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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浅钻测量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球化学浅钻测量方法的技术设计、野外工作、质量检查、样品分析及质量监控、数
据处理与图件编制、异常查证与评价、成果报告编写与资料提交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覆盖层厚度小于 100m 的浅覆盖区不同勘查阶段（从区域调查到详查）中应用机动浅
钻取样的地球化学测量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Z/T 0011 地球化学普查规范
DZ/T 0130 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
DZ/T 0145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规程
DZ/T 0167 区域地球化学勘查规范
DZ/T 0227 地质岩心钻探规程
DZ/T 0248 岩石地球化学测量技术规程
DZ/T 0289 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
DZ/T 0295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浅覆盖区 shallow overburden area
覆盖厚度小于 100m 的松散堆积物连续分布地区。主要分布在森林沼泽覆盖区、草原、沙地荒漠、
山麓堆积物覆盖区、山前平原和盆地边缘区、山间盆地区、河网汇聚区、湖积区、黄土覆盖区等地域。
3.2
疏松层 regolith
各类成因形成的尚未固结成岩的沉积物和土壤。
3.3
机动浅钻 motorized shallow drilling
轻便易于人工搬运或在机械助力下快速移动的可获取浅覆盖区疏松层及基岩样品的系列钻探机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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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by shallow regolith drilling
在常规地球化学测量难以达到取样层位的浅覆盖区应用机动浅钻以自地表至基岩的不同覆盖结构
层为主要采样层位，采集地质、地球化学、地下水、生态环境等样品的地球化学测量工作。
4 总则
4.1 目的任务
针对我国浅覆盖区的地球化学勘查需求，通过浅钻取样，查明浅覆盖区下伏残积层及基岩中元素地
球化学分布、分配特征，圈定地球化学异常，为不同地质调查阶段矿产勘查、资源评价、基础地质研究、
生态环境调查等提供地球化学资料。
4.2 基本要求
4.2.1 根据不同覆盖类型、景观条件、工作条件、勘查阶段及服务对象等，地球化学浅钻测量的工作
重点、工作内容、成果表达须有所侧重和区别。
4.2.2 对不同自然地理景观条件下具不同覆盖层结构的浅覆盖区，应在充分研究本区相关钻探资料或
预钻进实验数据的基础上，确定能满足地质地球化学浅钻取样的钻机具、钻进工艺及浅钻施工方案。
4.2.3 根据服务对象及调查任务要求，应设计除矿产地球化学调查基本图件外的其他相关专题图件，
如覆盖厚度变化等值线图、第四系三维结构略图等。
4.3 工作程序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一般应遵循资料收集和预研究、野外踏勘和浅钻钻进工艺方法试验、设计编写、
野外施工、资料整理和野外验收、综合研究和成果编审、资料提交等工作程序。每个工作程序中的质量
管理按照DZ/T 0011、DZ/T 0167执行。
5 技术设计
5.1 设计编写前的准备工作
5.1.1 设计依据
应由项目承担单位依据相关标准、任务书或委托方合同要求编写设计。
5.1.2 资料收集
编写地球化学浅钻测量技术设计前，应根据工作任务目标要求，收集下列资料：
a) 测区及其相邻区覆盖层分布范围、性质、类型、覆盖厚度变化、地下水分布及埋深、物探、化
探工作情况、各类地质矿产工作程度及资料；
b) 地理、地貌、水文、交通、人文等资料；
c) 测区工作用地形图和/或遥感影像图。
5.1.3 野外踏勘
编写地球化学浅钻测量设计前，应对测区进行现场踏勘，提出测区切实可行的地球化学浅钻勘查工
作方法技术和工作方案，进行必要的浅钻取样方法技术试验。踏勘内容包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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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了解第四系覆盖疏松层分布范围、特点及厚度，初步划分不同覆盖结构层厚度分布范围，进行
次级景观分区；
b) 选择典型地段进行浅钻取样试验，初步了解残积物质的空间分布，确定取样物质，了解土壤垂
向分层及其发育情况，弥补已有收集资料的不足，确定具体的浅钻取样工艺及其方法技术，为设计提供
依据；
c) 考察测区交通、工作条件等。
5.2 设计书主要内容
设计书编写提纲，参见附录 A。
5.3 设计书审查
设计书应提交项目任务下达方主管部门审查，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执行。设计书未经批准，不得
施工。当设计内容需要变更时，需经任务下达方同意，方可变更设计。设计更改获批后方可实施。
6 野外工作
6.1 样点布设
6.1.1 样点布设原则
采样点位布设应遵循如下原则：
a) 均匀性：网格化方式布设的采样点位，样点与样点之间应保持较固定的距离，使采样点基本均
匀分布，且不出现连续三个空白采样单元；
b) 合理性：采样点位应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部位，一般平原、盆地或荒漠戈壁等平坦地区布设
在采样网格的中间部位，低山丘陵区布设在残坡积物易于汇集的部位。样点间距、疏密合理，应保证每
个采样单元都有样点分布；
c) 避开污染源：采样点应避开可能存在污染的村庄、工厂、矿区、公路及外来堆积物等污染源区。
6.1.2 采样密度
6.1.2.1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基本测网与布孔密度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不同工作比例尺基本测网与采样布孔密度，可参照表1执行。
表 1 浅覆盖区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采样密度范围与测网布设
工作性质

