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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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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测绘仪器（11） 

1.试题编号：11 水准仪考核 

（1）任务描述 

学生现场进行水准仪的相关操作， 考核教师对其操作过程进行考 

核，评定成绩。具体形式如下： 

1）水准仪各部件认识考核：能准确说出水准仪上各个部件的名 

称及作用。 

2）水准仪架站考核：在规定的时间内，能正确安置并整平水准 

仪，操作附和规范要求。 

3）水准仪读数考核：能正确读出上丝、下丝、中丝的刻度读数。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校园内完成的， 要求考核时每个学生配备一 

台水准仪和水准尺。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2.5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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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考 

核内容为水准仪各部件认识（20 分），分值占比为  20%。考核教师 

现场指定 2 个主要部件要求考生回答名称及其功能，错一个扣 5 分， 

扣满 20 分止。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考核内容为水准仪架站（40 分）和水准仪读数（30 分），分值占比 

为 70%。水准仪架站：在指定位置进行仪器安置，并达到如下要求： 

1、水准仪圆水准气泡居中，落在黑色小圆圈内（不满足，扣 20 

分）。

2、水准仪基座落在三脚架基座面上，固定螺丝已拧紧。（不满 

足，扣 10 分） 

3、三脚架的三个支架点分布均匀，张角合适。（不满足，扣 10 

分） 

水准仪读数：在指定位置完成水准仪上丝、下丝、中丝的读数， 

精确到第 4 位数字。由考核教师现场复核，错一个扣 10 分，扣满 30 

分止。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5 分）、设备爱护（5 

分）等方面，分值占比为 10%。 

2.试题编号：12 经纬仪考核 

（1）任务描述 

学生现场进行经纬仪的相关操作， 考核教师对其操作过程进行考 

核，评定成绩。具体形式如下： 

1）经纬仪各部件认识考核：能正确说出经纬仪上各个部件的名 

称及作用。 

2）经纬仪架站考核：能正确安置经纬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仪 

器对中整平，操作符合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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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纬仪测角考核：能正确进行水平角观测、竖直角观测。能 

进行度盘置零、设置固定角度值，盘左、盘右观测，能正确判断竖角 

计算公式。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校园内完成的， 要求考核时每个学生配备一 

台经纬仪。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2.5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核 

内容为经纬仪各部件认识（20 分），分值占比为  20%。考核教师现 

场指定 2 个主要部件要求考生回答名称及其功能，错一个扣 5 分，扣 

满 20 分止。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考核内容为经纬仪架站（40 分）和经纬仪测角（30 分），分值占比 

为 70%。经纬仪架站：在指定位置进行仪器安置架设完成，并达到如 

下要求： 

1、经纬仪圆水准气泡居中，落在黑色小圆圈内。（不满足，扣 

15 分） 

2、仪器中心精确对中测站点标识，仪器中心落在黑色小圆圈内。 

（不满足，扣 15 分） 

3、经纬仪基座落在三脚架基座面上，固定螺丝已拧紧。（不满 

足，扣 10 分） 

4、经纬仪的三个支架点分布均匀，张角合适。（不满足，扣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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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仪测角： 在指定位置完成指定 2 个方向的 1 个测回水平角观 

测，并达到如下要求： 

1、水平角观测能够正确进行水平度盘置零。不满足，扣 5 分。 

2、水平度盘起始度数能设定为任意一个角度值。不满足，扣  5 

分。 

3、水平角观测能够正确进行盘左、盘右观测。 

1）正确切换盘左，盘右位置，错一次，扣 5 分。 

2）正确旋转照准部方向，盘左顺时针，盘右逆时针，错一次， 

扣 5 分。 

4、水平角观测的半测回互差小于 24″，测角误差超小于 24″， 

超限一次，扣 5 分。 

项目 2  使用罗盘测岩层产状（12） 

3.试题编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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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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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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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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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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掌握产状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 

（5 分） 

7）具有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爱惜仪器；注意安全。（20 分） 

4.试题编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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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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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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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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掌握产状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 

（5 分） 

7）具有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爱惜仪器；注意安全。（20 分） 

5.试题编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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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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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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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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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掌握产状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 

（5 分） 

7）具有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爱惜仪器；注意安全。（20 分） 

6.试题编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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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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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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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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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掌握产状数据指示的具体方位； 

（5 分） 

7）具有严谨、认真的职业态度，爱惜仪器；注意安全。（20 分） 

项目 3  鉴定常见矿物岩石标本（13） 

7.试题编号：17：肉眼鉴定石英 

（1）任务描述 

利用小刀、放大镜、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对岩矿实 

训室矿物手本标石英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矿物手标本特征和命名， 

编写出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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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观察和认识矿物的形态、光学性质、物理性质，学习肉 

