偏角（10 分）。

（2）测量走向时,使罗盘的长边（即南北边）紧贴层面,将罗盘放平,水准泡

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角,就是岩层的走向。（15 分）

（3）测量倾向时,将罗盘的短边紧贴层面,水准泡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

角,就是岩层的倾向。（15 分）

（4）由于岩层的倾向只有一个,所以在测岩层的倾向时,要注意将罗盘的北端

朝向岩层的倾斜方向。（15 分）

（5）测倾角时,需将罗盘横着竖起来,使长边与岩层的走向垂直,紧贴层面,待

倾斜器上的水准泡居中后,读悬锤所示的角度,即为倾角.（15 分）

（6）正确记录岩层产状（5 分），掌握产状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5 分）

（7）能测出斜坡的坡角。（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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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具有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爱惜仪器。（10 分）

5 试题编号：2-5 使用罗盘测断层产状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沉积岩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沉积岩的

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选择一段有角度的斜坡，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

出该斜坡坡角。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岩层标志面，调罗盘磁偏角（10 分）。

（2）测量走向时,使罗盘的长边（即南北边）紧贴层面,将罗盘放平,水准泡

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角,就是岩层的走向。（15 分）

（3）测量倾向时,将罗盘的短边紧贴层面,水准泡居中,读指北针所示的方位

角,就是岩层的倾向。（15 分）

（4）由于岩层的倾向只有一个,所以在测岩层的倾向时,要注意将罗盘的北端

朝向岩层的倾斜方向。（15 分）

（5）测倾角时,需将罗盘横着竖起来,使长边与岩层的走向垂直,紧贴层面,待

倾斜器上的水准泡居中后,读悬锤所示的角度,即为倾角.（15 分）

（6）正确记录岩层产状（5 分），掌握产状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5 分）

（7）能测出斜坡的坡角。（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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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具有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爱惜仪器。（10 分）

6 试题编号：2-6 真倾角和视倾角换算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沉积岩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沉积岩的

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选择一段有角度的斜坡，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

出该斜坡坡角。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能明确使用罗盘测量出的岩层产状中的倾角是真倾角（10 分），作图

中绘制倾角使用的是视倾角，而标注的是真倾角（10 分）。

（2）能从给定数据中找出明显存在问题的数据（20 分）。

（3）会使用查表法找到真倾角对应的视倾角（20 分）。

（4）会使用作图法找到真倾角对应的视倾角（20 分）。

（5）具有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20）。

7 试题编号：2-7 绘制褶皱素描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沉积岩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沉积岩的

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选择一段有角度的斜坡，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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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该斜坡坡角。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素描方位（10 分）；

（2）选择素描比例尺（10 分）；

（3）认真观察并记录岩性及构造特征（20 分）；

（4）根据观察的构造现象绘制构造素描图，褶皱主要特征有两翼的产状，

轴面是直立还是倾斜等（30 分）；

（5）确定准确的素描图名称（5 分），并绘制对应的图例（5 分）；

（6）具有认真、严谨的职业素养。（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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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题编号：2-8 绘制断层素描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沉积岩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沉积岩

的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选择一段有角度的斜坡，学生正确使用罗盘

测出该斜坡坡角。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素描方位（10 分）；

（2）选择素描比例尺（10 分）；

（3）认真观察并记录岩性及构造特征（20 分）；

（4）根据观察的构造现象绘制构造素描图，断层包括断层面产状，上盘和

下盘的相对运动关系等（30 分）；

（5）确定准确的素描图名称（5 分），并绘制对应的图例（5 分）；

（6）具有认真、严谨的职业素养。（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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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试题编号：2-9 绘制节理素描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沉积岩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沉积岩的

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选择一段有角度的斜坡，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

出该斜坡坡角。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素描方位（10 分）；

（2）选择素描比例尺（10 分）；

（3）认真观察并记录岩性及构造特征（20 分）；

（4）根据观察的构造现象绘制构造素描图，节理包括节理的走向，是否是

共轭剪节理或是张节理等（30 分）；

（5）确定准确的素描图名称（5 分），并绘制对应的图例（5 分）；

（6）具有认真、严谨的职业素养。（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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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试题编号：2-10 绘制信手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沉积岩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沉积岩的

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选择一段有角度的斜坡，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

出该斜坡坡角。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选择绘制剖面图的方位，及绘制剖面图的比例尺（10 分），

（2）认真观察并记录剖面中岩层岩性与产状、典型构造特征等信息（20 分），

（3）根据观察到的地质现象绘制剖面图，图中主要体现岩石岩性特征及产

状、典型构造现象特征，如褶皱、节理、断层等特征，对典型的构造现象可做放

大处理，将对应位置的产状数据准确绘入图中。（40 分），

（4）确定准确的剖面图名称，并绘制对应的图例（10 分），

（5）认真、严谨的职业素养。（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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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绘制图切剖面图和计算机图切剖面图

1.试题编号：3-1：图切凌河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图切剖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和计算机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厘米纸、铅笔、橡

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电脑（安装有MAPGIS6.7和CAD2008

软件）。

（3）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厘米制图纸上图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根据电脑中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电脑上投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测试时间：120-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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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手工

图切

地质

剖面

图

图名 2 正确写出图名给 2 分

比例尺 2 正确标出水平、垂直比例尺给 2 分

剖面方位指示符 2 正确标出剖面方位给 2 分

海拔柱 2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2 分

地形 5 正确投出地形线给 5 分

地层界线 5 正确标出地层界线给 5 分

地层代号 2 正确标出地层代号给 2 分

图例 6
正确画出图例给 6 分，图例尺寸不对、不全、顺序

不对、花纹不对分别扣 1 分，直至 0 分

地层岩性花纹充填 6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4 正确画出褶皱给 4 分

岩浆侵入 4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4 分

断层错动 4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4 分

地层产状 6
正确换算并画出地层产状给 6 分、画错一个扣 1 分，

直至 0 分

地层产状标注 6 正确标注地层产状给 6 分，标注不规范扣 1 分

责任表 6 责任表按要求划出并填写全面给 6 分

图框 4 正确画出图框给 4 分

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

布
10 绘图美观、字迹工整、整体排布合理给 10 分

严谨、认真的职业素养 20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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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3-2：图切暮云岭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图切剖面图和计算机图切剖

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和计算机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厘米纸、铅笔、橡

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电脑（安装有MAPGIS6.7和CAD2008

软件）。

（3）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厘米制图纸上图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根据电脑中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电脑上投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测试时间：120-150 分钟。