比例尺

采样密度范围
孔/ km2

区域调查

1∶250 000

1~2

普查

详查

1∶50 000

1∶10 000

4 ~ 16

50 ~ 100

参考测量网
m×m

采样孔个数
个/ km2

1 000 ×1 000

1

1 000 ×500

2

500 × 500

4

500 × 250

8

500 × 200

10

250 × 250

16

200 × 100

50

200 × 50

100

100 × 100

100
3

DZ/T XXXX—XXXX

通常采样点的布设密度为该级评价比例尺的基本采样密度，但当测区覆盖层断续分布时，采样点位
布设应执行相应比例尺地球化学勘查规范要求。
6.1.2.2 1∶250 000 区域地球化学浅钻调查
6.1.2.2.1 测区基本上为松散堆积物所形成的疏松层覆盖时，采样介质为下伏残积层土壤、基岩顶面
岩石，可参照表 1 进行浅钻采样孔位布设。
6.1.2.2.2 测区出现 1/3 及以上面积为基岩出露且连续成片分布时，该基岩出露区采样方法按照 DZ/T
0167 要求执行。
6.1.2.2.3 测区基岩出露区很少且呈零星不连续分布时，其样点布设、采样粒级等按照 DZ/T 0145 要
求执行。
6.1.2.3 1∶50 000 地球化学浅钻普查
6.1.2.3.1 测区基本上完全被松散堆积物所覆盖时，采样介质为下伏残积层土壤、基岩顶面岩石，可
参照表 1 进行采样孔位布设。
6.1.2.3.2 测区出现 1/3 及以上面积为基岩出露且连续成片分布时，该基岩出露区采样方法按照 DZ/T
0011 要求执行。
6.1.2.3.3 测区基岩出露区很少且呈零星不连续分布时，其样点布设、采样粒级等按照 DZ/T 0011 要
求执行。
6.1.2.4 1∶10 000 地球化学浅钻详查
可参照表 1 按规则网布设采样孔位，采样密度 50 个~100 个孔/ km2，测线方向应尽量垂直测区主要
构造线方向或成矿地质体走向布设。
6.2

