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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质工程专业学生技能考核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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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设置 50 道题。 

一、基本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一 地质基础模块 

项目 1 判读地质图（11） 

1.试题编号：11：判读暮云岭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判读地形地质图能对区域地层分布及其接触关系、地形地貌、构 

造等地质信息进行归纳总结，为后续地质报告的编写提供素材。本项 

目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25000 暮云岭地区地形地质图（附图 1），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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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需要构造地质学、地貌学及岩石学等综合知识，结合地质图展 

示的内容用报告的形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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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皮擦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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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判
读

地

质
图 

技
能

要

求 

报告名称  5  报告名称符合规范得 5 分 

地形地貌特征  10  正确描述地形地貌特征得 10 分 

地层及接触关系  10  完整标明地层得 5 分, 
正确描述地层接触关系 5 分 

断层及性质  15  完整标明断层得 5 分, 
正确描述断层性质得 10 分 

褶皱及性质  15  完整标明褶皱得 5 分, 
正确描述褶皱性质得 10 分 

岩浆岩及侵入关系  15  完整标明岩浆岩得 5分, 
正确描述岩浆岩侵入关系得 10分 

矿产资源及其他  10  正确描述区域内矿产资源情况及其他特征得 10分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 

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 

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2.试题编号：12：判读凌河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判读地形地质图能对区域地层分布及其接触关系、地形地貌、构 

造等地质信息进行归纳总结，为后续地质报告的编写提供素材。本项 

目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20000 凌河地形地质图（附图 2），要求学生 

根据地质图读图要求，完成编写凌河地形地质读图报告。该项目需要 

构造地质学、地貌学及岩石学等综合知识，结合地质图展示的内容用 

报告的形式表述。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20000 凌河地形地质图、笔、纸、尺子、橡皮擦 

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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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判
读

地

质
图 

技
能

要

求 

报告名称  5  报告名称符合规范得 5 分 

地形地貌特征  10  正确描述地形地貌特征得 10 分 

地层及接触关系  10  完整标明地层得 5 分, 
正确描述地层接触关系 5 分 

断层及性质  15  完整标明断层得 5 分, 
正确描述断层性质得 10 分 

褶皱及性质  15  完整标明褶皱得 5 分, 
正确描述褶皱性质得 10 分 

岩浆岩及侵入关系  15  完整标明岩浆岩得 5分, 
正确描述岩浆岩侵入关系得 10分 

矿产资源及其他  10  正确描述区域内矿产资源情况及其他特征得 10分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 

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 

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3.试题编号：13：判读彭城地区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判读地形地质图能对区域地层分布及其接触关系、地形地貌、构 

造等地质信息进行归纳总结，为后续地质报告的编写提供素材。本项 

目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200000 彭城地区地形地质图（附图 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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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项目需要构造地质学、地貌学及岩石学等综合知识，结合地质图展示 

的内容用报告的形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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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器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判 技 报告名称  5  报告名称符合规范得 5 分



4 

读

地

质
图 

能

要

求 

地形地貌特征  10  正确描述地形地貌特征得 10 分 

地层及接触关系  10  完整标明地层得 5 分, 
正确描述地层接触关系 5 分 

断层及性质  15  完整标明断层得 5 分, 
正确描述断层性质得 10 分 

褶皱及性质  15  完整标明褶皱得 5 分, 
正确描述褶皱性质得 10 分 

岩浆岩及侵入关系  15  完整标明岩浆岩得 5分, 
正确描述岩浆岩侵入关系得 10分 

矿产资源及其他  10  正确描述区域内矿产资源情况及其他特征得 10分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 

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 

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4.试题编号：14：判读金山镇地形地质图 

（1）任务描述 

判读地形地质图能对区域地层分布及其接触关系、地形地貌、构 

造等地质信息进行归纳总结，为后续地质报告的编写提供素材。本项 

目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100000 金山镇地区地形地质图（附图 4），要 

求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要求，完成编写金山镇地形地质读图报告。该 

项目需要构造地质学、地貌学及岩石学等综合知识，结合地质图展示 

的内容用报告的形式表述。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100000 金山镇地区地形地质图、笔、纸、尺子、 

计算器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判

读

地
质 

技

能

要
求 

报告名称  5  报告名称符合规范得 5 分 

地形地貌特征  10  正确描述地形地貌特征得 10 分 

地层及接触关系  10  完整标明地层得 5 分, 
正确描述地层接触关系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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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断层及性质  15  完整标明断层得 5 分, 

正确描述断层性质得 10 分 

褶皱及性质  15  完整标明褶皱得 5 分, 
正确描述褶皱性质得 10 分 

岩浆岩及侵入关系  15  完整标明岩浆岩得 5分, 
正确描述岩浆岩侵入关系得 10分 

矿产资源及其他  10  正确描述区域内矿产资源情况及其他特征得 10分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 
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 

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5.试题编号：15：判读星岗地区地质图 

（1）任务描述 

判读地形地质图能对区域地层分布及其接触关系、地形地貌、构 

造等地质信息进行归纳总结，为后续地质报告的编写提供素材。本项 

目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50000 星岗地区地形地质图（附图 5），要求 

学生根据地质图读图要求，完成编写星岗地区地形地质读图报告。该 

项目需要构造地质学、地貌学及岩石学等综合知识，结合地质图展示 

的内容用报告的形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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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器。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判
读

地

质

图 

技

能
要

求 

报告名称  5  报告名称符合规范得 5 分 

地形地貌特征  10  正确描述地形地貌特征得 10 分 

地层及接触关系  10  完整标明地层得 5 分, 
正确描述地层接触关系 5 分 

断层及性质  15  完整标明断层得 5 分, 
正确描述断层性质得 10 分 

褶皱及性质  15  完整标明褶皱得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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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描述褶皱性质得 10 分 

岩浆岩及侵入关系  15  完整标明岩浆岩得 5分, 
正确描述岩浆岩侵入关系得 10分 

矿产资源及其他  10  正确描述区域内矿产资源情况及其他特征得 10分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 
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 