41

4.评分细则

手工

图切

地质

剖面

图

图名 2 正确写出图名给 2 分

比例尺 2 正确标出水平、垂直比例尺给 2 分

剖面方位指示符 2 正确标出剖面方位给 2 分

海拔柱 2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2 分

地形 5 正确投出地形线给 5 分

地层界线 5 正确标出地层界线给 5 分

地层代号 2 正确标出地层代号给 2 分

图例 6
正确画出图例给 6 分，图例尺寸不对、不全、顺序

不对、花纹不对分别扣 1 分，直至 0 分

地层岩性花纹充填 6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4 正确画出褶皱给 4 分

岩浆侵入 4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4 分

断层错动 4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4 分

地层产状 6
正确换算并画出地层产状给 6 分、画错一个扣 1 分，

直至 0 分

地层产状标注 6 正确标注地层产状给 6 分，标注不规范扣 1 分

责任表 6 责任表按要求划出并填写全面给 6 分

图框 4 正确画出图框给 4 分

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

布
10 绘图美观、字迹工整、整体排布合理给 10 分

严谨、认真的职业素养 20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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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题编号：3-3：图切星岗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图切剖面图和计算机图切剖

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和计算机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厘米纸、铅笔、橡

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电脑（安装有MAPGIS6.7和CAD2008

软件）。

（3）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厘米制图纸上图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根据电脑中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电脑上投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测试时间：120-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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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手工

图切

地质

剖面

图

图名 2 正确写出图名给 2 分

比例尺 2 正确标出水平、垂直比例尺给 2 分

剖面方位指示符 2 正确标出剖面方位给 2 分

海拔柱 2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2 分

地形 5 正确投出地形线给 5 分

地层界线 5 正确标出地层界线给 5 分

地层代号 2 正确标出地层代号给 2 分

图例 6
正确画出图例给 6 分，图例尺寸不对、不全、顺序

不对、花纹不对分别扣 1 分，直至 0 分

地层岩性花纹充填 6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4 正确画出褶皱给 4 分

岩浆侵入 4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4 分

断层错动 4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4 分

地层产状 6
正确换算并画出地层产状给 6 分、画错一个扣 1 分，

直至 0 分

地层产状标注 6 正确标注地层产状给 6 分，标注不规范扣 1 分

责任表 6 责任表按要求划出并填写全面给 6 分

图框 4 正确画出图框给 4 分

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

布
10 绘图美观、字迹工整、整体排布合理给 10 分

严谨、认真的职业素养 20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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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题编号：3-4：图切金山镇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图切剖面图和计算机图切剖

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和计算机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厘米纸、铅笔、橡

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电脑（安装有MAPGIS6.7和CAD2008

软件）。

（3）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厘米制图纸上图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根据电脑中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电脑上投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测试时间：120-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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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手工

图切

地质

剖面

图

图名 2 正确写出图名给 2 分

比例尺 2 正确标出水平、垂直比例尺给 2 分

剖面方位指示符 2 正确标出剖面方位给 2 分

海拔柱 2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2 分

地形 5 正确投出地形线给 5 分

地层界线 5 正确标出地层界线给 5 分

地层代号 2 正确标出地层代号给 2 分

图例 6
正确画出图例给 6 分，图例尺寸不对、不全、顺序

不对、花纹不对分别扣 1 分，直至 0 分

地层岩性花纹充填 6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4 正确画出褶皱给 4 分

岩浆侵入 4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4 分

断层错动 4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4 分

地层产状 6
正确换算并画出地层产状给 6 分、画错一个扣 1 分，

直至 0 分

地层产状标注 6 正确标注地层产状给 6 分，标注不规范扣 1 分

责任表 6 责任表按要求划出并填写全面给 6 分

图框 4 正确画出图框给 4 分

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

布
10 绘图美观、字迹工整、整体排布合理给 10 分

严谨、认真的职业素养 20

小计 100



48



49

5.试题编号：3-5：图切彭城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图切剖面图和计算机图切剖

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和计算机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厘米纸、铅笔、橡

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电脑（安装有MAPGIS6.7和CAD2008

软件）。

（3）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厘米制图纸上图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根据电脑中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电脑上投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测试时间：120-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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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手工

图切

地质

剖面

图

图名 2 正确写出图名给 2 分

比例尺 2 正确标出水平、垂直比例尺给 2 分

剖面方位指示符 2 正确标出剖面方位给 2 分

海拔柱 2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2 分

地形 5 正确投出地形线给 5 分

地层界线 5 正确标出地层界线给 5 分

地层代号 2 正确标出地层代号给 2 分

图例 6
正确画出图例给 6 分，图例尺寸不对、不全、顺序

不对、花纹不对分别扣 1 分，直至 0 分

地层岩性花纹充填 6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4 正确画出褶皱给 4 分

岩浆侵入 4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4 分

断层错动 4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4 分

地层产状 6
正确换算并画出地层产状给 6 分、画错一个扣 1 分，

直至 0 分

地层产状标注 6 正确标注地层产状给 6 分，标注不规范扣 1 分

责任表 6 责任表按要求划出并填写全面给 6 分

图框 4 正确画出图框给 4 分

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

布
10 绘图美观、字迹工整、整体排布合理给 10 分

严谨、认真的职业素养 20

小计 100



51



52

6.试题编号：3-6：计算机绘制凌河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计算机图切剖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和计算机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厘米纸、铅笔、橡

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电脑（安装有MAPGIS6.7和CAD2008

软件）。

（3）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厘米制图纸上图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根据电脑中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电脑上投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测试时间：120-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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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计算

机图

切地

质剖

面图

图名 3 正确写出图名给 3 分

比例尺 3 正确标出水平、垂直比例尺给 3 分

剖面方位指示符 3 正确标出剖面方位给 3 分

海拔柱 3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3 分

地形 5 正确投出地形线给 5 分

地层界线 5 正确标出地层界线给 5 分

地层代号 5 正确标出地层代号给 5 分

图例 5
正确画出图例给 5 分，图例尺寸不对、不全、顺序

不对、花纹不对分别扣 1 分，直至 0 分

地层岩性花纹充填 6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6 正确画出褶皱给 6 分

岩浆侵入 6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6 分

断层错动 6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6 分

地层产状 6
正确换算并画出地层产状给 6 分、画错一个扣 1 分，

直至 0 分

地层产状标注 3 正确标注地层产状给 3 分、标注不规范扣 1 分

责任表 3 责任表按要求划出并填写全面给 3 分

图框 2 正确画出图框给 2 分

整体排布 10 整体排布合理给 10 分

严谨认真 20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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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题编号：3-7：计算机绘制暮云岭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计算机图切剖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和计算机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厘米纸、铅笔、橡

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电脑（安装有MAPGIS6.7和CAD2008

软件）。

（3）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厘米制图纸上图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根据电脑中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电脑上投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测试时间：120-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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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计算

机图

切地

质剖

面图

图名 3 正确写出图名给 3 分

比例尺 3 正确标出水平、垂直比例尺给 3 分

剖面方位指示符 3 正确标出剖面方位给 3 分

海拔柱 3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3 分

地形 5 正确投出地形线给 5 分

地层界线 5 正确标出地层界线给 5 分

地层代号 5 正确标出地层代号给 5 分

图例 5
正确画出图例给 5 分，图例尺寸不对、不全、顺序

不对、花纹不对分别扣 1 分，直至 0 分

地层岩性花纹充填 6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6 正确画出褶皱给 6 分

岩浆侵入 6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6 分

断层错动 6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6 分

地层产状 6
正确换算并画出地层产状给 6 分、画错一个扣 1 分，

直至 0 分

地层产状标注 3 正确标注地层产状给 3 分、标注不规范扣 1 分

责任表 3 责任表按要求划出并填写全面给 3 分

图框 2 正确画出图框给 2 分

整体排布 10 整体排布合理给 10 分

严谨认真 20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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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题编号：3-8：计算机绘制星岗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计算机图切剖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和计算机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厘米纸、铅笔、橡