定点与记录

6.2.1 定点
地球化学浅钻区域调查、普查和详查野外定点及“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坐标校验方法如下：
a）区域地球化学浅钻调查、普查工作：使用手持式“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结合地形图定点，定点
偏差小于 10m；
b）地球化学浅钻详查工作：应选择差分“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或类似测量仪器进行采样点布设。
剖面性工作，可在两端打入木桩，大于 1km 剖面每 5 点插 1 木桩；面积性工作，应布设基线和在测区
四角设立固定标志，采样点间使用差分“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确定点位。定点精度在同工作比例尺地形
图上定点偏差小于 1mm；
c）野外使用手持式“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仪器参数设置、坐标校验方法及范例格式，具体参见
附录 B 表 B.1 和表 B.2。
6.2.2 标志
地球化学浅钻区域调查、普查和详查采样孔终孔后应保留明显的封孔标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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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区域地球化学浅钻调查、普查中，每个采样孔应留有明显的、易于长时间保留的封孔标志。
b) 地球化学浅钻详查阶段，可适当减少封孔标志点；在测线起止点和基线点上应有明显的、易于
长时间保留的封孔标志，其他采样孔可每间隔 5 个孔保留 1 个封孔标志。
6.2.3 野外观测记录
6.2.3.1 浅钻施工记录
观测记录内容要求完整齐全，繁简适度，重点突出，针对性强。主要包括：钻机具和钻进工艺主要
参数、钻孔定位、进尺、回次、采取率、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岩（土）心分层签、钻孔结构、封孔处置
方式等。详细记录内容及分属填报表格分述如下：
a) 每个钻孔施工前及过程中应完整观测记录孔位坐标、钻机类型、钻杆钻具长度、钻压、转速、
泵量、钻头规格、钻进工艺、回次、进尺、岩（土）心长度、采取率、钻遇地层等情况，并准确填写浅
钻施工原始班报表（见附录 C 表 C.1）；
b) 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的目的是在钻进过程中及时发现含水层。浅覆盖区浅钻施工发现含水层
是判断地下潜水面位置的重要依据，观测项目包括：地下水初见水位、稳定水位和漏失位置等地下水体
深度变化情况，准确记录于附录 C 表 C.1 中；
c) 岩（土）心分层签是分层界线的重要指示标志，应在依井深顺序排放的岩（土）心箱中准确插
入，以便钻孔原始地质观察描述和地质地球化学样品采集。分层签内容包括：工区名称、孔号、层号、
层位、岩（土）心名称、起止回次、岩（土）心长、孔深等，具体见附录 C 表 C.2。层位划分与定名依
据，可参见附录 D 中各表；
d) 浅钻施工过程中如发生钻孔结构（孔径、孔深、套管长度等）变化、孔深误差较大需要校正、
钻孔弯曲度需要测量等情况，则执行 DZ/T 0227 要求填写相关记录表格，同时在附录 E 表 E.4 中予以简
述记录；
e) 浅钻施工终孔后需进行封孔处置，视现场具体情况由钻探机长或班长做出封孔处置意见措施，
并在附录 E 表 E.4 中记录封孔采取的方式方法。
6.2.3.2 钻孔原始地质记录
钻孔原始地质观察描述应做到翔实有据，尤其对第四系结构组成、覆盖层厚度变化、覆盖结构层界
线及地质地球化学样品采集部位等的描述记录需准确详细。
钻孔原始地质记录内容包括：层号、回次号、分层孔深、岩（土）心采取率、柱状图（比例尺一般
为 1∶100 或 1∶500）和观测结果等，具体见附录 C 表 C.3。其中，分层孔深是指依钻进孔深顺序自地
表覆盖层至基岩各疏松层的深度；
在地质观测描述中应准确记录所处层位的名称、主要成分、结构构造、
物理性状等，名称如砂质粘土层、风成细粉砂层、冲积砾石层、残积层、风化基岩等。
6.2.3.3 样品采集记录
应完整描述每件样品的颜色、性状、结构构造、蚀变、矿化等特征，记录样品编号、类别、位置，
并准确填列于附录 C 表 C.3 中。样品类别是指该样品的采集目的、用途，可分为基础地质（光薄片、标
本、同位素、孢粉等）
、生态环境、地球化学勘查（残积土、岩石）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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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4 影像记录
施工全程关键节点的影像记录是工作质量和质量检查的原始资料保障源。影像记录内容包括：编号、
拍摄时间、地点、形式（照片或视频）
、对象及拍摄意义简述等，具体见附录 C 表 C.4。
6.3 浅钻机具和钻进工艺选择
6.3.1 浅钻类型与钻探方法
常用浅层取样钻探设备见表2，主要钻探工艺方法见表3。
表 2 常用机动浅钻机具类型
序
号

类型

钻进深度
m

1

便携式取
样钻机

2

主要技术参数
钻进工艺

适用条件

≤30

单管金刚石钻进、螺旋钻
进。

≤2.5

≤30

冲击回转

50

≤15

≤250

金刚石、硬质合金、螺旋
钻进、绳索取心钻进。

适用于交通不便，基岩出露、半
出露及覆盖层＜5m 的地区。
适用于 5m 以内的土层、沙层取
样，也可采取少量风化程度较高
的岩样。
适用于交通不便、取水方便地区
的钻进取样或成孔。

50~100

＞15

-

空气正反循环钻进、螺旋
钻进以及冲击回转钻进。

适用于交通便利、干旱缺水地
区。

发动机功率
kw

整机重量
kg

5

≤2.5

便携式取
样钻机

5

3

轻便取样
钻机

4

车载
钻机

表 3 机动浅钻取样钻探工艺方法
序号

取样钻探工艺方法

循环介质

适用地层

清水、泥浆
或泡沫
清水、泥浆
或泡沫

中硬以上岩层，孕镶金刚石钻头适用于 5 级～12 级岩层；天然表
镶金刚石钻头适用于 4 级～10 级岩层。
可钻进级别1级～7级岩石（软岩层及中硬岩层）。即可钻进1级～4
级软的沉积岩及5级～7级中硬的及部分8级岩浆岩和变质岩。
中硬以上岩石层或干燥、胶结的卵石、漂石层。
在坚硬弱含水且水位很深的岩层中钻进，可选用低压气动潜孔锤钻
进；在水位浅的坚硬基岩或胶结的卵石、漂石层中钻进时，可用高
压气动潜孔锤钻进。