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6.试题编号：16：判读 1:100000 等水压线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比例尺为  1:100000 等水压线图（如下图），完成以下 

任务：

1)确定承压水的流向，在图中标出； 

2)在平面图中标出 AA’剖面上的两个钻孔位置； 

3)确定 B与 C、D 与 E 之间承压水的平均水力坡度； 

4)判断、描述含水层岩性和厚度的变化； 

5)确定 B、C、D、E 四点处承压水位埋藏深度； 

6)确定 B、C、D、E 四点处承压含水层的埋藏深度； 

7)确定 B、C、D、E 四点处承压水水头值的大小； 

8)在图中圈出承压水自流区。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1:100000 等水压线图、笔、纸、尺、橡皮擦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判读 
1:100000 
等水压线 

图 

技能 

要求 

承压水的流向  6  承压水的流向标示正确 

钻孔位置标示  8  AA’剖面上的两个钻孔位置标示正确 

承压水的平均水力坡度  14  B 与 C、D 与 E之间承压水的平均水力坡度 
计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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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层岩性和厚度的变 

化 
14  含水层岩性和厚度的变化判断、描述准确 

承压水位埋藏深度  10  B、C、D、E 四点处承压水位埋藏深度计算 
正确 

承压含水层的埋藏深度  10  B、C、D、E 四点处承压含水层的埋藏深度 

计算正确 

承压水水头值  10  B、C、D、E 四点处承压水水头值的大小计 

算正确 

承压水自流区范围  8  承压水自流区范围划定正确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及卷面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项目 2  使用罗盘测岩层产状（12） 

7.试题编号：17：使用罗盘测岩层产状 

（1）任务描述 

在典型剖面里，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剖面中岩 

层的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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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盘、记录本、笔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使用罗盘 

测产状 

技能 
要求 

岩层标志面  10  合理选择岩层标志面，调罗盘磁偏角 

测量走向  1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 

测量倾向  2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能正确判断 

岩层倾斜方向 

测量倾角  1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 

岩层产状记录  12  正确记录岩层产状得 10 分，能指出产状数 
据指示的具体方位得 5 分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及卷面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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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00 

8.试题编号：18：使用罗盘测褶皱两翼产状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褶皱形态剖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 

该褶皱的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出该 

褶皱两翼的产状。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褶皱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层产状测 

量、罗盘、记录本、笔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使用罗盘 

测产状 

技能 

要求 

岩层标志面  10  合理选择岩层标志面，调罗盘磁偏角 

测量走向  1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 

测量倾向  2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能正确判断 

岩层倾斜方向 

测量倾角  1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 

岩层产状记录  12  正确记录岩层产状得 10 分，能指出产状数 
据指示的具体方位得 5 分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及卷面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9.试题编号：19：使用罗盘测节理产状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节理面，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节理 

的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节理发育良好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 

层产状测量、罗盘、记录本、笔等。



9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使用罗盘 
测产状 

技能 

要求 

岩层标志面  10  合理选择岩层标志面，调罗盘磁偏角 

测量走向  1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 

测量倾向  2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能正确判断 
岩层倾斜方向 

测量倾角  1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 

岩层产状记录  12  正确记录岩层产状得 10 分，能指出产状数 

据指示的具体方位得 5 分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及卷面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10.试题编号：110：使用罗盘测断层产状 

（1）任务描述 

给定典型断层露头，学生根据测量岩层产状的步骤，测出该断层 

的产状，以倾向∠倾角的方式表示。学生正确使用罗盘测出该断层的 

产状。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断层发育良好剖面，岩层出露完好，适合岩 

层产状测量、罗盘、记录本、笔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使用罗 

盘测产 
状 

技能 

要求 

岩层标志面  10  合理选择岩层标志面， 调罗盘磁偏角 

测量走向  1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 

测量倾向  25  罗盘使用正确， 测量数据准确， 能正 

确判断岩层倾斜方向 

测量倾角  15  罗盘使用正确，测量数据准确 

岩层产状记录  12  正确记录岩层产状得 10 分，能指出 

产状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得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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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工作 

态度及卷面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任务完成后整理 

工作台面， 将图件、 工具和材料归位， 

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 
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项目 3  鉴定常见矿物岩石标本（13） 

11.试题编号：111:鉴定常见矿物 

（1）任务描述 

在常见相似浅色矿物中， 选取 2 块未知矿物标本 （方解石与石英） 

分别进行肉眼鉴定，准确描述其形态、物理性质等特征，并提交鉴定 

报告 2 份。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矿物标本（萤石与方解石）、稀盐酸、放大镜、 

刻刀、条痕板、铅笔、橡皮擦、鉴定报告纸。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鉴
定

常

见

矿
物 

技

能

要
求 

编号  2  认识标本编号，写编号 2 分，无编号不得分 

矿物颜色  6  准确描述颜色给 6 分 

矿物形态  8  描述矿物单体、集合体形态，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矿物硬度  8  运用测试工具判断矿物硬度区间，正确写出矿物硬度 

区间给 8 分 

光泽  8  描述晶面、端口光泽，准确描述给 8 分 

条痕  8  刻划和描述条痕的方法，正确写出条痕色给 8 分 

解理和断口  8  写出解理的有无、组数、发育等级、裂开、断口（断 

面形态），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相对密度  6  判断相对密度区间，正确判断相对密度给 6 分 

透明度  6  掌握透明度的判别方法，正确描述透明度给 6 分 

定名  10  根据矿物特征定名，正确定名给 8 分，定名不准确酌 

情扣分 

其他性质  10  写出其他性质,如矿物化学式、化学性质、感官性质等 
其他物理性质，根据写出其他特征正确与否酌情加分 

素
养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全， 
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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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爱护标本、设备工 具及试剂，规 

范正 确使用鉴定工具。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12.试题编号：112:鉴定常见岩石标本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花岗岩、橄榄岩标本，按岩石的描述方法内容描述岩 