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电脑（安装有MAPGIS6.7和CAD2008

软件）。

（3）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厘米制图纸上图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根据电脑中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电脑上投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测试时间：120-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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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计算

机图

切地

质剖

面图

图名 3 正确写出图名给 3 分

比例尺 3 正确标出水平、垂直比例尺给 3 分

剖面方位指示符 3 正确标出剖面方位给 3 分

海拔柱 3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3 分

地形 5 正确投出地形线给 5 分

地层界线 5 正确标出地层界线给 5 分

地层代号 5 正确标出地层代号给 5 分

图例 5
正确画出图例给 5 分，图例尺寸不对、不全、顺序

不对、花纹不对分别扣 1 分，直至 0 分

地层岩性花纹充填 6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6 正确画出褶皱给 6 分

岩浆侵入 6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6 分

断层错动 6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6 分

地层产状 6
正确换算并画出地层产状给 6 分、画错一个扣 1 分，

直至 0 分

地层产状标注 3 正确标注地层产状给 3 分、标注不规范扣 1 分

责任表 3 责任表按要求划出并填写全面给 3 分

图框 2 正确画出图框给 2 分

整体排布 10 整体排布合理给 10 分

严谨认真 20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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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题编号：3-9：计算机绘制金山镇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计算机图切剖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和计算机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厘米纸、铅笔、橡

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电脑（安装有MAPGIS6.7和CAD2008

软件）。

（3）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厘米制图纸上图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根据电脑中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电脑上投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测试时间：120-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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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计算

机图

切地

质剖

面图

图名 3 正确写出图名给 3 分

比例尺 3 正确标出水平、垂直比例尺给 3 分

剖面方位指示符 3 正确标出剖面方位给 3 分

海拔柱 3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3 分

地形 5 正确投出地形线给 5 分

地层界线 5 正确标出地层界线给 5 分

地层代号 5 正确标出地层代号给 5 分

图例 5
正确画出图例给 5 分，图例尺寸不对、不全、顺序

不对、花纹不对分别扣 1 分，直至 0 分

地层岩性花纹充填 6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6 正确画出褶皱给 6 分

岩浆侵入 6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6 分

断层错动 6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6 分

地层产状 6
正确换算并画出地层产状给 6 分、画错一个扣 1 分，

直至 0 分

地层产状标注 3 正确标注地层产状给 3 分、标注不规范扣 1 分

责任表 3 责任表按要求划出并填写全面给 3 分

图框 2 正确画出图框给 2 分

整体排布 10 整体排布合理给 10 分

严谨认真 20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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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试题编号：3-10：计算机绘制彭城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计算机图切剖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和计算机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厘米纸、铅笔、橡

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电脑（安装有MAPGIS6.7和CAD2008

软件）。

（3）考核要求

根据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厘米制图纸上图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根据电脑中给定的地形地质图按标出的剖面方位，在电脑上投切绘制 A—B

剖面图。内容包括：图名、比例尺（水平比例尺必须与地形地质图比例尺相同，

垂直比例尺应该与水平比例尺一直，以便反映真实的地形及产状）、剖面方位指

示符、海拔柱、地形、地层界线、地层代号、图例、地层岩性花纹充填、褶皱、

岩浆侵入、断层错动、地层产状、地层产状标注、责任表（包括图名、比例尺、

工位号、队长、绘图人等）、图框、绘图美观程度、整体排布等。

测试时间：120-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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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计算

机图

切地

质剖

面图

图名 3 正确写出图名给 3 分

比例尺 3 正确标出水平、垂直比例尺给 3 分

剖面方位指示符 3 正确标出剖面方位给 3 分

海拔柱 3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3 分

地形 5 正确投出地形线给 5 分

地层界线 5 正确标出地层界线给 5 分

地层代号 5 正确标出地层代号给 5 分

图例 5
正确画出图例给 5 分，图例尺寸不对、不全、顺序

不对、花纹不对分别扣 1 分，直至 0 分

地层岩性花纹充填 6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6 正确画出褶皱给 6 分

岩浆侵入 6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6 分

断层错动 6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6 分

地层产状 6
正确换算并画出地层产状给 6 分、画错一个扣 1 分，

直至 0 分

地层产状标注 3 正确标注地层产状给 3 分、标注不规范扣 1 分

责任表 3 责任表按要求划出并填写全面给 3 分

图框 2 正确画出图框给 2 分

整体排布 10 整体排布合理给 10 分

严谨认真 20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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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 钻探地质编录

1.试题编号：4-1：为某水厂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城市供水工程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项目场地地面绝对标高为 204.31m，勘探过程中初次遇见地下水位的钻

孔深度为 6.0m，钻孔完成 24 小时后测得的水位钻孔深度 5.0。在钻孔深度 2.0m

处进行了取样，取样深度为 0.2m。在钻孔深度 3.0m 处开始进行标准贯入试验，

对应击入深度 15cm、10cm、10cm、10cm 的击数分别为 7、4、5、6。钻探过程

中土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0.7m，岩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3.0m。相应的钻孔岩芯照片

见下图。图中每一横岩芯条代表钻孔深度 1.0m。请根据所学知识进行钻孔编录，

对地层进行分层并且对每层进行详细描述，并完成野外钻探编录表。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1) 评分细则

1）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20 分）；

2）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20 分）；

3）水位填写正确（15 分）；

4）取样信息正确 15 分；

5）原位测试信息正确（10 分）；

6）回次进尺信息正确（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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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作态度严谨、表格填写规范详尽（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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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野外班报

工程名称： 工作地点： 地下水位初见水位： 开钻日期： 年 月 日

钻孔编号： 钻机型号： 稳定水位： 终孔日期： 年 月 日

回次

进尺 地 层

名 称

地层描述 取样 原位测试

备 注

自 至 颜色 塑性 密度 湿度 成份及其它 编号 取芯范围 类型 深度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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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4-2：为某水厂完成野外钻探钻孔柱状图绘制

（1） 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城市供水工程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项目场地钻孔编号为 ZK1，钻孔绝对标高为 263.18m，钻孔坐标为（X=

2868447.55,Y= 551736.47）钻孔完成 24 小时后测得的水位钻孔深度 5.0。钻探过

程中土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0.7m，岩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3.0m。相应的钻孔野外钻

探编录表如下。请根据所学知识绘制钻孔柱状图。模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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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钻孔图地层分层绘制正确（20 分）；

2.钻孔图地层描述正确（20 分）；

3.钻孔图水位填写正确（15 分）；

4.钻孔图取样信息正确 15 分；

5.钻孔图原位测试信息正确（10 分）；

6.钻孔图坐标绘制正确（10 分）；

7.工作态度严谨、表格填写规范详尽（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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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野外班报