1

金刚石取心钻探

2

硬质合金取心钻探

3

气动潜孔锤取样钻探

空气

4

空气反循环取样钻探

空气

5

空气潜孔锤跟管取样钻探

空气

6

螺旋取样钻探

无

在干旱、半干旱缺水地区较硬岩层，连续获得颗粒较大、不混样的
地质样品。
在开孔钻遇卵、砾、漂石不稳定地层钻进。安装好护壁管后，再使
用其它钻进方法。
不含水和微含水的各种松软地层。

6.3.2 钻进取样工艺选择原则
应按照测区地球化学景观特征和第四系疏松层覆盖类型与发育特点以及踏勘结果，选择适宜的机动
浅钻机具和相应的钻进取样工艺，同时应做相应预钻进施工方案；钻进取样工艺方法的选择，应以不对
样品造成污染为主要原则。水源充足覆盖物质较简单的地区，可选择清水或泥浆循环钻进。缺水地区，
可选择空气循环钻进为主的工艺方法组合。
6.3.3 钻机与工艺选择
根据不同景观区覆盖层厚度、结构特点和测区通行条件，选择适宜的浅钻机具和钻探取样工艺。
a) 新疆东天山及准噶尔盆地周边、甘肃北山、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和呼伦贝尔市西部等干旱荒漠
戈壁残山景观浅覆盖区可选择车载空气反循环冲击取样钻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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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内蒙古中东部大兴安岭中南段晋、冀和辽西半干旱中低山草原景观区，选择车载空气反循环冲
击取样钻机，或轻便绳索取心钻机具。
c) 青藏高原干旱半干旱高寒低山丘陵景观区，选择车载空气反循环冲击取样钻机，局部地下水位
高的区域可选择轻便绳索取心钻机。
d) 青藏高原湿润半湿润高寒山区景观区、高寒湖沼丘陵景观区；湿润半湿润中低山景观区、热带
雨林景观区的浅覆盖区；川西北高寒草甸景观区以及森林沼泽景观区可选择轻便绳索取心钻机。
e) 内地湿润半湿润中低山丘陵景观区，可选择轻便绳索取心钻机或100m车载岩心钻机。
6.4 样品采集
6.4.1 采集方式
样品采集前应对测区不同区段进行试验性先期钻探，观察覆盖层特点、残坡积层和风化基岩特点，
考察并确定钻具和钻进工艺，应根据不同的任务目标，选择合理的采样部位及采样介质。依工作任务要
求，可开展全孔分层系统采集或针对某几个层位采集地质地球化学样品。
6.4.2 防污染要求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样品采集过程中应防止以下主要因素对样品造成的可能污染：
a) 浅钻采样时，一般干旱荒漠景观区应避免风积物、盐积物混入；森林沼泽区避免有机质、粘土、
砾石及冰碛物混入；
b) 钻进将到达采样部位，应提前采取干钻、反循环、跟管钻进或必要护具等取样工艺，避开上部
粘土质、有机质、风积物质和泥浆等对样品的混入干扰；
c) 采集残坡积土样品时，若为干样，现场使用10目不锈钢或尼龙筛过筛后，将筛下分析用样品装
入预先用防水记号笔标明样品编号的无污染布袋内；样品过湿时可加套塑料袋以防相互沾污，回到驻地
后及时晾晒，干燥后过10目不锈钢或尼龙筛；
d) 基础地质、生态环境及地下水等样品采集防污染要求，参照相应的标准执行。
6.4.3 土壤样品采集
6.4.3.1 采样部位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采集的样品，应反映下伏基岩的真实信息；主要为岩石风化碎屑为主的残积物质。
我国景观区类型多样，残积物类型差异较大，样品采集部位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在土壤不发育、土壤层不明显的干旱荒漠戈壁残山、半干旱中低山草原、高寒湖沼丘陵、干旱
半干旱高寒山区等景观区，采样部位应为基岩上部含有棱角或半棱角状岩石碎屑的土层；
b) 在土壤发育和较发育的森林沼泽、湿润半湿润中低山、热带雨林、高寒草甸和湿润半湿润高寒
山区等景观区，采样部位应为土壤层底部基岩风化碎屑土层。应注意避开有机质层、粘土层、冲积砾石
层和古冰碛层对样品的混入干扰；
c) 在干旱荒漠戈壁残山和半干旱中低山景观区，采样部位应穿过盐积层、砾石层、冰碛层，在其
下部基岩风化碎石土层取样。应注意盐积物的混入干扰，应区分判别基岩与砾石层、冰碛层的漂砾碎石
的不同岩性特点，避免错误地在砾石岩性复杂区间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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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2 采样物质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土壤样品：应采集能反映原生地质环境和找矿信息的以基岩风化碎屑为主的残积