石并定名，并提交鉴定报告 2 份。 

（2）实施条件 

实习实训室 、岩石标本（花岗岩和橄榄岩）、稀盐酸、放大镜、 

刻刀、条痕板、铅笔、橡皮擦、鉴定报告纸。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鉴

定

常

见
岩

石

标

本 

技

能
要

求 

编号  2  认识标本编号，写编号 2 分，无编号不得分 

颜色  8  准确描述颜色给 8 分 

结构  15  判读组成矿物的结晶程度、大小和自形程度等，描 

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构造  15  判断矿物集合体的分布和排列情况，描述不全面酌 

情扣分 

矿物成分和含量  30  找出岩石的矿物组成和含量，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定名  10  根据岩石特征定名，正确定名给 10 分，定名不准 
确酌情扣分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爱护标本、设备工 具及试剂， 

规范正 确使用鉴定工具。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13.试题编号：113:鉴定常见岩石标本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石灰岩、砂岩，按岩石的描述方法内容描述岩石并定 

名，并提交鉴定报告 2 份。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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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实训室 、岩石标本（石灰岩和砂岩）、稀盐酸、放大镜、 

刻刀、条痕板、铅笔、橡皮擦、鉴定报告纸。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鉴

定
常

见

岩

石
标

本 

技

能

要

求 

编号  2  认识标本编号，写编号 2 分，无编号不得分 

颜色  8  准确描述颜色给 8 分 

结构  15  判读组成矿物的结晶程度、大小和自形程度等，描 

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构造  15  判断矿物集合体的分布和排列情况，描述不全面酌 

情扣分 

矿物成分和含量  30  找出岩石的矿物组成和含量，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定名  10  根据岩石特征定名，正确定名给 10 分，定名不准 

确酌情扣分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爱护标本、设备工 具及试剂， 

规范正 确使用鉴定工具。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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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二 地质制图模块 

本模块为测试学生对地质图件绘制的掌握情况， 包括信手剖面图、 

手绘图切剖面、计算机图切剖面等内容，具体测试题如下： 

项目 4  绘制信手剖面图（21） 

1.试题编号：21：绘制褶皱素描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褶皱剖面，学生根据绘制素描图的步骤，绘制出该褶 

皱信手剖面图。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褶皱发育良好， 

适合岩层产状测量、罗盘、方格纸、铅笔、尺、橡皮擦、素描板夹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绘制信手 

剖面图 

技能 
要求 

图名  5  准确描述素描图名 

素描方位  10  正确测出剖面方位得 10 分 

比例尺  10  合理选择比例尺 

岩性及构造特征  20  正确完整记录岩性及构造特征，每缺一项扣 
1 分。 

素描图绘制  30  正确完整绘制素描图，岩性及构造特征绘制 

描绘清晰，产状数据标识正确 

图例  5  正确完整的绘制图例，每漏一项扣 1 分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及卷面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2.试题编号：22：绘制断层素描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断层剖面，断层发育较好，学生根据绘制素描图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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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绘制出该褶皱信手剖面图。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断层发育良好， 

适合岩层产状测量、罗盘、方格纸、铅笔、尺、橡皮擦、素描板夹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绘制信手 
剖面图 

技能 

要求 

图名  5  准确描述素描图名 

素描方位  10  正确测出剖面方位得 10 分 

比例尺  10  合理选择比例尺 

岩性及构造特征  20  正确完整记录岩性及构造特征，每缺一项扣 
1 分。 

素描图绘制  30  正确完整绘制素描图，岩性及构造特征绘制 

描绘清晰，产状数据标识正确 

图例  5  正确完整的绘制图例，每漏一项扣 1 分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及卷面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3.试题编号：23：绘制节理素描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节理发育良好的地质剖面， 学生根据绘制素描图的步 

骤，绘制出该褶皱信手剖面图。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节理发育良好， 

适合岩层产状测量、罗盘、方格纸、铅笔、尺、橡皮擦、素描板夹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绘制信手 技能 图名  5  准确描述素描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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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图 要求 素描方位  10  正确测出剖面方位得 10 分 

比例尺  10  合理选择比例尺 

岩性及构造特征  20  正确完整记录岩性及构造特征，每缺一项扣 
1 分。 

素描图绘制  30  正确完整绘制素描图，岩性及构造特征绘制 

描绘清晰，产状数据标识正确 

图例  5  正确完整的绘制图例，每漏一项扣 1 分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及卷面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4.试题编号：24：绘制信手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典型岩层发育剖面图，学生根据绘制素描图的步骤，绘制 

出该剖面信手剖面图。 

（2）实施条件 

田心立交附近有一处地质剖面，岩层出露完好，地质构造发育良 

好，适合岩层产状测量、罗盘、方格纸、铅笔、尺、橡皮擦、素描板 

夹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绘制信手 
剖面图 

技能 

要求 

图名  5  准确描述素描图名 

素描方位  10  正确测出剖面方位得 10 分 

比例尺  10  合理选择比例尺 

岩性及构造特征  20  正确完整记录岩性及构造特征，每缺一 

项扣 1 分。 

素描图绘制  30  正确完整绘制素描图，岩性及构造特征 

绘制描绘清晰，产状数据标识正确 

图例  5  正确完整的绘制图例，每漏一项扣 1 分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 

度及卷面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 

作台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 
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 

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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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  手绘图切剖面（22） 

5.试题编号：25：手绘图切暮云岭地区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暮云岭地区地质地形图（附图 1），根据 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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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地形地质图（附图  1）、厘米纸、铅笔、 

橡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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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试题编号：26：手绘图切凌河地区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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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描述 

给定一幅地质地形图，根据  AB 剖面位置完成凌河图切剖面图 

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 提供凌河地区地形地质图 （附图 2） 、 厘米纸、 

铅笔、橡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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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试题编号：27：手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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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剖面位置完成彭城图切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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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附图  3）、厘米纸、铅笔、 

橡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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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试题编号：28：手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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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剖面位置完成金山镇地区图切 

剖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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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切地质剖面图：提供彭城地形地质图（附图 4）、厘米纸、铅 

笔、橡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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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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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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题编号：29：手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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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剖面位置完成星岗图切剖面图 