工程名称： 工作地点： 地下水位初见水位： 开钻日期：2015年 07月 22日

钻孔编号： ZK1 钻机型号： 稳定水位： 终孔日期：2015年 07月22 日

回次

进尺（m） 地 层

名 称

地层描述 取样 原位测试

备 注

自 至 颜色 塑性 密度 湿度 成份及其它 编号 取芯范围 类型 深度 成果

1 0 0.7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2 0.7 1.4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3 1.4 2.1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标 准

贯入
1.7-2.0 19

4 2.1 2.8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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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8 3.5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2.9-3.1

6 3.5 4.2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7 4.2 4.5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8 4.5 6.2 破碎石灰岩

褐黄

色、

青灰

色、

局部夹白色方解石；岩石较硬，中风

化状为主，局部极破碎或溶蚀严重，

为强风化状、全风化状；隐晶质结构，

中-厚层状构造，溶蚀现象发育。钻

进时漏水严重，岩芯以块状、短柱状

为主、偶见柱状岩芯。

4.9-5.8

9 6.2 9.2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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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2 12.2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其中

9.7~12.2 米发育有溶蚀裂隙，岩块见

溶蚀孔洞，断面呈蜂窝状，褐红色变

质矿物侵染，钻进时不返水。

11 12.2 15.2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

12 15.2 17.5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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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题编号：4-3：为管道工程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 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管道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项目场地地面绝对标高为 206.51m，勘探过程中初次遇见地下水位的钻

孔深度为 4.0m，钻孔完成 24 小时后测得的水位钻孔深度 3.6。在钻孔深度 9.8m

处进行了取样，取样深度为 0.2m。在钻孔深度 6.0m 处开始进行标准贯入试验，

对应击入深度 15cm、10cm、10cm、10cm 的击数分别为 4、3、3、4。钻探过程

中土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0.7m，岩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3.0m。相应的钻孔岩芯照片

见下图。图中每一横岩芯条代表钻孔深度 1.0m。请根据所学知识进行钻孔编录，

对地层进行分层并且对每层进行详细描述，并完成野外钻探编录表。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 评分细则

1.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20 分）；

2.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20 分）；

3.水位填写正确（15 分）；

4.取样信息正确 15 分；

5.原位测试信息正确（10 分）；

6.回次进尺信息正确（10 分）；

7.工作态度严谨、表格填写规范详尽（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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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野外班报

工程名称： 工作地点： 地下水位初见水位： 开钻日期： 年 月 日

钻孔编号： 钻机型号： 稳定水位： 终孔日期： 年 月 日

回次

进尺 地 层

名 称

地层描述 取样 原位测试

备 注

自 至 颜色 塑性 密度 湿度 成份及其它 编号 取芯范围 类型 深度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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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题编号：4-4：为某管道完成野外钻探钻孔柱状图绘制

（1） 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城市供水管道工程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项目场地钻孔编号为 ZK1，钻孔绝对标高为 221.59m，钻孔坐标为（X=

2873473.63,Y= 556156.25）钻孔完成 24 小时后测得的水位钻孔深度 1.20。钻探

过程中土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0.7m，岩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3.0m。相应的钻孔野外

钻探编录表如下。请根据所学知识绘制钻孔柱状图。模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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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钻孔图地层分层绘制正确（20 分）；

2.钻孔图地层描述正确（20 分）；

3.钻孔图水位填写正确（15 分）；

4.钻孔图取样信息正确 15 分；

5.钻孔图原位测试信息正确（10 分）；

6.钻孔图坐标绘制正确（10 分）；

7.工作态度严谨、表格填写规范详尽（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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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野外班报

工程名称： 工作地点： 地下水位初见水位： 开钻日期：2015年 07月 30日

钻孔编号： ZK1 钻机型号： 稳定水位： 终孔日期：2015年 07月30日

回次

进尺（m） 地 层

名 称

地层描述 取样 原位测试

备 注

自 至 颜色 塑性 密度 湿度 成份及其它 编号 取芯范围 类型 深度 成果

1 0 0.7 人工填土

杂

色、

灰褐

色、

褐黄

色

硬塑

状

松散

- 稍

密，

稍湿

分布于场地沿线田间道路，经人工压

密；主要由粉质粘土夹 35%碎石、

块石构成；回填时间一般为 5~10 年。

2 0.7 1.4 人工填土

杂

色、

灰褐

色、

褐黄

色

硬塑

状

松散

- 稍

密，

稍湿

分布于场地沿线田间道路，经人工压

密；主要由粉质粘土夹 35%碎石、

块石构成；回填时间一般为 5~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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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 1.8 人工填土

杂

色、

灰褐

色、

褐黄

色

硬塑

状

松散

- 稍

密，

稍湿

分布于场地沿线田间道路，经人工压

密；主要由粉质粘土夹 35%碎石、

块石构成；回填时间一般为 5~10 年。

4 1.8 2.5 粉质粘土

褐黄

色，

灰褐

色

呈可

塑状

稍湿

~湿

局部含大量细砂底部逐渐成粉土；稍

有光泽，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

强度中等

2.0-2.2

5 2.5 3.0 粉质粘土

褐黄

色，

灰褐

色

呈可

塑状

稍湿

~湿

局部含大量细砂底部逐渐成粉土；稍

有光泽，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

强度中等

标 准

贯入
2.2-2.5 8

6 3.0 3.7 圆砾:
黄褐

色

稍密

- 中

密

湿 ~
饱和

颗粒级配一般，以亚圆形为主；最大

颗粒粒径 150mm；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为主，一般粒径

d=2~20mm 约占 65%，粘粒含量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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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7 4.4 圆砾:
黄褐

色

稍密

- 中

密

湿 ~
饱和

颗粒级配一般，以亚圆形为主；最大

颗粒粒径 150mm；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为主，一般粒径

d=2~20mm 约占 65%，粘粒含量约

20%

8 4.4 5.1 圆砾:
黄褐

色

稍密

- 中

密

湿 ~
饱和

颗粒级配一般，以亚圆形为主；最大

颗粒粒径 150mm；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为主，一般粒径

d=2~20mm 约占 65%，粘粒含量约

20%

9 5.1 5.9 圆砾:
黄褐

色

稍密

- 中

密

湿 ~
饱和

颗粒级配一般，以亚圆形为主；最大

颗粒粒径 150mm；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为主，一般粒径

d=2~20mm 约占 65%，粘粒含量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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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题编号：4-5：为污水处理工程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 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污水处理工程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项目场地地面绝对标高为 222.55m，勘探过程中初次遇见地下水位的钻

孔深度为 3.0m，钻孔完成 24 小时后测得的水位钻孔深度 1.5。在钻孔深度 3.2m

处进行了取样，取样深度为 0.2m。在钻孔深度 5.5m 处开始进行标准贯入试验，

对应击入深度 15cm、10cm、10cm、10cm 的击数分别为 3、2、3、4。钻探过程

中土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0.7m，岩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3.0m。相应的钻孔岩芯照片