物，并应同时采集其下部岩石样品（新鲜岩石或风化基岩）。采样时应避开风成砂、淤积软泥、有机质、
盐积物、冲积砾石、泥浆等干扰物的混入。
6.4.3.3 采样粒级
浅钻采集的残积物筛取–10目粒级。
6.4.4 岩石样品采集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岩石样品：应钻进穿过残积层到达基岩面后，至少再钻进50cm，以连续拣块方
式自新鲜或风化基岩采集粗颗粒或岩块形成组合的岩石样品。
6.4.5 其它样品采集
基础地质、生态环境及地下水等样品采集方法及要求，参照相应标准规范执行。
6.4.6 样品重量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采集的残积土和岩石样品重量，按DZ/T 0167、DZ/T 0011和DZ/T 0248中相应的
要求执行。其它类样品重量按相关标准执行。
6.4.7 样品编号
区域地球化学浅钻调查和普查样品编号以1∶50 000图幅为单元，分样品种类进行野外编号。原则
上以1∶50 000图幅1 km2网格为基本采样单元，采样单元编号由左至右自上而下顺序编号。样品号为：
工区拼音代码+图幅编码+采样单元编号+样品类型+顺序号。
地球化学剖面浅钻测量和面积性详查的样品编号为按点线编号，应由点号/线号（剖面号）组成，
并遵循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点线编号递增原则。
6.5 样品管理
6.5.1 样品交接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所采集的样品应按规定与样品接收管理人员进行交接。
a) 钻孔终孔后，采样人员应完成所采集样品的清点、核对工作，誊写送样清单。
b) 应于当天按完工钻孔顺序分类整理好样品，收工回到驻地后及时交接。
c) 样品管理接收人员应对照交样人提供的送样单，检查核对样品编号是否正确、样品及样袋是否
完整、样品重量是否合格等，并填写“样品交接登记表”（具体参见附录E表E.3）经接交双方签字认可，
完成样品交接。如发现样品有不合格或其它问题时，应拒收样品并退回交样人自检复查，无误后再进行
接交登记。
6.5.2 样品加工
土壤样品在过筛前对结块样品应轻揉或用木棒敲打至碎，然后进行充分筛分。每个样品重量筛后应
不少于 300g。
岩石样品应采取拣块的方式，每个样品重量应不少于 3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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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加工样品编号
样品经加工后应在野外编号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编号，区域地球化学浅钻调查和普查样品以 1∶50
000 地形图幅千米网格为基本单元由左至右，由上至下顺序编号。每 50 件样品应留 4 个空白号，做为
实验室插入监控样使用。
6.5.4 样品缩分、装箱与送分析
不同类型的地球化学浅钻测量样品装箱、送分析及副样的保存应按相关规范要求执行。
a) 过筛后样品用缩分法缩分成 2 份，经包装分别装箱后，附样品清单和分箱样品清单，填写送样
清单，一份样品送实验室进行样品分析；另一份样品作为副样，并按相关规范对副样的要求执行。
b) 区域地球化学浅钻调查的样品保存与送分析，按照 DZ/T 0167 相关要求执行。地球化学浅钻普
查和详查的样品保存与送分析参照 DZ/T 0011 执行。
c) 基岩样品分成 2 份，包装、填写送样单，一份送交实验室岩矿鉴定，并进行上述样品分析；另
一份与土壤样品同作副样，并按照 DZ/T 0167 或 DZ/T 0011 对副样的相关要求执行。
6.5.5 样品标识
过筛后的样品装牛皮纸袋或装瓶后，牛皮纸袋或瓶身应标明样号、1∶50 000 图幅号（或地区号）
，
同时填写卡片放入袋或瓶内。瓶（袋）上的样号标识等应能长期保存，不应被轻易擦掉或自行脱落，牛
皮纸袋需外套密封袋。
6.6 工作质量要求
6.6.1 浅钻施工
浅钻施工全程应遵循如下工作质量要求。
a) 岩（土）心采取率：对设计要求的采样目标层岩（土）心采取率应达到 80%。非目标层可不作
要求。
b) 孔深校正、钻孔弯曲度：浅钻施工对象为覆盖厚度小于 100m 主要由疏松堆积物组成的浅覆盖