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提供星岗地形地质图（附图 5）、厘米纸、铅 

笔、橡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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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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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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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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6  计算机制图（23） 

10.试题编号：210 :AutoCAD 绘制图形 

（1）任务描述 

①建立新图形文件，绘图区域为  3000×3000； 

②绘图：按下图规定的尺寸绘图，填充图案：ANSI31（不用标 

注）；

③保存：将完成的图形以  KSCAD1．DWG  为文件名保存在考 

生文件夹中。 

（2）实施条件 

①工具：电脑、AutoCAD  平 

台、纸笔等 

②资料：教材或参考书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分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1  技能与素养 

要求 

5 
考试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 

AutoCAD 软件、资料、工具书是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 

（处）扣 1分； 

扰乱考场纪律 
扣 15 分；不尊 

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扣完为 

止。 

5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图件、 

工具和材料归位。 

2  操作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规 

范扣 1 分/次； 遗 

漏内容扣 2分/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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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3  制图  60  图形尺寸无误；布局合理、美观；文 

字说明正确 
错漏扣 5 分/处 

11.试题编号：211: AutoCAD 绘制图形 

（1）任务描述 

①建立新图形文件：绘 

图区域为：3000×3000。 

②绘图：按下图规定的 

尺寸绘图，要求图形层次清 

晰，填充图案由上至下分别 

为  ANSI31、 ARCONC、 

ARSAND。基础轮廓线宽度 

为  0.3。 

③ 保 存 ： 将 完 成 

后 的 图 形 以 

KSCAD2．DWG  为文件名保存在考生文件夹中。 

（2）实施条件 

①工具：电脑、AutoCAD  平台、纸笔等 

②资料：教材或参考书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分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1  技能与素养 

要求 

5 
考试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 

AutoCAD 软件、资料、工具书是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 

（处）扣 1分； 

扰乱考场纪律 
扣 15 分；不尊 

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扣完为 

止。 

5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图件、 

工具和材料归位。 

2  操作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规 

范扣 1 分/次； 遗 

漏内容扣 2分/ 
项；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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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图  60  图形尺寸无误；布局合理、美观；文 

字说明正确 
错漏扣 5 分/处 

12.试题编号：212: AutoCAD 绘制图形 

（1）任务描述 

①建立新图形文件，绘图区域：500*500； 

②绘制一个边长为  20、AB  边 

与水平线夹角为  30°的正边形；绘 

制一个半径为  10  的圆，且圆心与正 

七边形同心；再绘制正七边形的外接 

圆。 

③绘制一个与正七边形相距  10 

的外圆正七边形。按样图填充图形， 

填充图案：GRAVEL，完成后的图形参见右图。 

④保存：将完成后的图形以  KSCAD3．DWG  为文件名保存在 

考生文件夹中。 

（2）实施条件 

①工具：电脑、AutoCAD  平台、纸笔等 

②资料：教材或参考书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分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1  技能与素养 
要求 

5 
考试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 

AutoCAD 软件、资料、工具书是否 

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处） 

扣 1 分；扰乱考 

场纪律扣 15 分； 
不尊重监考老师 

扣 15 分； 扣完为 

止。 

5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资 
料、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 

意识。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图件、 

工具和材料归位。 

2  操作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规范 

扣 1 分/次；遗漏 

内容扣 2 分/项；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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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图  60  图形尺寸无误；布局合理、美观；文 

字说明正确 
错漏扣 5 分/处 

13.试题编号：213:AutoCAD 绘制图形 

（1）任务描述 

①绘制一个边长为  20、AB 边与水平线夹角为  30°的正边形； 

绘制一个半径为  10  的圆，且圆心与正 

七边形同心；再绘制正七边形的外接圆。 

②绘制一个与正七边形相距  10  的 

外圆正七边形。完成后的图形参见右图。 

③ 保 存 ： 将 完 成 后 的 图 形 以 

KSCAD4． DWG  为文件名保存在考生文 

件夹中。 

（2）实施条件 

①工具：电脑、AutoCAD  平台、纸笔等 

②资料：教材或参考书等 

（3）考核时量：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分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1  技能与素养 

要求 

5 
考试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 

AutoCAD 软件、资料、工具书是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 
（处）扣 1分； 

扰乱考场纪律 

扣 15 分；不尊 
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扣完为 

止。 

5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图件、 

工具和材料归位。 

2  操作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规 

范扣 1 分/次； 遗 
漏内容扣 2分/ 

项；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3  制图  60  图形尺寸无误；布局合理、美观；文 

字说明正确 
错漏扣 5 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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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三 地质试验模块 

项目 7  岩土室内测试（31） 

主要考核点为工程岩土学等课程的试验部分技能。 

1 试题编号：31：土的密度测定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试验仪器，用环刀法测定土的密度，一人独立完成。 

（2）实施条件 

环刀 （内径 61.8mm和 79.8mm， 高为 20mm）， 天平 （称量 500g， 

最小分度值 0.1g；称量 200g，最小分度值 0.01g），游标卡尺，切土 

刀，钢丝锯，凡士林油，玻璃板。 

（3）考核时量 

时量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分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1  职业态度 

10 

根据考核项目选仪器和工具， 试验前仔 

细检查所需仪器、 资料、工具等是否齐 
全，做好试验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 （处） 

扣两分，扣完为 

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 将仪器、工 

具、资料归位，不损坏仪器，有良好的 

环境保护意识 

2  数据处理  30 

计算公式正确  10 

计算过程正确  10 

计算结果正确，单位正确  10 

3  试验操作  50 

测定环刀质量及体积  10 

切取土样  15 

测定环刀与土样质量  15 

数据记录完整无误  10 

2 试题编号：32：土的含水率试验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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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给定的试验仪器， 用烘干法测定土的含水量， 一人独立完成。 

（2）实施条件 

电烘热箱（应能控制温度为 105—110oC），天平（称量 200g， 

最小分度值 0.01g；称量 1000g，最小分度值 0.1g），干燥器、铝盒 

（3）考核时量 

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分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1  职业态度 