见下图。图中每一横岩芯条代表钻孔深度 1.0m。请根据所学知识进行钻孔编录，

对地层进行分层并且对每层进行详细描述，并完成野外钻探编录表。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20 分）；

2.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20 分）；

3.水位填写正确（15 分）；

4.取样信息正确 15 分；

5.原位测试信息正确（10 分）；

6.回次进尺信息正确（10 分）；

7.工作态度严谨、表格填写规范详尽（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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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野外班报

工程名称： 工作地点： 地下水位初见水位： 开钻日期： 年 月 日

钻孔编号： 钻机型号： 稳定水位： 终孔日期： 年 月 日

回次

进尺 地 层

名 称

地层描述 取样 原位测试

备 注

自 至 颜色 塑性 密度 湿度 成份及其它 编号 取芯范围 类型 深度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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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题编号：4-6：为某水厂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城市供水工程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项目场地地面绝对标高为 209.31m，勘探过程中初次遇见地下水位的钻

孔深度为 8.6m，钻孔完成 24 小时后测得的水位钻孔深度 6.5m。在钻孔深度 5.0m

处进行了取样，取样深度为 0.2m。在钻孔深度 4.0m 处开始进行标准贯入试验，

对应击入深度 15cm、10cm、10cm、10cm 的击数分别为 8、5、6、8。钻探过程

中土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0.7m，岩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3.0m。相应的钻孔岩芯照片

见下图。图中每一横岩芯条代表钻孔深度 1.0m。请根据所学知识进行钻孔编录，

对地层进行分层并且对每层进行详细描述，并完成野外钻探编录表。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20 分）；

2.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20 分）；

3.水位填写正确（15 分）；

4.取样信息正确（15 分）；

5.原位测试信息正确（10 分）；

6.回次进尺信息正确（10 分）；

7.工作态度严谨、表格填写规范详尽（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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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野外班报

工程名称： 工作地点： 地下水位初见水位： 开钻日期： 年 月 日

钻孔编号： 钻机型号： 稳定水位： 终孔日期： 年 月 日

回次

进尺 地 层

名 称

地层描述 取样 原位测试

备 注

自 至 颜色 塑性 密度 湿度 成份及其它 编号 取芯范围 类型 深度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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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题编号：4-7：为某水厂完成野外钻探钻孔柱状图绘制

（1） 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城市供水工程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项目场地钻孔编号为 ZK5，钻孔绝对标高为 205.18m，钻孔坐标为（X=

2868367.59,Y= 551003.49）钻孔完成 24 小时后测得的水位钻孔深度 3.0。钻探过

程中土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0.7m，岩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3.0m。相应的钻孔野外钻

探编录表如下。请根据所学知识绘制钻孔柱状图。模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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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钻孔图地层分层绘制正确（20 分）；

2.钻孔图地层描述正确（20 分）；

3.钻孔图水位填写正确（15 分）；

4.钻孔图取样信息正确（15 分）；

5.钻孔图原位测试信息正确（10 分）；

6.钻孔图坐标绘制正确（10 分）；

7.工作态度严谨、表格填写规范详尽（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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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野外班报

工程名称： 工作地点： 地下水位初见水位： 开钻日期：2015年 07月 22日

钻孔编号： ZK1 钻机型号： 稳定水位： 终孔日期：2015年 07月22 日

回次

进尺（m） 地 层

名 称

地层描述 取样 原位测试

备 注

自 至 颜色 塑性 密度 湿度 成份及其它 编号 取芯范围 类型 深度 成果

1 0 0.7 人工填土

杂

色、

灰褐

色、

褐黄

色

硬塑

状

松散

- 稍

密，

稍湿

分布于场地沿线田间道路，经人工压

密；主要由粉质粘土夹 35%碎石、

块石构成；回填时间一般为 5~10 年。

2 0.7 1.4 人工填土

杂

色、

灰褐

色、

褐黄

色

硬塑

状

松散

- 稍

密，

稍湿

分布于场地沿线田间道路，经人工压

密；主要由粉质粘土夹 35%碎石、

块石构成；回填时间一般为 5~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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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 2.1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标 准

贯入

4 2.1 2.8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2.5-2.8 22

5 2.8 3.5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6 3.5 4.2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3.6-3.8

7 4.2 4.5 黏土
黄褐

色

硬塑

状
稍湿

坡残积成因，土质较均匀，局部夹少

量碎石，少量铁锰质结核；无摇震反

应，稍有光泽，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8 4.5 6.2 破碎石灰岩

褐黄

色、

青灰

色、

局部夹白色方解石；岩石较硬，中风

化状为主，局部极破碎或溶蚀严重，

为强风化状、全风化状；隐晶质结构，

中-厚层状构造，溶蚀现象发育。钻

进时漏水严重，岩芯以块状、短柱状

为主、偶见柱状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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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2 9.2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

6.5-7.4

10 9.2 12.2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其中

9.7~12.2 米发育有溶蚀裂隙，岩块见

溶蚀孔洞，断面呈蜂窝状，褐红色变

质矿物侵染，钻进时不返水。

12.0-12.9

12.2 15.2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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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7.5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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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题编号：4-8：为管道工程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 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管道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项目场地地面绝对标高为 106.35m，勘探过程中初次遇见地下水位的钻

孔深度为 3.5m，钻孔完成 24 小时后测得的水位钻孔深度 2.2。在钻孔深度 5.0m

处进行了取样，取样深度为 0.2m。在钻孔深度 3.3m 处开始进行标准贯入试验，

对应击入深度 15cm、10cm、10cm、10cm 的击数分别为 8、6、6、8。钻探过程

中土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0.7m，岩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3.0m。相应的钻孔岩芯照片

见下图。图中每一横岩芯条代表钻孔深度 1.0m。请根据所学知识进行钻孔编录，

对地层进行分层并且对每层进行详细描述，并完成野外钻探编录表。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20 分）；

2.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20 分）；

3.水位填写正确（15 分）；

4.取样信息正确 15 分；

5.原位测试信息正确（10 分）；

6.回次进尺信息正确（10 分）；

7.工作态度严谨、表格填写规范详尽（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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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野外班报

工程名称： 工作地点： 地下水位初见水位： 开钻日期： 年 月 日

钻孔编号： 钻机型号： 稳定水位： 终孔日期： 年 月 日

回次

进尺 地 层

名 称

地层描述 取样 原位测试

备 注

自 至 颜色 塑性 密度 湿度 成份及其它 编号 取芯范围 类型 深度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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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题编号：4-9：为某管道完成野外钻探钻孔柱状图绘制

（1） 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城市供水管道工程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项目场地钻孔编号为 ZK9，钻孔绝对标高为 250.99m，钻孔坐标为（X=

2873153.63,Y= 556654.32）钻孔完成 24 小时后测得的水位钻孔深度 3.0。钻探过

程中土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0.7m，岩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3.0m。相应的钻孔野外钻

探编录表如下。请根据所学知识绘制钻孔柱状图。模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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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钻孔图地层分层绘制正确（20 分）；