区，一般不易发生钻孔弯曲及较大孔深误差。如钻遇特殊地层出现钻孔弯曲、孔深误差大于 5%及测量
间距需调整时，参照 DZ/T 0227 有关要求执行。
c) 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要求每钻进一回次，都必须进行一次简易水文地质观测。
d) 封孔：浅钻施工达到设计要求终孔后，应综合考虑施工情况、地质水文、生态环境等多方因素，
由钻探、
地质人员共同制定封孔方案，主要考量采用全孔封孔或部分封孔、使用何种封孔材料和工艺等，
并应全程参与。
6.6.2 观测记录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野外观测内容及记录方式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a) 附录 C 表 C.1、C.4 可以使用 2H 或 3H 标准铅笔或防水墨笔填写，
表 C.2 只能使用防水墨笔填写，
表 C.3 应使用 2H 或 3H 标准铅笔填写。
b) 原始班报表（附录 C 表 C.1）要求观测内容齐全、数据真实准确、字迹清晰可辨；地球化学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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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测量野外记录卡（附录 C 表 C.3）要求字迹工整清晰，不得重抄、转抄或涂擦改，记录有误时，只能
划改。
c) 影像记录要求：
1) 施工场地及周边环境的拍摄，要求有远景、近景能够反映地形地貌和亚景观特点；
2) 浅钻施工和样品采集过程关键环节的拍摄，要求提供静态（照片）如钻机具、钻杆、钻头等
工具材料设备和动态（视频）如开孔、终孔、封孔及采样过程等的影像记录；
3) 岩（土）心检查整理后，应按岩（土）心箱排放顺序逐一进行拍照，以备原始资料存档检查。
d) 钻孔原始地质观测记录、地质地球化学采样工作，应随钻孔施工的进度及时进行，观测记录和
采样地点必须在钻探施工现场。
6.6.3 野外采样
地球化学浅钻调查、普查野外采样，对测区1/3及以上面积为基岩出露且连续成片分布区域，采取
重复采样的野外质量监控方法，具体要求按照 DZ/T 0167执行。应按照不低于0.5%的比例抽检复检测区
浅钻取样钻孔，对浅钻采样野外质量实施监控。
6.6.4 岩（土）心保存
浅钻施工采取的岩（土）心应按如下方法保存。
a) 对获取的岩（土）心经过整理、按先后顺序依次摆放在岩（土）心箱中，回次标签（隔板）填
写正确，清楚放在回次岩（土）心的末尾，岩（土）心箱外侧应用油漆写明矿区名称、孔号、起止孔深、
箱号。
b) 每孔按钻进回次全孔采取岩心（固块或粉末）置于岩（土）心箱中，便于现场地质观察描述和
地质地球化学取样。
c) 对全孔岩（土）心拍照，按顺序编号留存，以备待查。
d) 按工作区施工钻孔总数的3%保存全孔岩（土）心（固块或粉末），并按岩（土）心存放规则妥
善保管岩（土）心箱，以备野外工作结束后项目主管单位进行检查验收。
6.6.5 采样孔位变更
采样时，因地形地貌或通行及覆盖条件的限制或其他原因不能到达设计采样点位、或因设计样点不
能采集到合格样品、或设计点位不合理、或实际钻进过程发生塌孔、埋孔及缩径卡钻等无法完成钻探取
样时，可以变更采样孔位；并应填写专门的地球化学浅钻采样孔位变更登记表（附录 E 表 E.2），做采
样孔位变更登记，并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
6.6.6 其它要求
6.6.6.1 施工过程中应注意防止岩（土）心颠倒、混乱和交叉污染。
针对不同钻进取心工艺及样品性状提出以下应注意的事项：
a) 对轻便绳索取心钻机，取心正确操作方式为：当岩心管提出井口并卸去钻头后，应将岩心管口
对准事先预备好的长形槽子的一端，让岩（土）心慢慢从岩心管口滑入槽中，随着岩（土）心逐渐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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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心管口同时向长形槽另一端移动，直至岩（土）心从岩心管内完全滑出。此时岩（土）心的顺序是，
先滑出岩心管者为下部岩（土）心、最后滑出者为回次顶部岩（土）心；
b) 岩（土）心呈碎块甚至呈粉状时，采心时更应小心，严防一倾而下，必要时可用手捂住岩心管
口，在移动岩心管同时，慢慢松手让岩粉、碎屑依次慢慢滑入槽内；
c) 对空气正循环冲击取样钻机，应防止孔壁携带造成样品玷污混样，钻进将达采样目的层时，应