10 

根据考核项目选仪器和工具，试 
验前仔细检查所需仪器、资料、 

工具等是否齐全，做好试验前准 

备 
每漏掉一项（处） 

扣两分，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仪 
器、工具、资料归位，不损坏仪 

器，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2  数据处理  30 

计算公式正确  10 

计算过程正确  10 

计算结果正确，单位正确  10 

3  试验操作  50 

称湿土重  10 

烘干土样  15 

称干土样  15 

数据记录完整无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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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题编号：33：界限含水率试验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试验仪器，用滚搓法测定土的塑限，一人独立完成。 

（2）实施条件 

电烘热箱（应能控制温度为 105—110oC），天平（称量 200g， 

最小分度值 0.01g；称量 1000g，最小分度值 0.1g），干燥器、铝盒 

（3）考核时量 

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分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1  职业态度 

10 

根据考核项目选仪器和工具，试验前 
仔细检查所需仪器、资料、工具等是 

否齐全，做好试验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 （处） 

扣两分，扣完为 
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仪器、 

工具、资料归位，不损坏仪器，有良 
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2  数据处理  30 

计算公式正确  10 

计算过程正确  10 

计算结果正确，单位正确  10 

3  试验操作  50 

试样制备  10 

搓条至直径 3mm时且产生裂纹  15 

测塑限含水率  15 

数据记录完整无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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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题编号：34：颗粒分析试验 

（1）任务描述 

根据给定的试验仪器，用筛分法判定土的级配情况，一人独立完 

成。 

（2）实施条件 

粗筛（孔径为 60mm,40mm,20mm,10mm,5mm,2mm），细筛（孔 

径为 2.0mm,1.0mm,0.5mm,0.25mm,0.075mm），天平（称量 5000g， 

最小分度值 1g；称量 1000g，最小分度值 0.1g；称量 200g，最小分 

度值 0.01g），振筛机，烘箱，磁盘，毛刷等 

（3）考核时量 

时量 90 分钟。 

（4）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分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1  职业态度 

10 

根据考核项目选仪器和工具，试验前仔细检查 

所需仪器、资料、工具等是否齐全，做好试验 

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 
（处）扣两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仪器、工具、资 
料归位，不损坏仪器，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2  数据处理  30 

计算公式正确  5 

计算过程正确  10 

颗粒级配累计曲线绘制正确  10 

计算结果正确，级配判定正确  5 

3  试验操作  50 

制备土样（四分法）  10 

过筛（分析筛顺序）  15 

称量  15 

数据记录完整无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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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 地质综合模块 

项目 8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41） 

1.试题编号：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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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cad 地质平面图、笔、 

尺子、计算器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岩土工程 

勘察设计 

技能 

要求 

钻孔  30  钻孔间距布置符合规范要求 

勘探线  30  勘探线间距符合规范要求 

图例、钻孔编号  20  图例规范完整，钻孔编号有序，每漏一项或 

错一项扣 2分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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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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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正勘察软件、提供 cad 地 

质平面图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岩土工程 
勘察设计 

技能 

要求 

钻孔  30  钻孔间距布置符合规范要求 

勘探线  30  勘探线间距符合规范要求 

图例、钻孔编号  20  图例规范完整，钻孔编号有序，每漏一项或 

错一项扣 2分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3.试题编号：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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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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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线钻孔顺序：ZK01ZK02ZK03ZK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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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m，粉质黏土；3.58.0m，细砂；8.013.6m， 

粗砂；13.618.1m，灰岩，弱风化； 

②ZK02 钻孔： 

孔口标高：105.8m； 

稳定水位：4.7m； 

地层分布：0.02.1m，种植土；2.15.2m，粉质黏土；5.29.3m， 

细砂；9.314.1m，粗砂；14.122.7m，灰岩，弱风化； 

③ZK03 钻孔： 

孔口标高：107.9m； 

稳定水位：6.4m； 

地层分布：0.03.1m，种植土；3.14.6m，粉质黏土；4.68.8m， 

细砂；8.815.2m，粗砂；15.219.8m，灰岩，弱风化； 

④ZK04 钻孔： 

孔口标高：104.5m； 

稳定水位：5.8m； 

地层分布：0.01.6m，种植土；1.64.2m，粉质黏土；4.27.8m， 

细砂；7.813.8m，粗砂；13.820.6m，灰岩，弱风化。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里正勘察软件、剖面图参 

考等。

（3）考核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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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绘制勘探 

线剖面图 

技能 
要求 

剖面图  30  剖面图绘制完整，符合规范要求 

图例  15  图例完整统一 

地层连线  15  地层连线准确 

钻孔  20  钻孔间距、孔口高程等数据无误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5）剖面图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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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题编号：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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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01ZK02ZK03ZK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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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m，粉质黏土；2.46.8m，黏土；6.810.6m， 

粗砂；10.618.1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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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m，种植土；0.82.0m，粉质黏土；2.07.7m， 

黏土；7.711.5m，粗砂；11.521.4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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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m，种植土；1.14.1m，粉质黏土；4.18.8m， 

黏土；8.813.4m，粗砂；13.419.8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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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m，种植土；1.62.8m，粉质黏土；2.87.8m， 

黏土；7.810.3m，粗砂；10.320.9m，花岗岩，弱风化。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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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里正勘察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绘制勘探 

线剖面图 

技能 

要求 

剖面图  30  剖面图绘制完整，符合规范要求 

图例  15  图例完整统一 

地层连线  15  地层连线准确 

钻孔  20  钻孔间距、孔口高程等数据无误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5）剖面图参考 

5.试题编号：45：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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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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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01ZK02ZK03ZK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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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m，细角砾土；5.39.3m，卵石土；9.314.5m， 