2.钻孔图地层描述正确（20 分）；

3.钻孔图水位填写正确（15 分）；

4.钻孔图取样信息正确（15 分）；

5.钻孔图原位测试信息正确（10 分）；

6.钻孔图坐标绘制正确（10 分）；

7.工作态度严谨、表格填写规范详尽（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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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野外班报

工程名称： 工作地点： 地下水位初见水位： 开钻日期：年 月 日

钻孔编号： ZK1 钻机型号： 稳定水位： 终孔日期：年 月日

回次

进尺（m） 地 层

名 称

地层描述 取样 原位测试

备 注

自 至 颜色 塑性 密度 湿度 成份及其它 编号 取芯范围 类型 深度 成果

1 0 0.7 人工填土

杂

色、

灰褐

色、

褐黄

色

硬塑

状

松散

- 稍

密，

稍湿

分布于场地沿线田间道路，经人工压

密；主要由粉质粘土夹 35%碎石、

块石构成；回填时间一般为 5~10 年。

2 0.7 1.4 人工填土

杂

色、

灰褐

色、

褐黄

色

硬塑

状

松散

- 稍

密，

稍湿

分布于场地沿线田间道路，经人工压

密；主要由粉质粘土夹 35%碎石、

块石构成；回填时间一般为 5~10 年。



105

3 1.4 1.8 人工填土

杂

色、

灰褐

色、

褐黄

色

硬塑

状

松散

- 稍

密，

稍湿

分布于场地沿线田间道路，经人工压

密；主要由粉质粘土夹 35%碎石、

块石构成；回填时间一般为 5~10 年。

4 1.8 2.5 粉质粘土

褐黄

色，

灰褐

色

呈可

塑状

稍湿

~湿

局部含大量细砂底部逐渐成粉土；稍

有光泽，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

强度中等

2.0-2.2

5 2.5 3.0 粉质粘土

褐黄

色，

灰褐

色

呈可

塑状

稍湿

~湿

局部含大量细砂底部逐渐成粉土；稍

有光泽，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

强度中等

标 准

贯入
2.2-2.5 8

6 3.0 3.7 圆砾:
黄褐

色

稍密

- 中

密

湿 ~
饱和

颗粒级配一般，以亚圆形为主；最大

颗粒粒径 150mm；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为主，一般粒径

d=2~20mm 约占 65%，粘粒含量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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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7 4.4 圆砾:
黄褐

色

稍密

- 中

密

湿 ~
饱和

颗粒级配一般，以亚圆形为主；最大

颗粒粒径 150mm；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为主，一般粒径

d=2~20mm 约占 65%，粘粒含量约

20%

8 4.4 5.1 圆砾:
黄褐

色

稍密

- 中

密

湿 ~
饱和

颗粒级配一般，以亚圆形为主；最大

颗粒粒径 150mm；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为主，一般粒径

d=2~20mm 约占 65%，粘粒含量约

20%

9 5.1 5.9 圆砾:
黄褐

色

稍密

- 中

密

湿 ~
饱和

颗粒级配一般，以亚圆形为主；最大

颗粒粒径 150mm；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为主，一般粒径

d=2~20mm 约占 65%，粘粒含量约

20%

10 5.9 8.9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

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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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9 11.9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其中

9.7~12.2 米发育有溶蚀裂隙，岩块见

溶蚀孔洞，断面呈蜂窝状，褐红色变

质矿物侵染，钻进时不返水。

9.0-9.9

12 11.9 14.9 石灰岩

青灰

色、

紫红

色夹

灰白

色

隐晶质结构；节理裂隙发育，由方解

石脉充填；局部溶蚀发育；岩块呈柱

状、长柱状，局部呈块状，敲击声较

脆，为较硬岩，RQ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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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试题编号：4-10：为污水处理工程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 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污水处理工程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项目场地地面绝对标高为 190.55m，勘探过程中初次遇见地下水位的钻

孔深度为 2.5m，钻孔完成 24 小时后测得的水位钻孔深度 1.5。在钻孔深度 3.6m

处进行了取样，取样深度为 0.2m。在钻孔深度 4.5m 处开始进行标准贯入试验，

对应击入深度 15cm、10cm、10cm、10cm 的击数分别为 5、3、3、4。钻探过程

中土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0.7m，岩层每一回次进尺为 3.0m。相应的钻孔岩芯照片

见下图。图中每一横岩芯条代表钻孔深度 1.0m。请根据所学知识进行钻孔编录，

对地层进行分层并且对每层进行详细描述，并完成野外钻探编录表。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20 分）；

2.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20 分）；

3.水位填写正确（15 分）；

4.取样信息正确（15 分）；

5.原位测试信息正确（10 分）；

6.回次进尺信息正确（10 分）；

7.工作态度严谨、表格填写规范详尽（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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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钻探野外班报

工程名称： 工作地点： 地下水位初见水位： 开钻日期： 年 月 日

钻孔编号： 钻机型号： 稳定水位： 终孔日期： 年 月 日

回次

进尺 地 层

名 称

地层描述 取样 原位测试

备 注

自 至 颜色 塑性 密度 湿度 成份及其它 编号 取芯范围 类型 深度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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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

1.试题编号：5-1：钻孔平面布置

（1）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项目岩土工程详细勘察

拟建建筑物主要包括：①公寓楼为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框架结构，独立基础，

基础埋深约-2.5m;②食堂为地上一层地下一层，框架结构，独立基础，基础埋深

约-4.0m;③2 栋综合库房为地上一层，框架结构，独立基础，基础埋深约-2.0m;

④集体宿舍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框架结构，独立基础，基础埋深约-2.5m;⑤附属

建筑为单层门卫房、围墙、简易的运动场和训练场。总建筑面积 6914 平方米。

根据工程的规模和特征，场地条件及地基条件，本工程安全等级为三级，

场地等级为三级，地基等级为三级，综合评价本次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丙级。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钻孔间距符合规范要求（30 分）；

勘探线间距符合规范要求（30 分）；

图例规范，钻孔编号有序（20 分）；

工作态度严谨、CAD 软件运用熟练（20 分）。

（5）提供 cad地质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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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5-2：钻孔平面布置

（1）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

拟建建筑物主要包括：①公寓楼为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框架结构，独立基础，

基础埋深约-2.5m;②食堂为地上一层地下一层，框架结构，独立基础，基础埋深

约-4.0m;③2 栋综合库房为地上一层，框架结构，独立基础，基础埋深约-2.0m;

④集体宿舍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框架结构，独立基础，基础埋深约-2.5m;⑤附属

建筑为单层门卫房、围墙、简易的运动场和训练场。

根据工程的规模和特征，场地条件及地基条件，本工程安全等级为三级，场

地等级为二级，地基等级为二级，综合评价本次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钻孔间距符合规范要求（30 分）；

2.勘探线间距符合规范要求（30 分）；

3.图例规范，钻孔编号有序（20 分）；

4.工作态度严谨、CAD 软件运用熟练（20 分）。

（5）提供 cad地质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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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题编号：5-3：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1）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