眼鉴定透明矿物的初步方法；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非金属矿物；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积极探索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校内完成的，要求在岩矿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0.5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矿物的颜色（3  分）、形态（单体、集合体）（5  分）、硬度（3 

分）、光泽（2 分）、条痕（2 分）、解理（4 分）、断口（2 分）、 

比重（2 分）、透明度（2 分）等基本概念，分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写出正确鉴定颜色（6 分）、正确描述形态（单体、集合体）（10 分）， 

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正确写出矿物硬度区间（8 分）、正确完整（单 

体、集合体、断口）写出光泽（4 分）、正确写出条痕色（4 分）、 

正确写出解理（组数、发育等级）裂开、断口（断面形态）（8 分）、 

正确判断比重（4 分）、正确描述透明度（4 分）、正确定名（12 分）， 

定名不准确酌情扣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等方面，分值占比为 15%。 

8.试题编号：18：肉眼鉴定方解石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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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小刀、放大镜、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对岩矿实 

训室矿物手本标方解石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矿物手标本特征和命 

名，编写出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1）通过观察和认识矿物的形态、光学性质、物理性质，学习肉 

眼鉴定透明矿物的初步方法；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非金属矿物；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积极探索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校内完成的，要求在岩矿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0.5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矿物的颜色（3  分）、形态（单体、集合体）（5  分）、硬度（3 

分）、光泽（2 分）、条痕（2 分）、解理（4 分）、断口（2 分）、 

比重（2 分）、透明度（2 分）等基本概念，分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写出正确鉴定颜色（6 分）、正确描述形态（单体、集合体）（10 分）， 

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正确写出矿物硬度区间（8 分）、正确完整（单 

体、集合体、断口）写出光泽（4 分）、正确写出条痕色（4 分）、 

正确写出解理（组数、发育等级）裂开、断口（断面形态）（8 分）、 

正确判断比重（4 分）、正确描述透明度（4 分）、正确定名（12 分）， 

定名不准确酌情扣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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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方面，分值占比为 15%。 

9.试题编号：19：肉眼鉴定黄铁矿 

（1）任务描述 

利用小刀、放大镜、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对岩矿实 

训室矿物手本标黄铁矿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矿物手标本特征和命 

名，编写出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1）通过观察和认识矿物的形态、光学性质、物理性质，学习肉 

眼鉴定金属矿物的初步方法；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金属矿物；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积极探索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校内完成的，要求在岩矿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0.5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矿物的颜色（3  分）、形态（单体、集合体）（5  分）、硬度（3 

分）、光泽（2 分）、条痕（2 分）、解理（4 分）、断口（2 分）、 

比重（2 分）、透明度（2 分）等基本概念，分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写出正确鉴定颜色（6 分）、正确描述形态（单体、集合体）（10 分）， 

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正确写出矿物硬度区间（8 分）、正确完整（单 

体、集合体、断口）写出光泽（4 分）、正确写出条痕色（4 分）、 

正确写出解理（组数、发育等级）裂开、断口（断面形态）（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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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判断比重（4 分）、正确描述透明度（4 分）、正确定名（12 分）， 

定名不准确酌情扣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等方面，分值占比为 15%。 

10.试题编号 110：肉眼鉴定黄铜矿 

（1）任务描述 

利用小刀、放大镜、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对岩矿实 

训室矿物手本标黄铜矿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矿物手标本特征和命 

名，编写出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1）通过观察和认识矿物的形态、光学性质、物理性质，学习肉 

眼鉴定金属矿物的初步方法；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金属矿物；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积极探索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校内完成的，要求在岩矿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0.5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矿物的颜色（3  分）、形态（单体、集合体）（5  分）、硬度（3 

分）、光泽（2 分）、条痕（2 分）、解理（4 分）、断口（2 分）、 

比重（2 分）、透明度（2 分）等基本概念，分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写出正确鉴定颜色（6 分）、正确描述形态（单体、集合体）（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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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正确写出矿物硬度区间（8 分）、正确完整（单 

体、集合体、断口）写出光泽（4 分）、正确写出条痕色（4 分）、 

正确写出解理（组数、发育等级）裂开、断口（断面形态）（8 分）、 

正确判断比重（4 分）、正确描述透明度（4 分）、正确定名（12 分）， 

定名不准确酌情扣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等方面，分值占比为 15%。 

11.试题编号 111：肉眼鉴定橄榄岩 

（1）任务描述 

利用小刀、放大镜、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对岩矿实 

训室岩石手标本橄榄岩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岩石手标本特征和命 

名，编写出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1）熟悉岩石的一般特征；学会肉眼鉴定岩石的基本方法；掌握 