砂岩，弱风化；14.523.1m，砾岩，弱风化； 

②ZK02 钻孔： 

孔口标高：225.8m； 

稳定水位：9.9m； 

地层分布： 0.06.1m， 细角砾土； 6.110.2m， 卵石土； 10.216.3m， 

砂岩，弱风化；16.324.1m，砾岩，弱风化；24.128.7m，灰岩，弱 

风化；

③ZK03 钻孔： 

孔口标高：237.9m； 

稳定水位：11.4m； 

地层分布： 0.08.1m， 细角砾土； 8.113.6m， 卵石土； 13.618.8m， 

砂岩，弱风化；18.825.2m，砾岩，弱风化； 

④ZK04 钻孔： 

孔口标高：244.5m； 

稳定水位：12.1m； 

地层分布： 0.06.6m， 细角砾土； 6.614.2m， 卵石土； 14.217.8m， 

砂岩，弱风化；17.823.8m，砾岩，弱风化。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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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里正勘察软件。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绘制勘探 
线剖面图 

技能 

要求 

剖面图  30  剖面图绘制完整，符合规范要求 

图例  15  图例完整统一 

地层连线  15  地层连线准确 

钻孔  20  钻孔间距、孔口高程等数据无误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5）剖面图参考 

6.试题编号：46：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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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某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 

勘探线钻孔顺序：ZK2001ZK2002ZK2003ZK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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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m，粉土；3.39.6m，粉质黏土；9.614.5m， 

黏土；14.528.1m，粉砂； 

②ZK2002 钻孔： 

孔口标高：37.9m； 

稳定水位：2.9m； 

地层分布：0.02.1m，粉土；2.110.2m，粉质黏土；10.216.3m， 

黏土；16.327.1m，粉砂； 

③ZK2003 钻孔： 

孔口标高：25.8m； 

稳定水位：2.4m； 

地层分布：0.02.8m，粉土；2.810.4m，粉质黏土；10.418.8m， 

黏土；18.826.4m，粉砂； 

④ZK2004 钻孔： 

孔口标高：23.5m； 

稳定水位：2.1m； 

地层分布：0.03.5m，粉土；3.59.7m，粉质黏土；9.717.8m， 

黏土；17.825.4m，粉砂。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8 软件、里正勘察软件。 

（3）考核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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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9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绘制勘探 

线剖面图 

技能 

要求 

剖面图  30  剖面图绘制完整，符合规范要求 

图例  15  图例完整统一 

地层连线  15  地层连线准确 

钻孔  20  钻孔间距、孔口高程等数据无误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5）剖面图参考 

7.试题编号：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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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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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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条件 

《岩土工程勘察》教材、《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答卷。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某项目勘 
察等级确 

定 

技能 

要求 

工程重要性等级  20  剖面工程重要性等级判别正确 

场地复杂性等级  20  场地复杂程度等级判别正确 

地基复杂程度等级  20  地基复杂程度等级判别正确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20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判别正确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8.试题编号：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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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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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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0.31292.6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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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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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判断该项目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2）实施条件 

《岩土工程勘察》教材、《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答卷。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某项目勘 

察等级确 

定 

技能 

要求 

工程重要性等级  20  剖面工程重要性等级判别正确 

场地复杂性等级  20  场地复杂程度等级判别正确 

地基复杂程度等级  20  地基复杂程度等级判别正确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20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判别正确 

素养 

要求 
遵守考场规则， 工作态度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将图件、工具和材料归位，不损坏考试 

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9.试题编号：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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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求基础中心 O 点下 z＝1m深度处的竖向附加应力。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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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勘察规范》、《土力学》教材、答卷。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附
加

应

力

计
算 

技

能
要

求 

土的自重应力  30  土的自重应力计算公式、计算过程、计算结果。 

基底压力  30  土的基地压力公式、计算过程、计算结果。 

地基中附加应力  20  地基中附加应力计算公式、计算过程、结果。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工具和材料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 5 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 
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 15 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10.试题编号：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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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求基础角点 O 点下 z＝1m深度处的竖向附加应力。 

（2）实施条件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土力学》教材、答卷。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附

加
应

力

计

算 

技

能
要

求 

土的自重应力  30  土的自重应力计算公式、计算过程、计算结果。 

基底压力  30  土的基地压力公式、计算过程、计算结果。 

地基中附加应力  20  地基中附加应力计算公式、计算过程、结果。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工具和材料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 5 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 

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 15 分，扣完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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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00 

项目 9  地质灾害勘察（42） 

11.试题编号：411：滑坡形成条件及影响因素分析 

（1）任务描述 

根据下述资料，分析易形成滑坡的地质条件（ √ 选）。1  人独 

立完成。 

以下易发生滑坡的地质条件是：  1）地形地貌 

①高陡斜坡的前缘，坡度一般大于  45°,斜坡前缘临空条件较 

好，尤其是 大于  55°，且高度较大（通常大于  30m），坡面凹凸 

不平的斜坡。（ ） 

②斜坡地带，坡度一般小于  50°，尤其是上下陡中部缓的折线 

山坡、受河 流冲刷和淘蚀的山区河流凹岸、黄土地区高阶地前缘斜 

坡。（ ） 

2）地层岩性 

①块状、 厚层状的坚硬脆性岩石或软硬相间缓倾斜岩层形成陡峻 

的斜坡，易发生崩塌的岩石有砂岩、灰岩、硅质岩、花岗岩等。（ ） 

②岩性为粘性土、黄土、堆积土、砂泥（页）岩组、变质岩岩组、 

构造破碎岩组， 尤其是倾斜的软硬相间岩层或硬岩夹软弱岩层的岩组。 

遇水软化的软弱岩层， 如泥岩、 页岩， 岩层顶面往往形成滑动面。（ ） 

3）地质构造 

①两组以上的结构面，一组与斜坡平行，一组垂直斜坡，将岩体 

切割成独立的岩柱。（ ） 

②结构面倾向同坡向，且结构面倾角小于坡角。（ ） 

4）地下水 

①上部为透水层、 下伏相对隔水层， 易沿隔水层顶面滑移失稳。 

（ ） ②斜坡地下水对斜坡失稳的作用主要有：增加坡体自重是、产 

生静水压力和动水压力；软化岩土体；产生浮托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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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降雨对滑坡形成作用 

