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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专业学生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矿山地质（专业代码：520204）。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依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矿山地质专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主要 

有：岩石矿物鉴定、地质制图、地质编录、地质勘查等。本专业的专 

业基础课及专业核心课程有《岩石鉴定》、《构造地质学》、《矿床 

学》、《固体矿产勘查技术》、《钻探工程》、《CAD》、《普通地 

质学》等课程，现根据专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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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出以下四个模块作为本 

专业的技能抽考。 

三、考核内容 

通过技能考核， 测试学生对矿山地质基础工作内容、 过程、 设备、 

仪器使用方法，以及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方法；测试学生对罗盘、 

测绘仪器、偏光显微镜等仪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对数据采集、处理、 

分析方法； 测试学生对地质勘查工作的熟悉程度以及对绘制地质制图 

的熟练程度；测试学生运用制图软件进行工程制图的熟练程度；测试 

学生岩石矿物鉴定的熟练程度。 

（一）基本技能 

模块一 地质基础模块 

地质基础模块所要求的技能，包括操作测绘仪器、罗盘使用、常 

见矿物岩石标本鉴定等，是矿山地质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为后续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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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质技术技能的学习与应用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技能抽查，测试 

学生对测绘仪器的使用、 罗盘的使用以及对典型矿物岩石标本的初步 

鉴定。

1 操作测绘仪器 

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正确认识测绘仪部件，能正确调制测绘仪并完成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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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水准仪读数是否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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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用罗盘测岩层产状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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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鉴定常见矿物岩石标本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要求描述内容齐全（颜色、结构、构造、矿物成分及含量等）， 

记录方法正确，定名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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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原始记录内容基本齐全，专业术语、符号、描述方法要求符合国 

家有关规范，会使用放大镜观察标本，字迹工整，卷面整洁，内容无 

主要错误。 

模块二 地质制图模块 

地质制图模块所要求的技能，包括地质图纸的绘制、施工图纸的 

识读与绘制，是矿山地质专业学生的必备能力。通过技能抽查，测试 

学生对矿山地质工作中常见地质剖面图等图件及将其绘制成图的能 

力，以及根据地质工作现场的需要检查和认知图纸的能力。 

1 信手剖面图 

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熟练的手绘剖面图， 能合理的布局、 完整的地质绘图要素要素， 

地层的分布情况、地层接触关系、地质构造以及其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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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损坏考试工具、 资料及设施， 有良好的节约资源、 

安全等意识。 

2 手绘图切剖面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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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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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①操作规范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试行)  》(DD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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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图图例（1:50000）（GB95789(99)）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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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核心技能 

模块三 地质综合编录及计算机制图模块 

地质综合编录技能是矿山地质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之一， 包括实 

测地质剖面和槽、井、探、钻等工程地质编录。通过技能抽查，测试 

学生对地质编录表格的记录规范、剖面图的绘制和  CAD、MAPGIS 

的使用，以及对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方法。 

1 计算机绘制剖面图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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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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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①操作规范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试行)  》(DD200601) 

区域地质图图例（1:50000）（GB95789(99)） 

②职业素养要求 

绘制图纸的操作符合有关规范及要求；制图严谨求实，图面美观 

大方， 图幅设计合理， 比例尺正确， 图纸内容完整且内容无主要错误。 

2 绘制实测地质剖面图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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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地形线、海拔柱、地层、产状、岩性等在地质图上的表现 

形式，根据实测地质剖面记录表上的数据，运用 CAD 或 MAPGIS 正 

确绘制出实测地质剖面，标注产状、图例、比例尺、图框等内容。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①操作规范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试行)  》(DD200601) 

区域地质图图例（1:50000）（GB95789(99)） 

②职业素养要求 

软件操作符合有关规范及要求；制图严谨求实，图面美观大方， 

图幅设计合理，比例尺正确，图纸内容完整且内容无主要错误。 

3 地质编录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掌握探槽、浅井、坑道、钻探在地质图上的表现形式，根据原始 

地质编录表上的数据，运用 CAD 或 MAPGIS 正确绘制出柱状体，正 

确判断岩性分层，详细描述岩性特征。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①操作规范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试行)  》(DD200601) 

区域地质图图例（1:50000）（GB95789(99)） 

②职业素养要求 

软件操作符合有关规范及要求；制图严谨求实，图面美观大方，图幅 

设计合理，比例尺正确，图纸内容完整且内容无主要错误。 

模块四 地质勘查设计模块 

本模块是本专业学生的核心技能之一，包括矿产勘查设计、地球 

化学勘查设计等技能。通过技能抽查，测试学生对地质勘查情况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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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对地质工作步骤的进一步设计。 

1 矿产勘查设计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理解勘查工程的布置原则、总体布置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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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勘查工 

作步骤，并总结矿体各种标志值；能反映矿体的形态、产状以及矿石 

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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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球化学勘查设计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理解化探工作的布置原则、总体布置形式；清楚不同地球化学 

找矿方法的使用；能布置采样工作并推断矿种、矿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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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地质勘查模块 

1 地下水条件分析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潜水埋藏条件图，提交潜水埋藏条件分析计算成果表。能 