一些常见岩石的肉眼鉴定特征；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的岩浆岩；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积极探索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40 分钟。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岩石的颜色（5 分）、结构（5 分）、构造（5 分）、造岩矿物（10 

分）等知识点，分值比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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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正确写出岩石颜色（8 分）、正确描述岩石结构（8 分）、正确写 

出岩石组分、特征（24  分），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但如果岩石大 

类名称定错不给分，定不准确酌情给分、正确定名（20  分）分值占 

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12.试题编号 112：肉眼鉴定闪长岩 

（1）任务描述 

利用小刀、放大镜、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对岩矿实 

训室岩石手标本闪长岩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岩石手标本特征和命 

名，编写出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1）熟悉岩石的一般特征；学会肉眼鉴定岩石的基本方法；掌握 

一些常见岩石的肉眼鉴定特征；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的岩浆岩；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积极探索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40 分钟。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岩石的颜色（5 分）、结构（5 分）、构造（5 分）、造岩矿物（10 

分）等知识点，分值比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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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正确写出岩石颜色（8 分）、正确描述岩石结构（8 分）、正确写 

出岩石组分、特征（24  分），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但如果岩石大 

类名称定错不给分，定不准确酌情给分、正确定名（20  分）分值占 

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13.试题编号 113：肉眼鉴定石英砂岩 

（1）任务描述 

利用小刀、放大镜、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对岩矿实 

训室岩石手标本石英砂岩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岩石手标本特征和 

命名，编写出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1）熟悉岩石的一般特征；学会肉眼鉴定岩石的基本方法；掌握 

一些常见岩石的肉眼鉴定特征；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的沉积岩；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积极探索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40 分钟。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岩石的颜色（5 分）、结构（5 分）、构造（5 分）、造岩矿物（10 

分）等知识点，分值比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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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正确写出岩石颜色（8 分）、正确描述岩石结构（8 分）、正确写 

出岩石组分、特征（24  分），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但如果岩石大 

类名称定错不给分，定不准确酌情给分、正确定名（20  分）分值占 

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14.试题编号 114：肉眼鉴定竹叶状灰岩 

（1）任务描述 

利用小刀、放大镜、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对岩矿实 

训室岩石手标本竹叶状灰岩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岩石手标本特征 

和命名，编写出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1）熟悉岩石的一般特征；学会肉眼鉴定岩石的基本方法；掌握 

一些常见岩石的肉眼鉴定特征；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的沉积岩；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积极探索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40 分钟。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岩石的颜色（5 分）、结构（5 分）、构造（5 分）、造岩矿物（10 

分）等知识点，分值比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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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正确写出岩石颜色（8 分）、正确描述岩石结构（8 分）、正确写 

出岩石组分、特征（24  分），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但如果岩石大 

类名称定错不给分，定不准确酌情给分、正确定名（20  分）分值占 

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15.试题编号 115：肉眼鉴定板岩 

（1）任务描述 

利用小刀、放大镜、条痕板等竞赛工具，在规定时间内对岩矿实 

训室岩石手标本板岩进行鉴定，给出正确的岩石手标本特征和命名， 

编写出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1）熟悉岩石的一般特征；学会肉眼鉴定岩石的基本方法；掌握 

一些常见岩石的肉眼鉴定特征； 

2）能够用肉眼鉴定常见的变质岩； 

3）使学生能与人沟通协调和具有团队意识；使学生养成踏实认 

真、积极探索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品质。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40 分钟。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岩石的颜色（5 分）、结构（5 分）、构造（5 分）、造岩矿物（10 

分）等知识点，分值比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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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正确写出岩石颜色（8 分）、正确描述岩石结构（8 分）、正确写 

出岩石组分、特征（24  分），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但如果岩石大 

类名称定错不给分，定不准确酌情给分、正确定名（20  分）分值占 

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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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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纸、铅笔、尺、橡皮擦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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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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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骤，绘制出该褶皱信手剖面图。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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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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纸、铅笔、尺、橡皮擦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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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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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纸、铅笔、尺、橡皮擦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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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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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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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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纸、铅笔、尺、橡皮擦等。 

（3）考核时量 

测试时间：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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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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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5  手绘图切剖面（22） 

5.试题编号：25 手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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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剖面位置完成图切剖面图的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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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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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剖面位置完成暮云岭图切剖面 

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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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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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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手工 图名  2  正确写出图名给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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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切 

地质 

剖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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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切地质剖面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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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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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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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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试题编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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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面位置完成彭城地区图切剖 

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图切地质剖面图：提供地形地质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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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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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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二、核心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三 地质综合编录及计算机制图模块 

项目 6  计算机绘制剖面图（31） 

1.试题编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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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剖面位置完成凌河地区图切剖 