①地下水水位快速波动（上升或下降），对地下洞穴顶板发生潜 

蚀或吸蚀，从而引起地面塌。（ ） 

②暴雨或连续降雨，使斜坡岩土体饱水，重加斜坡岩土体自重。 

（ ） ③暴雨或连续降雨，斜坡岩土体饱水，软化岩土体。（ ） 

④暴雨或连续降雨，斜坡地下水丰富，地下水沿斜坡渗流，产生 

动水压力。（ ） 

⑤暴雨或连续降雨， 斜坡地下水丰富， 对斜坡岩土体产生浮托力。 

（ ） 

⑥暴雨或连续降雨，斜坡地下水丰富，加剧岩土体的溶蚀。（ ） 

⑦暴雨或连续降雨，斜坡地下水在滑面处渗透，对滑面起润滑作 

用。（ ） 

（2）实施条件 

《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 教材、 三角尺、 

量角器、2H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地

质

灾

害

勘

察 

技

能

要

求 

基本地质知识  20 
地貌地形、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下水等含义， 

错项、漏项每次扣 2分 

地质灾害的含义及形成 

条件 
40  地质灾害定义的理解，形成条件及特征，错项、漏 

项每次扣 2分 

成果提交  20  地质灾害形成条件选项分析全面、 正确， 表达准确。 

错项、漏项每次扣 2分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5 分，扣完为 

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 
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 15 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12.试题编号：412：泥石流灾害形成条件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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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描述 

根据下述资料，分析形成泥石流的三个基本条件（ √ 选 ）。1 

人独立完成。 

以下描述内容是形成泥石流三个基本条件的是： 

①崩塌滑坡是泥石流形成的固体物质来源。（ ） 

②冰川溶化是泥石流形态的主要水源。（ ） 

③有利于贮集、运动和停淤的地形地貌条件（有较宽阔的盆地或 

谷地，利于集水和集物；中部为陡峻的冲沟或峡谷，上游汇集的水和 

固体物质经过此段，能量不断增大；沟口山前平原或河流阶地，使流 

通区快速流动的泥石流物 质动能骤然减小而堆积下来）。（ ） 

④丰富的松散固体物质来源（松散固体物质主要有构造破碎、 

风化破碎的岩土体，堆积于沟谷的垃圾、采矿废石、选矿尾砂等）。 

（ ） 

⑤短时间内有大量水源 （短时间内汇集大量流水是泥石流形成的 

必要条件。泥石流水源主要有：高强度暴雨、库塘溃决、冰川、积雪 

强烈消融等）。（） 

⑥人类工程活动， 生态环境恶化， 是诱发泥石流的必要条件。（ ） 

⑦矿业活动， 选矿尾沙库溃决形成泥石流是最常发生的泥石流灾 

害。（ ） 

（2）实施条件 

《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 教材、 三角尺、 

量角器、2H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地
质

灾 

技
能

要 

基本地质知识  20  地貌地形、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下水等含义， 

错项、漏项每次扣 2分 

地质灾害的含义及形成  40  地质灾害定义的理解，形成条件及特征，错项、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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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勘

察 

求 条件 项每次扣 2分 

成果提交  20  地质灾害形成条件选项分析全面、 正确， 表达准确。 

错项、漏项每次扣 2分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5 分，扣完为 

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 

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 15 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13.试题编号：413：崩塌灾害形成条件及影响因素分析 

（1）任务描述 

根据下述资料，分析易形成崩塌的地质条件（ √ 选）。1  人独 

立完成。 以下易发生崩塌的地质条件是： 

1）地形地貌 

①高陡斜坡的前缘，坡度一般大于  45°,斜坡前缘临空条件较好， 

尤其是大于  55°，且高度较大（通常大于  30m），坡面凹凸不平的 

斜坡。（ ） ②斜坡地带，坡度一般小于  50°，尤其是上下陡中部 

缓的折线山坡、受河流冲刷和淘蚀的山区河流凹岸、黄土地区高阶地 

前缘斜坡。（ ） 

2）地层岩性 

①块状、厚层状的坚硬脆性岩石或软硬相间缓倾斜岩层形成陡 

峻的斜坡， 易发生崩塌的岩石有砂岩、 灰岩、 硅质岩、 花岗岩等。（ ） 

②岩性为粘性土、黄土、堆积土、砂泥（页）岩组、变质岩岩 

组、构造破碎岩组，尤其是倾斜的软硬相间岩层或硬岩夹软弱岩层的 

岩组。遇水软化的软弱岩层，如泥岩、页岩，岩层顶面往往形成滑动 

面。（ ） 

3）地质构造 

①两组以上的结构面，一组与斜坡平行，一组垂直斜坡，将岩体 

切割成独立的岩柱。（ ） 

②结构面倾向同坡向，且结构面倾角小于坡角。（ ） （4）地 

下水 ①上部为透水层、 下伏相对隔水层， 易沿隔水层顶面滑移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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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②斜坡地下水对斜坡失稳的作用主要有：增加坡体自重是、产 

生静水压力、动水压力；软化岩土体；产生浮托力等。（ ） 

（2）实施条件 

《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 教材、 三角尺、 

量角器、2H 铅笔、橡皮擦、签字笔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地
质

灾

害

勘
察 

技
能

要

求 

基本地质知识  20  地貌地形、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下水等含义， 
错项、漏项每次扣 2分 

地质灾害的含义及形成 

条件 
40  地质灾害定义的理解，形成条件及特征，错项、漏 

项每次扣 2分 

成果提交  20  地质灾害形成条件选项分析全面、 正确， 表达准确。 

错项、漏项每次扣 2分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5 分，扣完为 

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 
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 15 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项目 10  地基处理（43） 

14.试题编号：414：换填法处理地基时的砂垫层设计计算 

（1）任务描述 

按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某砖石承重结构条形基础上的竖向荷载  F= 

190kN/m,基础布置和地基土层断面如图所示。考虑基础下用厚  1.5m 

砂垫层处理。试设计砂垫层(基础及其上填土的平均容重γ取  19. 