根据资料分析岩石的空隙类型， 空隙特征、 计算岩石水理性质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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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独立完成，提交岩石水理性质分析成果说明。能在给定的地形底 

图（图区内地质构造线走向北东，水文地质条件中等）上布置水文地 

质测绘的观测路线， 并文字说明观测路线布置原则与布置方法、 间距， 

观测点布置原则、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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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拓展技能 

模块六 镜下岩石鉴定拓展模块 

1 镜下鉴定常见岩石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正确使用偏光显微镜对岩石薄片进行鉴定，能判断岩石结构、 

主要矿物名称，能鉴定矿物特征，完成镜下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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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七 地质综合知识运用 

1 识别综合地质图 

（1）技能要求 

要求学生掌握地层的划分，判断含矿层的区域，识别岩浆岩、围 

岩的基本特点。学生能正确描述出矿床所在的地质环境，岩浆岩与围 

岩的关系、矽卡岩与围岩的形成关系以及围岩的岩性特点，确定矿体 

的产出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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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遵守安全文明规范，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作业前仔细清点所需 

的图件和辅助工具；思路清晰、绘图字迹工整、格式规范。不损坏考 

试仪器及设备，测试完毕后做好必要的场地清理和归位工作。 

四、评价标准 

模块一 地质基础模块 

1 判读地质图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读图能力、 书写能力和职业态度和职业素养 

三个方面，其中读图能力占  50%比重，书写占  30%的比重、职业态 

度和职业素养占 20%的比重。 

2 使用罗盘测岩层产状与坡脚 

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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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鉴定常见岩石标本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岩石鉴定能力、 和职业态度和职业素养三个 

方面，其中岩石鉴定能力占  70%比重，书写占  10%的比重、职业态 

度和职业素养占 20%的比重。 

模块二 地质制图模块 

1 信手剖面图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绘制剖面图、职业素养三个方面，其中绘制 

剖面图占 80%的比重，职业素养 20%的比重。 

2 图切剖面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识图能力、 绘制剖面图、 职业素养三个方面， 

其中识图能力占 20%比重， 绘制剖面图占 60%的比重， 职业素养 20%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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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机制图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识图能力、 绘制剖面图、 职业素养三个方面， 

其中识图能力占 20%比重， 绘制剖面图占 60%的比重， 职业素养 20% 

的比重。 

模块三 地质综合编录及计算机制图模块 

1 绘制实测地质剖面图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操作过程、整理数据和职业素养三方面，其 

中绘制剖面图占 40%，整理数据占 40%，职业素养占 20%的比重。 

2 地质编录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操作过程、整理数据和职业素养三方面，其 

中绘制图件占 40%，整理数据占 40%，职业素养占 20%的比重。 

模块四 地质勘查设计模块 

1 矿产勘查设计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勘查工作设计（设计图绘制）和职业态度两 

个个方面，其中勘查工作设计（设计图绘制）占 85%比重，钻孔柱状 

图占职业态度占 15%的比重。 

2 地球化学勘查设计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技能要求 （地球化学找矿方法和矿床类型推 

断）和职业素养两个方面，其中技能要求（地球化学找矿方法和矿床 

类型推断）占 85%比重，职业素养占 15%的比重。 

模块五 水文地质勘查模块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水文地质条件和职业素养两个方面， 其中水 

文地质条件（操作规范、计算准确和计算成果表）占 85%比重，职业 

素养占 15%的比重。 

模块六 镜下岩石鉴定拓展模块 

1 镜下鉴定常见岩石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镜下鉴定岩石矿物特点和职业态度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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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其中镜下鉴定岩石矿物特点占  85%比重，职业素养占  15%的比 

重。 

模块七 地质综合知识运用模块 

1 识别综合地质图 

该项目评价标准包括识别综合地质图上地层、 岩性等各类地质特 

征和职业态度两个方面，其中识别综合地质图各类地质特征占  85% 

比重，职业素养占 15%的比重。 

五、考核方式 

本次专业技能抽考总共包含地质基础模块、地质制图模块、地质 

综合编录模块、地质勘查设计模块、镜下岩石鉴定拓展模块和地质综 

合知识运用模块共 6 个模块，共 42 道题。 

抽考方式： 本专业技能抽考模块均为必考模块，参加学生按规 

定比例随机抽取考试模块，各模块考生人数按四舍五入计算，剩余的 

尾数考生再随机抽取应试模块。 

每个考核模块均设若干考核项目，考生根据抽取的考核模块，随 

机从对应模块中随机抽取考核项目。 学生在相应项目题库中随机抽取 

1 套试题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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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 

2.《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 》(DZ/T 0078-2015)； 

3.《1:50000 区域地质调查总则》（DZ/T0001-91）； 

4.《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矿山地质工（601010502）》； 

5.《高职专业教学基本要求----矿山地质》； 

6.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GB/T 96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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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区域地质图图例（GB 958-1989）； 

8.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1:50000)（DZ/T 0179）； 

9.1:50000 地质图地理底图编绘规范 （DZ/T0157-95）； 

10.1:250000 地质图地理底图编绘规范（DZ/T 0191）； 

11.《岩矿鉴定技术规范 》(DZ/T 0275.4-2015 )； 

12.《固体矿产勘查地质资料综合整理综合研究技术要求》 (DZ/T 

0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