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计算机绘制地质剖面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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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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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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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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试题编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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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剖面位置完成暮云岭地区图切 

剖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计算机绘制地质剖面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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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时间：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计算 

机图 

切地 

质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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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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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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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试题编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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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剖面位置完成星岗地区图切剖 

面图的绘制。 

（2）实施条件 

计算机绘制地质剖面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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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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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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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图 

切地 

质剖 

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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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试题编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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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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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绘制地质剖面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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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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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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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机图 

切地 

质剖 

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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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编录模块为测试学生从事地质编录的能力， 包括实测地质剖 

面和槽、井、探、钻等工程地质编录，具体测试题如下： 

项目 7  绘制实测地质剖面图（32） 

5.试题编号：35 绘制山东 XX 金矿矿区实测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山东 XX 金矿区域开展了野外实测地质剖面的测制工作， 共测得 

导线 15 段。根据给定的野外实测地质剖面记录表（岩性自行指定， 

选取常见沉积岩即可），绘制 XX 金矿矿区实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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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7 和 MAPGIS6.7 等绘图软件。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实测 

地质 

剖面 

图 

图名、比例尺 3 正确写出图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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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测导线 5 正确绘出实测地质导线给 5 分 

海拔柱 4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3 分 

地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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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5 正确画出褶皱给 6 分 

岩浆侵入 5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6 分 

断层错动 5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6 分 

地层产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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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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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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试题编号：36 绘制湖南 XX 地区实测地质剖面图 

（1）任务描述 

湖南 XX 地区开展了野外实测地质剖面的测制工作， 共测得导线 

17  段。根据给定的野外实测地质剖面记录表（岩性自行指定，选取 

常见沉积岩即可），绘制 XX 地区实测地质剖面图。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7 和 MAPGIS6.7 等绘图软件。 

（3）考核要求 

测试时间：  15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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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分 评价细则 

实测 

地质 

剖面 

图 

图名、比例尺 3 正确写出图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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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测导线 5 正确绘出实测地质导线给 5 分 

海拔柱 4 正确画出海拔柱并标出高度给 3 分 

地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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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正确填充地层岩性花纹给 6 分，错误一处扣 1 分 

褶皱 5 正确画出褶皱给 6 分 

岩浆侵入 5 正确画出岩浆侵入给 6 分 

断层错动 5 正确画出断层错动给 6 分 

地层产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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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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8  地质编录（33） 

7.试题编号：37  探槽地质编录 

（1）任务描述 

下图为某某矿区 TC01 原始地质编录记录表，表中已经完成现场 

编录工作。请根据编录数据，结合所学探槽编录的相关知识，绘制 

TC01 素描图。TC01 编录记录表如下：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7 和 MAPGIS6.7 等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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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要素  10  正确确定图名、 比例尺、 责任表及样品分析结果表， 
每漏一处扣 2 分 

素描  20  正确画出槽壁及槽底的形态，每错一处扣 2 分 

岩性分层  15  正确按给定数据进行分层 

岩性描述  15  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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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处理  20  对素描图标注产状、充填岩性花纹、绘制地质要素 

等，每错一处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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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实训设备。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8.试题编号：38 浅井地质编录 

（1）任务描述 

下图为某某矿区  FJ01 原始地质编录记录表，表中已经完成现场 

编录工作。请根据编录数据，结合所学浅井编录的相关知识，绘制 

FJ01 素描图。FJ01 浅井编录记录表如下：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7 和 MAPGIS6.7 等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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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要素  10  正确确定图名、 比例尺、 责任表及样品分析结果表， 

每漏一处扣 2 分 

素描  20  正确画出浅井四壁的形态，每错一处扣 2 分 

岩性分层  15  正确按给定数据进行分层 

岩性描述  15  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后期处理  20  对素描图标注产状、充填岩性花纹、绘制地质要素 

等，每错一处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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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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实训设备。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9.试题编号：39 坑道地质编录 

（1）任务描述 

下图为某某矿区 KD01 原始地质编录记录表， 表中已经完成现场 

编录工作。请根据编录数据，结合所学坑道地质编录的相关知识，绘 

制 KD01 素描图。KD01 工程编录记录表如下：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7 和 MAPGIS6.7 等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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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要素  10  正确确定图名、 比例尺、 责任表及样品分析结果表， 
每漏一处扣 2 分 

岩性分层  30  正确按给定数据进行分层，准确标识在顶部及两帮 

相应位置，每错一处扣 5 分 

岩性描述  20  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后期处理  20  对素描图标注产状、充填岩性花纹、绘制地质要素 

等，每错一处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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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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实训设备。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10.试题编号：310 钻探地质编录 