及时采取下套管护壁或采用反循环取样工艺确保样品清洁。空气冲击取样钻岩（土）心的排列顺序是，
先吹出者为回次顶部岩（土）心，后吹出者为下部岩（土）心。
6.6.6.2 钻孔施工全过程中，地质记录人员在检查回次岩（土）心长度的同时，都应计算回次采取率，
如果回次采取率未达到设计要求，应向施工人员反映，采取补救措施。
6.6.6.3 地质观测记录人员应经常查阅施工原始班报表，对需要修正的数据如回次岩（土）心长度、
回次井深的修正等，是否与地质记录所用数据一致。
7 概略性基础地质与生态环境调查
7.1 调查目的
区域地球化学浅钻调查和普查阶段，应充分利用浅钻对覆盖层的揭露，开展第四纪岩性、结构、组
成和厚度、下伏基岩性质等概略性地质调查，尽可能揭示第四系三维地质结构，实现简明第四纪区域地
质填图。概略性调查不细分填图单元、不作具体精度要求，可根据工作任务要求参照相关地质调查技术
标准，确定测量范围和成图表达方式等。
区域地球化学浅钻调查和普查阶段，应选择具典型代表性钻孔作为标准控制孔，开展全孔分层系统
地质观察描述及不同疏松层土壤、浅层地下水和基岩样品的采集，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必要的地质、水文
和地球化学的相关测试分析，构建以标准控制孔为基本格架涵盖基础地质、生态环境及地球化学作用的
多层次三维模型评价系统。
7.2 标准控制孔的建立
在区域地球化学浅钻调查和普查阶段应按以下要求建立标准控制孔。
a) 标准控制孔建立的目的是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揭示所控区域疏松覆盖物、浅层地下水、岩石等的
分布状况，开展标准控制孔间地质、生态、地球化学的系统对比研究。
b) 选择分布均匀并能最大限度控制测区覆盖层特点的钻孔作为标准控制孔，应按图幅或工作区施
工钻孔总数的 2~3%确定标准控制孔的数量。
c) 浅钻施工中如发现亚景观、地貌类型、疏松层结构性质、浅层地下水分布、下伏基岩岩性等发
生改变时，应将该钻孔增设为标准控制孔。
7.3 第四系结构组成
第四系结构组成的主要调查内容包括：
a) 观察描述覆盖沉积物基本色及是否夹色斑、色带，注意区分原生色和次生色；
b) 调查覆盖层的岩性成分、成因类型、结构构造等。岩性成分指粒径（粒度特征、分选性和粒级
组成等）、粒态（磨圆度和颗粒形态）、胶结物类型和固结程度等；成因类型指风积、冲积、冲洪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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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积、坡积、残积等；结构构造指覆盖物的层序变化分布和可能观察到的沉积构造如各种层理、波痕、
生物骨架构造、生物扰动构造、植物根迹等，参见附录 D；
c) 详细观察描述砾石层并注意与残积层的区别，描述砾石的岩性成分、砾径、砾态(球度和磨圆度)、
表面特征、充填或胶结方式等，参见附录 D 表 D.2；
d) 详细观察记录覆盖物的厚度、结构层序的深度变化范围。
7.4 浅层地下水分布状况
浅层地下水的调查方法、观测内容可按如下要求开展。
a) 通过每个施工钻孔的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判定浅层地下水的初见水位、稳定水位和漏失位置，
以确定工作区浅层地下水的分布状况、层位厚度等。
b) 调查整理每个钻孔的水文地质观测记录，确定浅层地下水的赋存部位、产出性质（浅层地下水
或土壤间隙水）及水文地质概况等。
c) 以标准控制孔为基本格架，结合每个钻孔水文地质观测结果，对工作区浅层地下水分布状况、
污染情况等做出简易水文地质地球化学评价及绘制相应图件。
7.5 下伏基岩概查
下伏基岩概略性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a) 每个施工钻孔应至少钻进深入基岩50cm，对岩心进行地质描述；
b) 应调查基岩顶面的深度、岩石组成、结构和构造等；
c) 观察描述第四系与下伏岩系的接触关系；
d) 标准控制孔应采集基岩岩石样品，进行岩矿鉴定分析。
7.6 地质地球化学综合评价
开展地质地球化学综合评价工作前，应按以下要求完成样品采集及测试分析。
a) 对每个标准控制孔开展自地表至基岩的系统全孔地质地球化学样品采集，应按土壤、浅层地下
水和基岩等分层系统地采集地质地球化学样品。
b) 按疏松覆盖层土壤层位分层采集地球化学样品，不允许跨层。当单层厚度>1m时，可按100cm、
50cm或30cm的等间距分割方式适当增设采样点数。