勘探线钻孔顺序：ZK01-ZK02-ZK03-ZK04；

钻孔间距：25m；

钻孔资料：

①ZK01 钻孔：

孔口标高：101.5m；

稳定水位：3.8m；

地层分布：0.0-3.5m，粉质黏土；3.5-8.0m，细砂；8.0-13.6m，粗砂；13.6-18.1m，

灰岩，弱风化；

②ZK02 钻孔：

孔口标高：105.8m；

稳定水位：4.7m；

地层分布：0.0-2.1m，种植土；2.1-5.2m，粉质黏土；5.2-9.3m，细砂；9.3-14.1m，

粗砂；14.1-22.7m，灰岩，弱风化；

③ZK03 钻孔：

孔口标高：107.9m；

稳定水位：6.4m；

地层分布：0.0-3.1m，种植土；3.1-4.6m，粉质黏土；4.6-8.8m，细砂；8.8-15.2m，

粗砂；15.2-19.8m，灰岩，弱风化；

④ZK04 钻孔：

孔口标高：104.5m；

稳定水位：5.8m；

地层分布：0.0-1.6m，种植土；1.6-4.2m，粉质黏土；4.2-7.8m，细砂；7.8-13.8m，

粗砂；13.8-20.6m，灰岩，弱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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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剖面图完整，绘制符合规范要求（30 分）；

2.图例统一、地层连线准确（30 分）；

3.钻孔间距、孔口高程等数据无误（20 分）；

4.工作态度严谨、CAD 软件运用熟练（20 分）。

（5）剖面图参考



115

4.试题编号：5-4：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1）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

勘探线钻孔顺序：ZK01-ZK02-ZK03-ZK04；

钻孔间距：32m；

钻孔资料：

①ZK01 钻孔：

孔口标高：58.5m；

稳定水位：6.0m；

地层分布：0.0-2.4m，粉质黏土；2.4-6.8m，黏土；6.8-10.6m，粗砂；10.6-18.1m，

花岗岩，弱风化；

②ZK02 钻孔：

孔口标高：46.7m；

稳定水位：4.7m；

地层分布：0.0-0.8m，种植土；0.8-2.0m，粉质黏土；2.0-7.7m，黏土；7.7-11.5m，

粗砂；11.5-21.4m，花岗岩，弱风化；

③ZK03 钻孔：

孔口标高：44.8m；

稳定水位：5.6m；

地层分布：0.0-1.1m，种植土；1.1-4.1m，粉质黏土；4.1-8.8m，黏土；8.8-13.4m，

粗砂；13.4-19.8m，花岗岩，弱风化；

④ZK04 钻孔：

孔口标高：42.3m；

稳定水位：5.8m；

地层分布：0.0-1.6m，种植土；1.6-2.8m，粉质黏土；2.8-7.8m，黏土；7.8-10.3m，

粗砂；10.3-20.9m，花岗岩，弱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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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剖面图完整，绘制符合规范要求（30 分）；

2.图例统一、地层连线准确（30 分）；

3.钻孔间距、孔口高程等数据无误（20 分）；

4.工作态度严谨、CAD 软件运用熟练（20 分）。

（5）剖面图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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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题编号：5-5：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1）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

勘探线钻孔顺序：ZK01-ZK02-ZK03-ZK04；

钻孔间距：18m；

钻孔资料：

①ZK01 钻孔：

孔口标高：223.5m；

稳定水位：10.8m；

地层分布：0.0-5.3m，细角砾土；5.3-9.3m，卵石土；9.3-14.5m，砂岩，弱

风化；14.5-23.1m，砾岩，弱风化；

②ZK02 钻孔：

孔口标高：225.8m；

稳定水位：9.9m；

地层分布：0.0-6.1m，细角砾土；6.1-10.2m，卵石土；10.2-16.3m，砂岩，

弱风化；16.3-24.1m，砾岩，弱风化；24.1-28.7m，灰岩，弱风化；

③ZK03 钻孔：

孔口标高：237.9m；

稳定水位：11.4m；

地层分布：0.0-8.1m，细角砾土；8.1-13.6m，卵石土；13.6-18.8m，砂岩，

弱风化；18.8-25.2m，砾岩，弱风化；

④ZK04 钻孔：

孔口标高：244.5m；

稳定水位：12.1m；

地层分布：0.0-6.6m，细角砾土；6.6-14.2m，卵石土；14.2-17.8m，砂岩，

弱风化；17.8-23.8m，砾岩，弱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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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剖面图完整，绘制符合规范要求（30 分）；

2.图例统一、地层连线准确（30 分）；

3.钻孔间距、孔口高程等数据无误（20 分）；

4.工作态度严谨、CAD 软件运用熟练（20 分）。

（5）剖面图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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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题编号：5-6：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1）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

勘探线钻孔顺序：ZK2001-ZK2002-ZK2003-ZK2004；

钻孔间距：50m；

钻孔资料：

①ZK2001 钻孔：

孔口标高：44.5m；

稳定水位：1.8m；

地层分布：0.0-3.3m，粉土；3.3-9.6m，粉质黏土；9.6-14.5m，黏土；14.5-28.1m，

粉砂；

②ZK2002 钻孔：

孔口标高：37.9m；

稳定水位：2.9m；

地层分布：0.0-2.1m，粉土；2.1-10.2m，粉质黏土；10.2-16.3m，黏土；

16.3-27.1m，粉砂；

③ZK2003 钻孔：

孔口标高：25.8m；

稳定水位：2.4m；

地层分布：0.0-2.8m，粉土；2.8-10.4m，粉质黏土；10.4-18.8m，黏土；

18.8-26.4m，粉砂；

④ZK2004 钻孔：

孔口标高：23.5m；

稳定水位：2.1m；

地层分布：0.0-3.5m，粉土；3.5-9.7m，粉质黏土；9.7-17.8m，黏土；17.8-25.4m，

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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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1.剖面图完整，绘制符合规范要求（30 分）；

2.图例统一、地层连线准确（30 分）；

3.钻孔间距、孔口高程等数据无误（20 分）；

4.工作态度严谨、CAD 软件运用熟练（20 分）。

（5）剖面图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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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题编号：5-7：某项目勘察等级确定

（1）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 XX 罐区项目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场地位于中泰化学阜康工业园内，宽度约 14m，长约 30m，混凝土+钢

结构，基础埋深约-2.0～-2.5m。

场地位于东天山北坡山前丘陵与准葛尔盆地分界交汇处的山前冲洪积平原

中下部，地形开阔平坦，根据地区经验及据收集资料表明，场地覆盖层厚度大于

90m；

该场地地基土分布均匀，层位稳定，力学性质一般，主要地基土粉土层层面

坡度变化不大。

综合确定该项目勘察等级。

（2）任务目标

综合判断该项目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3）实施条件

《岩土工程勘察》教材、《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答卷。

（4）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5）评分细则

1.工程重要性等级判别正确（20 分）；

2.场地复杂程度等级判别正确（20 分）；

3.地基复杂程度等级判别正确（20 分）；

4.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判别正确（30 分）；

5.工作态度严谨、条例清晰（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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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题编号：5-8：某项目勘察等级确定