（1）任务描述 

下图为某某矿区 ZKM116 原始地质编录表，表中已经完成现场 

编录工作。请根据编录数据，结合所学坑道地质编录的相关知识，绘 

制 ZKM116 柱状图。ZKM116 钻孔原始地质编录表如下：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7 和 MAPGIS6.7 等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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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层  25  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分层位置错误每层扣 4 分 

岩性描述  25  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柱状图充填  10  合理填充岩性花纹，与岩性描述一致 

采样  20  按实际工作标识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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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实训设备。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11.试题编号：311 钻探地质编录 

（1）任务描述 

下图为某某矿区 ZKM124 原始地质编录表，表中已经完成现场 

编录工作。请根据编录数据，结合所学坑道地质编录的相关知识，绘 

制 ZKM124 柱状图。ZKM124 钻孔原始地质编录表如下： 

（2）实施条件 

计算机机房，安装 CAD2007 和 MAPGIS6.7 等绘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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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层  25  合理对地层进行分层，分层位置错误每层扣 4 分 

岩性描述  25  对地层进行详细描述，描述不全面酌情扣分 

柱状图充填  10  合理填充岩性花纹，与岩性描述一致 

采样  20  按实际工作标识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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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实训设备。每漏一处扣一 

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0



40 

模块四 地质勘查设计模块 

项目 9  矿产勘查设计（41） 

1.试题编号：41 凤凰县某铅锌矿预查设计 

（1）任务描述 

阅读给定资料，凤凰某地 1:1 万地形地质图与工程布置图一份， 

工作区内主要分布寒武系地层， 其中下寒武统清虚洞组和中寒武统敖 

溪组与铅锌矿成矿关系密切；东部见有震旦系地层出露。工作区位于 

凤凰—茶田 NE 向帚状构造中段，区内构造比较复杂，总体为一复式 

向斜， 以解放—明星向斜为中心， 其间叠加一系列轴向 300°～330° 

向的低序次裙边式褶皱。 预查工作区及紧邻周边已发现有茶坪、 茨岩、 

米岭桥、寸金坪、林峰、头坡脑、白崖壁、天星堂、岩板堰、古坪、 

新场、樟坡、猴子坪等 10 多处铅锌、汞（铅）锌、汞（锌）矿（化） 

点。见附图。 

通过 1∶10000 地质简测图，了解工作区内地层、岩性、构造， 

特别是下寒武统清虚洞组云灰岩、藻礁(砂屑)灰岩与中寒武统敖溪组 

层纹状粉晶—细晶白云岩的产状分布； 大致了解矿区成矿地质条件和 

矿（化）点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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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凤凰县某地地形地质及工程布置图 

（2）实施条件 

在多媒体教室完成。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3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圈 

出成矿有利地段（10 分）、判断深部铅锌矿矿化特征（15 分）等知 

识点，分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判断矿体勘查类型（10 分）、查明矿区地形地质特点（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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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出可供进一步工作的铅锌矿产地（10 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2.试题编号：42 郴州某地铀矿勘探设计 

（1）任务描述 

阅读给定资料，郴州某地 1:1 万地形地质图 1 份，矿区主要铀矿 

集中分布在区内九龙江、木洞和石壁窝三地。矿化类型为花岗岩内带 

型中的碎裂蚀变岩型和硅质脉型，主要产于花岗岩内的断裂破碎带 

中。三江口地区铀矿体，严格受构造控制，铀矿与破碎带关系密切。 

碎裂蚀变岩型矿体多为透镜状，当与硅质脉型矿化结合时呈似脉状； 

硅质脉型矿体多为脉状，似脉状，亦有透镜状矿体。碎裂蚀变岩型矿 

体与围岩界线不明显，硅质脉型矿体界线明显或较明显，矿体产状与 

构造一致。碎裂蚀变岩型矿体一般赋存标高较低（100~250m），矿 

体垂幅大于 100~150m；硅质脉型矿体赋存标高较高（200~300m）， 

矿体垂幅 100~150m左右。详见附图。 

对已知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区或经详查圈出的勘探区， 确定勘探类 

型，布置勘探线路及勘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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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郴州某地地形地质图 

（2）实施条件 

在多媒体教室完成。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3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圈 

出勘探区（10 分）、判断矿区地质特征特征（15 分）等知识点，分 

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确定勘查类型（10 分）、判断勘查间距（10 分）、勘查工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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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3.试题编号：43 湘西某地铅锌矿勘探设计 