6kN/m3  )。 验算砂垫层承载力；验算砂垫层下软弱层的承载力；确 

定砂垫层宽度。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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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地基处理技术》 

教材、草稿纸、答卷。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换填法处 

理地基时 
的砂垫层 

设计计算 

技能 

要求 

砂垫层承载力计算  30  砂垫层承载力计算正确 

砂垫层下软弱层承载力 

计算 
30  砂垫层下软弱层承载力计算正确 

砂垫层宽度  20  砂垫层宽度确定准确 

素养 

要求 
工作态度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 

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15.试题编号：415：换土垫层法中的砂垫层厚度设计可行性验算 

（1）任务描述 

某四层砖混结构的住宅楼，承重墙下为条形基础，宽 1.2m，埋 

深  1.0m，上部建筑物作用于基础的荷载标准值为  120kN/m，基础的 

平均重度为 20kN/m3。地基土表层为粉质粘土，厚 1.0m，重度为 17.5 

kN/m3；第二层为淤泥质粘土，厚 15 m，重度为  17.8 kN/m3  ，承载 

力特征值为  fak=45kPa；第三层为密实的砂砾石。地下水埋深  1.0m。 

由于地基土较软弱， 不能满足建筑物设计要求， 采用换土垫层法处理， 

设计铺设  1m  厚砂垫层，试验算是否可行。（砂的饱和重度为 

18.5kN/m3），计算砂垫层承载力；验算设计垫层厚度下的下卧层承 

载力是否满足要求。 

（2）实施条件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地基处理技术》 

教材、草稿纸、答卷。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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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换土垫层 

法中的砂 

垫层厚度 
设计可行 

性验算 

技能 
要求 

砂垫层承载力计算  35  砂垫层承载力计算正确 

砂垫层下软弱层承载力 
计算 

35  砂垫层下软弱层承载力计算正确 

砂垫层厚度设计可行性  10  砂垫层厚度设计可行性结论正确 

素养 
要求 

工作态度及卷面  2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 

面，不损坏考试资料、 工具及设施，有良 
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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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展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五 地质拓展模块 

项目 11  钻探编录（51） 

1.试题编号：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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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 安装 CAD2008 软件、 里正勘察软件、 钻孔编录表、 

笔、尺子、岩芯标签等。 

（4）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钻

探

编

录 

技

能

要

求 

分层  20  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分层位置错误每层扣 4 分 

岩性描述  20  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水位填写  10  正确填写水位数据 

取样填写  10  正确填写取样位置、取样长度等信息，描述不全面 

酌情扣分 

原位测试  10  正确填写原位测试信息 

回次进尺  10  正确填写回次进尺信息 

素

养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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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爱护标本、设备工 具及试剂， 

规范正 确使用鉴定工具。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5）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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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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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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 安装 CAD2008 软件、 里正勘察软件、 钻孔编录表、 

笔、尺子、岩芯标签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钻

探

编
录 

技

能

要

求 

分层  20  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分层位置错误每层扣 4 分 

岩性描述  20  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水位填写  10  正确填写水位数据 

取样填写  10  正确填写取样位置、取样长度等信息，描述不全面 

酌情扣分 

原位测试  10  正确填写原位测试信息 

回次进尺  10  正确填写回次进尺信息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爱护标本、设备工 具及试剂， 
规范正 确使用鉴定工具。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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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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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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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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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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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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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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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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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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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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正勘察软件、 钻孔编录表、 

笔、尺子、岩芯标签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钻
探

编

录 

技

能
要

求 

分层  20  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分层位置错误每层扣 4 分 

岩性描述  20  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水位填写  10  正确填写水位数据 

取样填写  10  正确填写取样位置、取样长度等信息，描述不全面 

酌情扣分 

原位测试  10  正确填写原位测试信息 

回次进尺  10  正确填写回次进尺信息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爱护标本、设备工 具及试剂， 

规范正 确使用鉴定工具。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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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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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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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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 安装 CAD2008 软件、 里正勘察软件、 钻孔编录表、 

笔、尺子、岩芯标签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测评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钻

探

编
录 

技

能

要

求 

分层  20  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分层位置错误每层扣 4 分 

岩性描述  20  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水位填写  10  正确填写水位数据 

取样填写  10  正确填写取样位置、取样长度等信息，描述不全面 

酌情扣分 

原位测试  10  正确填写原位测试信息 

回次进尺  10  正确填写回次进尺信息 

素

养
要

求 

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图件、工具和材料是 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 

工作纪律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爱护标本、设备工 具及试剂， 
规范正 确使用鉴定工具。每漏一处扣一分，扣完 

为止 

小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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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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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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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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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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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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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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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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2  地球物理（52） 

5.试题编号：55：绘制地球内部圈层结构 

（1）任务描述 

地球内部圈层的划分是地球科学的基础。 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都 

与之关系密切。地壳、地幔和地核，古登堡面和莫霍面的划分是地球 

物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项目要求学生绘制地球内部圈层结构，明确 

地壳和地幔、地幔和地核的分界面，并标示出地壳、地幔和地核的厚 

度、分层等特征。该项目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地球物理的认识，是地球 

物理研究的基础。 

（2）实施条件 

厘米纸、铅笔、橡皮、小刀、三角板、尺子、量角器等绘图用具。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项目 标准分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1  职业素养  20  绘图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绘图工具是 

否齐全，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 

试工具等，考试完成后整理绘图台 

面，将绘图工具归位。 

每漏掉 1 项扣 2 分， 

扰乱考场纪律扣  1‐5 
分，不尊重监考老师 

扣 1‐5 分 
2  技能要素  80  地球圈层可以分为地壳、 地幔与地核 

（20 分）； 

地壳与地幔分界面是莫霍面， 地幔与 

地核分界面是古登堡面（20 分）； 

地幔可以划分为上地幔、 软流层和下 

地幔，地壳和上地幔统称为岩石圈 

（25 分）； 

地壳可以分为陆壳和洋壳， 地核可以 

分为内核和外核（15 分）。 

每漏 1 项扣 5 分，错 

误 1 项扣 3 分 

3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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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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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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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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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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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