（1）任务描述

工程名称：某 XX 生活区项目岩土工程勘察

拟建场地位于 XX 市；拟建建筑物主要包括：①公寓楼为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框架结构，独立基础，基础埋深约-2.5m;②食堂为地上一层地下一层，框架结构，

独立基础，基础埋深约-4.0m;③2 栋综合库房为地上一层，框架结构，独立基础，

基础埋深约-2.0m;④集体宿舍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框架结构，独立基础，基础埋

深约-2.5m;⑤附属建筑为单层门卫房、围墙、简易的运动场和训练场。

场地位于图木舒克市，为撂荒多年的农田灌溉区，地形相对平坦，略有起伏，

相对高差不大，高程变化在 1390.3-1292.6m 之间。场地内纵横分布数条高 2.0m

左右的沙梁；南侧表土已被挖除 1-2m 左右；东南侧分布有垃圾填埋场：长约

150m，宽约 50m，埋深约 3.5m；东西两侧堆积有 2.0m 左右的素填土，系修建

道路时的弃土；地貌单元属叶尔羌河下游的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斜，

地貌特征表现为平原、砂丘等；

勘察区地层主要由第四系全新统冲积细粒土层组成，场地地层自上而下可分

为①耕土、②粉质黏土、③细砂层。

综合确定该项目勘察等级。

（2）任务目标

综合判断该项目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3）实施条件

《岩土工程勘察》教材、《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答卷。

（4）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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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分细则

1.工程重要性等级判别正确（20 分）；

2.场地复杂程度等级判别正确（20 分）；

3.地基复杂程度等级判别正确（20 分）；

4.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判别正确（30 分）；

5.工作态度严谨、条例清晰（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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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题编号：5-9：矩形基础均布荷载作用下地基中心点的附加应力

计算

（1）任务描述

某矩形基底长为 4m、宽为 2m，基础埋深为 0.5m，基础两侧土的重度为 18kN/m3，

由上部中心荷载和基础自重计算的基底均布压力为 140kPa。

（2）任务目标

试求基础中心 O 点下 z＝1m 深度处的竖向附加应力。

（3）实施条件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土力学》教材、答卷。

（4）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5）评分细则

1.土的自重应力计算准确（30 分）；

2.基底压力计算准确（30 分）；

3.地基中附加应力计算准确（30 分）；

4.工作态度严谨、卷面整洁（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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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试题编号：5-10：矩形基础均布荷载作用下地基中角点的附加应

力计算

（1）任务描述

某矩形基底长为 4m、宽为 2m，基础埋深为 0.5m，基础两侧土的重度为 18kN/m3，

由上部中心荷载和基础自重计算的基底均布压力为 140kPa。

（2）任务目标

试求基础角点 O 点下 z＝1m 深度处的竖向附加应力。

（3）实施条件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土力学》教材、答卷。

（4）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5）评分细则

1.土的自重应力计算准确（30 分）；

2.基底压力计算准确（30 分）；

3.地基中附加应力计算准确（30 分）；

4.工作态度严谨、卷面整洁（10 分）。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二、考核目标
	三、考核内容
	四、评价标准
	五、抽考方式
	六、附录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环境地质工程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概述
	模块一 判读地形地质图
	1.试题编号：1-1：判读暮云岭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2.试题编号：1-2：判读凌河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3.试题编号： 1-3：判读1:200000彭城地区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4.试题编号： 1-4：判读1:10000彩云岭地区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5试题编号： 1-5：判读1:100000金山镇地质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6试题编号： 1-6：判读1:50000星岗地区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7试题编号： 1-7：判读1:50000望洋岗地区地形地质图
	任务描述
	（1）实施条件
	（2）考核时量
	（3）评分细则

	8试题编号： 1-8：判读1:1000000松岭峪地区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9试题编号： 1-9：判读1:100000景陵峪地区地形地质图
	任务描述
	（1）实施条件
	（2）考核时量
	（3）评分细则

	10试题编号： 1-10：判读1:25000长山地区地质图
	任务描述
	（1）实施条件
	（2）考核时量
	（3）评分细则

	模块二  使用罗盘测岩层产状与坡角
	1、试题编号：2-1 使用罗盘测水平岩层产状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2 试题编号：2-2 使用罗盘测倾斜岩层产状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3 试题编号：2-3 使用罗盘测褶皱两翼产状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4 试题编号：2-4 使用罗盘测节理产状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5 试题编号：2-5 使用罗盘测断层产状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6 试题编号：2-6 真倾角和视倾角换算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7 试题编号：2-7 绘制褶皱素描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9 试题编号：2-9 绘制节理素描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模块三、绘制图切剖面图和计算机图切剖面图
	1.试题编号：3-1：图切凌河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2.试题编号：3-2：图切暮云岭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3.试题编号：3-3：图切星岗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4.试题编号：3-4：图切金山镇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5.试题编号：3-5：图切彭城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6.试题编号：3-6：计算机绘制凌河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7.试题编号：3-7：计算机绘制暮云岭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8.试题编号：3-8：计算机绘制星岗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9.试题编号：3-9：计算机绘制金山镇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10.试题编号：3-10：计算机绘制彭城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要求
	（4）评分细则

	模块四  钻探地质编录
	1.试题编号：4-1：为某水厂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1)评分细则

	2.试题编号：4-2：为某水厂完成野外钻探钻孔柱状图绘制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3.试题编号：4-3：为管道工程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4.试题编号：4-4：为某管道完成野外钻探钻孔柱状图绘制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5.试题编号：4-5：为污水处理工程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6.试题编号：4-6：为某水厂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7.试题编号：4-7：为某水厂完成野外钻探钻孔柱状图绘制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8.试题编号：4-8：为管道工程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9.试题编号：4-9：为某管道完成野外钻探钻孔柱状图绘制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10.试题编号：4-10：为污水处理工程完成野外钻探记录表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模块五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
	1.试题编号：5-1：钻孔平面布置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5）提供cad地质平面图

	2.试题编号：5-2：钻孔平面布置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5）提供cad地质平面图

	3.试题编号：5-3：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5）剖面图参考

	4.试题编号：5-4：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5）剖面图参考

	5.试题编号：5-5：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5）剖面图参考

	6.试题编号：5-6：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1）任务描述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4）评分细则
	（5）剖面图参考

	7.试题编号：5-7：某项目勘察等级确定
	（1）任务描述
	（2）任务目标
	（3）实施条件
	（4）考核时量
	（5）评分细则

	8.试题编号：5-8：某项目勘察等级确定
	（1）任务描述
	（2）任务目标
	（3）实施条件
	（4）考核时量
	（5）评分细则

	9.试题编号：5-9：矩形基础均布荷载作用下地基中心点的附加应力计算
	（1）任务描述
	（2）任务目标
	（3）实施条件
	（4）考核时量
	（5）评分细则

	10.试题编号：5-10：矩形基础均布荷载作用下地基中角点的附加应力计算
	（1）任务描述
	（2）任务目标
	（3）实施条件
	（4）考核时量
	（5）评分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