阅读给定资料，湘西某地 1:1 万地形地质图 1 份，本区域地层为 

一套沉积岩为主的分布区。地层自白垩系—板溪群地层均有分布，其 

中以寒武系地层分布最广泛。本区大地构造位于扬子地台东南缘。区 

内发育北东—北北东断裂，主要有花垣—保靖—张家界深大断裂、麻 

栗场—麻冲断裂，鸟巢河断裂，古丈—吉首—凤凰大断裂，它们具多 

期活动性，为区域控矿控相断裂。该矿田分布有两条北东向的汞锌、 

铅锌矿带。汞锌矿带位于矿田的西侧，赋矿层位于寒武系中统敖溪组 

上段细—粉晶白云岩地层中的似层状层间破碎角砾岩化、 网状方解石 

脉化之蚀变体内（层间破碎带内）并严格受其控制。铅锌矿带位于矿 

田的中部及东侧， 赋矿层位为寒武系中统敖溪组上段细—粉晶白云岩 

地层和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灰岩。详见附图。 

对已知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区或经详查圈出的勘探区， 确定勘探类 

型，布置勘探线路及勘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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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湘西某地地形地质图 

（2）实施条件 

在多媒体教室完成。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3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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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勘探区（10 分）、判断矿区地质特征特征（15 分）等知识点，分 

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确定勘查类型（10 分）、判断勘查间距（10 分）、勘查工程布置 

（40 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4.试题编号：44 湘西某地铅锌矿钻孔设计 

阅读给定资料，湘西某地 1:1 万地形地质图 1 份，本区域地层为 

一套沉积岩为主的分布区。地层自白垩系—板溪群地层均有分布，其 

中以寒武系地层分布最广泛。本区大地构造位于扬子地台东南缘。区 

内发育北东—北北东断裂，主要有花垣—保靖—张家界深大断裂、麻 

栗场—麻冲断裂，鸟巢河断裂，古丈—吉首—凤凰大断裂，它们具多 

期活动性，为区域控矿控相断裂。该矿田分布有两条北东向的汞锌、 

铅锌矿带。汞锌矿带位于矿田的西侧，赋矿层位于寒武系中统敖溪组 

上段细—粉晶白云岩地层中的似层状层间破碎角砾岩化、 网状方解石 

脉化之蚀变体内（层间破碎带内）并严格受其控制。铅锌矿带位于矿 

田的中部及东侧， 赋矿层位为寒武系中统敖溪组上段细—粉晶白云岩 

地层和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灰岩。详见附图。 

在矿区内布置一条 I 号勘探线剖面，共设计 6 个钻孔。布置钻孔 

的原则是在中寒武统敖溪组地层分布地段，且有汞锌矿化，并结合邻 

近有利构造因素，共布置 4 个钻孔，为探索下寒武统清虚洞组布置 2 

个深孔。 钻孔间距敖溪组 800 米， 清虚洞组 2400 米。 设计总进尺 2500 

米（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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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钻探工程设计情况一览表 

孔号 设计孔深（m） 倾角（°） 设计目的 

ZK001 350 90 了解敖溪组 Zn、Hg矿化情况 

ZK002 650 90 主要了解清虚洞组 Pb、Zn矿化情况 

ZK003 350 90 了解敖溪组 Zn、Hg矿化情况 

ZK004 250 90 了解敖溪组 Zn、Hg矿化情况 

ZK005 650 90 主要了解清虚洞组 Pb、Zn矿化情况 

ZK006 250 90 了解敖溪组 Zn、Hg矿化情况 

对 I 号勘探线设计钻孔，确定钻孔位置，判断孔口间距，绘制钻 

孔布置图。 

（2）实施条件 

在多媒体教室完成。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3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圈 

出钻孔位置（10 分）、能以直径为 2mm的小圆圈表示钻孔位置（15 

分）等知识点，分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确定钻孔间距（10 分）、绘制钻孔布置图（20 分）、分析  I 号勘 

探线地质情况（40 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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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0  地球化学勘查设计（42） 

5.试题编号：45 江西某地水系沉积物化探采样布局设计 

（1）任务描述 

阅读给定资料，江西某地 1：5 万实际材料图 1 份，区内出露地 

层为震旦系下坊组、老虎塘组及里坑组。地层走向近东西向，局部为 

北西南东向。构造以北东向断裂发育，为后期花岗岩侵入，详见附 

图。 

了解该区的地质及地貌特征，水系分布特征等。按照化探普查阶 

段的要求，使用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找矿的方法，在水系上布置 

采样工作。 

图 41 江西某地水系取样实际材料图 

（2）实施条件 

在多媒体教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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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3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水系等级的划分（10 分）、采样编码（15 分）等知识点，分值比 

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以直径为 2mm的小圆圈表示采样点（10 分）、正确采样布局（30 

分）、推断出可能发现的矿种（10 分）、推断矿床类型（10 分）， 

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6.试题编号：46 哈幅地区水系沉积物化探采样布局设计 

（1）任务描述 

阅读给定资料，哈幅地区 1：5 万实际材料图 1 份，按照化探普 

查阶段的要求，使用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找矿的方法，在水系上 

布置采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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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哈幅地区水系取样实际材料图 

（2）实施条件 

在多媒体教室完成。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3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水系等级的划分（15 分）、采样编码（25 分）等知识点，分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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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0%。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以直径为 2mm的小圆圈表示采样点（20 分）、正确采样布局（25 

分），分值占比为 45%。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模块五 水文地质勘查模块 

项目 11  地下水条件分析（51） 

1.试题编号：51 潜水埋藏条件分析 

（1）任务描述：根据潜水埋藏条件图，分别计算  ZK1、ZK2  孔 

处潜水埋深 T、潜水水位 H、潜水含水层厚度 M、隔水底板标高。每 

人独立完成，提交潜水埋藏条件分析计算成果表。 

注：潜水埋深 T=钻孔孔口到潜水面的距离 

潜水水位 H=钻孔孔口标高潜水埋深 T 
潜水含水层厚度 M=隔水底板到潜水面的距离 

隔水底板标高=钻孔孔口标高钻孔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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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1）场地及仪器：工作室、计算机、AUTOCAD 软件 

2）工具：计算器、三角尺、2H铅笔 2 支、计算纸 

3）资料：潜水埋藏条件图在文件夹（AUTOCAD 图） 

（3）完成时间：1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潜水埋藏条件（20 分）知识点，分值比为 20%。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操作规范，观测顺序正确、观测内容全面（15  分）、计算准确，内 

容全面、条理清晰、简洁明了（25  分）、计算成果表内容全面、条 

理清晰、简洁明了（25 分），分值占比为 45%。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2.试题编号：52 岩石水理性质分析 

（1）任务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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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独立完成，提交岩石水理性质分析成果 

说明，包括： 

1）空隙类型及空隙特征 

2）岩石水理性质指标值：容水度（C=吸水量/岩样体积）；给水 

度（u=释水量/岩样体积)；持水度（S=容水度 C给水度 u）。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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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英 砂 岩 样 ： 层 位 属 志 留 系 下 统 ， 岩 样 完 整 ， 规 格 

0.3m×0.3m×0.3m（体积 0.027m 3 )，发育稀疏均匀分布细小裂隙，干燥 

后将该样完全浸入水池中，待试样完全饱水，共吸收水量 0.0054m 3 ， 

饱水的岩样置于高处，在重力作用充分 

释水，释出水量为 0.0027m 3 。 

（2）实施条件 

1）场地及仪器：工作室、计算机、AUTOCAD  软件 （1）工具： 

计算器、三角尺、2H 铅笔 2 支、计算纸 

2）资料：岩石水理性质试验资料（附后） 

（3）完成时间：1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岩石空隙性（15 分）、岩石水理性质（15 分）知识点，分值比为 

30%。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操作规范，观测顺序正确、观测内容全面（15  分）、计算成果，参 

数取值、计算公式正确，计算结果准确（20  分）、分析成果报告， 

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简洁明了（20 分），分值占比为 55%。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3.试题编号：53 水文地质测绘工作设计 

（1）任务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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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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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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人独立完成，提交水文地质测绘设计观测路线布置平面图、水文地质 

测绘观测路线及观测点布置说明。 

（2）实施条件 

1）场地：工作室、计算机、MAPGIS 软件、PHOTOSHOP 软 

2）工具：计算器、2H铅笔、自来水笔、草稿纸、计算纸 

3）资料：水文地质测绘底（在文件夹）、《专门水文地质学》 

（3）完成时间：2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水文测绘观测路线（10 分）、布置原则（15 分）知识点，分值比 

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操作规范，观测顺序正确、观测内容全面（10  分）、观测路线布置 

平面图，参概念清晰、原则准确、布置方法及设计布置符合规范、图 

件内容全面、层次分明、美观（35 分）、设计工作说明，思路清晰、 

简洁明了、逻辑严谨、说明准确、工作量计算精确（15  分），分值 

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三、拓展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六 镜下岩石鉴定拓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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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2  镜下鉴定常见岩石（61） 

1.试题编号：61 镜下鉴定橄榄岩 

（1）任务描述 

利用偏光显微镜对橄榄岩薄片进行鉴定， 按照给定格式分别提交 

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并 

配备偏光显微镜。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2.5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薄片编号（5 分）、岩石结构（10 分）、主要矿物名称（10 分） 

等知识点，分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正确写出主要矿物含量（10 分）、鉴定特征（40 分）包括：颜色、 

糙面、突起、解理、干涉色等级，至少写出 4 个及以上鉴定特征，每 

个写出 10 分、镜下特色素描图（10 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2.试题编号：62 镜下鉴定闪长岩 

（1）任务描述 

利用偏光显微镜对闪长岩薄片进行鉴定， 按照给定格式分别提交 

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



56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并 

配备偏光显微镜。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2.5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薄片编号（5 分）、岩石结构（10 分）、主要矿物名称（10 分） 

等知识点，分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正确写出主要矿物含量（10 分）、鉴定特征（40 分）包括：颜色、 

糙面、突起、解理、干涉色等级，至少写出 4 个及以上鉴定特征，每 

个写出 10 分、镜下特色素描图（10 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3.试题编号：63 镜下鉴定石英砂岩 

（1）任务描述 

利用偏光显微镜对石英砂岩薄片进行鉴定，按照给定格式分别 

提交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并 

配备偏光显微镜。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2.5 小时。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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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薄片编号（5 分）、岩石结构（10 分）、主要矿物名称（10 分） 

等知识点，分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正确写出主要矿物含量（10 分）、鉴定特征（40 分）包括：颜色、 

糙面、突起、解理、干涉色等级，至少写出 4 个及以上鉴定特征，每 

个写出 10 分、镜下特色素描图（10 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4.试题编号：64 镜下鉴定竹叶状灰岩 

（1）任务描述 

利用偏光显微镜对竹叶状灰岩薄片进行鉴定， 按照给定格式分别 

提交完整、准确和规范的鉴定报告。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岩矿实训室完成的，要求在实训室进行，并 

配备偏光显微镜。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2.5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薄片编号（5 分）、岩石结构（10 分）、主要矿物名称（10 分） 

等知识点，分值比为 25%。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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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写出主要矿物含量（10 分）、鉴定特征（40 分）包括：颜色、 

糙面、突起、解理、干涉色等级，至少写出 4 个及以上鉴定特征，每 

个写出 10 分、镜下特色素描图（10 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模块七 地质综合知识运用 

项目 13  识别综合地质图（71） 

1.试题编号：71 识别铜官山铜矿地质图 

（1）任务描述 

通过读取矽卡岩型矿床铜官山铜矿地质图，按照要求从地质图 

中了解矿床所在的地质环境、 火成岩侵入到什么围岩中？围岩的岩性 

特点及与矽卡岩形成的关系；矿体的产出部位（内接触带、接触带或 

外接触带，是构造裂隙还是层间裂隙等）。 

图 71 铜官山铜矿地质图 

1.第四系堆积层；2.三叠系；3.龙潭组页岩粉砂岩；4.孤峰组硅质岩；5.栖霞组灰岩；6.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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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灰岩；7.黄龙组白云岩；8.高骊山组粉砂页岩；9.五通组石英岩；10.石英闪长岩；11.石榴 

石矽卡岩；12.透辉石矽卡岩；13.磁铁矿；14.磁黄铁矿；15.含铜蛇纹岩；16.铁帽；17.断层； 

18.岩层产状；19.地质界线；20.剖面线；21.剖面图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校内完成的，要求在多媒体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3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地层（5 分）、含矿层（5 分）、岩浆岩（5 分）、围岩（5 分）等 

基本知识点，分值占比为 20%。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正确写出矿床所在的地质环境、 火成岩侵入到什么围岩中 （20 分）、 

围岩的岩性特点及与矽卡岩形成的关系（20  分）、矿体的产出部位 

（20 分），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2.试题编号：72 识别湖南湘潭锰矿区地质图 

（1）任务描述 

通过读取沉积矿床湖南湘潭锰矿区地质图，按照要求从地质图 

中了解地层的分布、产状变化、火成岩分布以及所在的大地构造位置 

等，分析成矿层位、构造运动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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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湖南湘潭锰矿区地质略图 
1.背向斜；2.断层；3.元古界；4.震旦系上、下统；5.寒武系地层；6.中泥盆统； 

7.二叠系地层；8.第四系 

（2）实施条件 

该项目技能抽考是在校内完成的，要求在多媒体教室进行。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3 小时。 

（4）评分细则 

技能考核分为基本知识考核、 专业技能考核和职业素养考核三部 

分。 

基本知识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专业基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掌 

握地层（5 分）、产状（5 分）、岩浆岩（5 分）、构造（5 分）等基 

本知识点，分值占比为 20%。 

技能考核主要考核对该项目的规范性、 合理性、 完成情况等方面， 

能正确写出地层的分布、产状变化、火成岩分布以及所在的大地构造 

位置（20 分）、总结成矿层位（20 分）、构造运动（20 分）等特点， 

分值占比为 60%。 

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核该项目的考场记律（7 分）、设备爱护（8 

分），分值占比为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