c) 采集浅层地下水样品，按相关测试分析要求现场酸化保质处理，依工作需要及时进行水质检测
或水化学分析。
d) 采集基岩岩石地球化学样品。
e) 结合全孔地质观察描述，构建以标准控制孔为格架反映测区自地表至基岩体系的地质矿产、生
态环境的地质地球化学综合评价模型。
7.7 图件类型
应编制钻孔综合柱状图、覆盖层等厚度图、基岩地质草图、第四系三维结构草图、浅层地下水分布
图、地质地球化学三维立体图及可能的土地污染分布、地质灾害分布、深部矿产资源预测等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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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野外工作质量检查验收
8.1 质量检查
8.1.1 检查方式
采取以野外施工现场为主结合室内资料检查的方式，实行由钻探机长、地质员和化探人员组成的施
工班组自查、项目负责人野外检查和项目主管单位检查验收的制度。各级分工检查职责包括：
a) 施工班组应对每个钻孔进行开工前检查、施工过程的跟踪检查及终孔后对各观测记录采集的样
品进行现场检查复查；
b) 野外负责人应对每个施工钻孔进行现场检查，对钻孔施工观测原始记录及所采样品进行检查；
c) 野外工作量完成 80%以上时，项目负责人应向项目主管单位提出申请，由项目主管单位组织专
家对野外现场施工及原始资料进行检查验收。
8.1.2 检查内容
8.1.2.1 基本要求
野外和室内各工作环节质量检查内容的基本要求如下。
a) 应对浅钻施工全程及钻孔质量等各工作环节进行自查；项目负责人对野外已完成工作量的检查
率应大于10%；项目主管单位野外检查工作量应不低于全部施工钻孔数的3%，室内检查工作量应不低
于总工作量的5%且包含6.6.3。
b) 野外施工现场检查主要包括：浅钻机具、工艺材料、岩心箱和岩（土）心的摆放、分层、原始
班报表、钻孔质量记录、采样部位、岩土定名、地质观察记录及样品描述、钻孔柱状图、影像及文字记
录与实物的吻合性等；室内原始资料检查主要包括：定点记录、原始班报表、记录卡、图、影像及各类
原始记录表、样品加工管理等。各类质量检查表，具体参见附录 E。
8.1.2.2 浅钻施工
浅钻施工前与钻进取心全过程应做好以下质量检查工作。
a) 钻孔施工前施工班组应自查所用各类工具、材料、标签、表格等是否齐全。
b) 施工过程中应及时填写和复核原始班报表，应详细检查浅钻施工班报表（附录 C 表 C.1）记录
的内容，如回次进尺、孔深、有关水文观测资料等是否齐全、无误。
c) 施工班组自查岩心箱是否依孔深顺序排放、岩（土）心是否倒置混乱、分层标签标示数据是否
准确等。
8.1.2.3 地质观测记录
浅钻施工取心过程中对地质、水文的观测记录应做到：
a) 自查岩（土）心分层的准确合理性，采取率、地质观察描述、钻孔柱状图和影像记录的准确、
完整性；
b) 简易水文地质观测记录数据的准确、完整性；
c) 文字记录、观测数据和实物三者的吻合性。
8.1.2.4 地质地球化学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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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以下要求核查地质地球化学样品的采集部位、定名及记录等。
a) 应自行检查分层、采样部位及定名的准确性，样品与记录表述是否一致。
b) 应检查核对野外记录卡的完整性、样品编号、卡与样品对应性、样品数与记录数、样品袋编号、
定点、标识等。
c) 若需采集地质标本、岩矿鉴定或其它研究目的的样品，则可在附录 E 表 E.1中增减列示条目，
并进行日常质量检查登记。
8.1.2.5 钻孔
钻孔质量指标主要包括：岩（土）心采取率、钻孔弯曲度与测量间距、简易水文观测、孔深误差测
量与校正、原始报表和封孔等，应在浅钻钻孔施工过程中和终孔封孔后及时检查校核上述指标，作出简
要评述记录于附录 E 表 E.4 中。
a) 评述孔深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目标层岩心采取率是否达标、施工中钻孔结构变化情况、原始报
表（班报表、分层标签及其它）是否准确齐全、封孔处置方式方法是否恰当合理。
b) 评述是否进行了孔深误差校正、弯曲度测量，采用的校正测量方法及处置结果等。
c) 评述是否按要求进行了简易水文地质观测，记录内容是否准确无误。
8.2 野外验收
8.2.1 钻孔质量验收
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每个施工钻孔进行野外现场质量检查验收，作出验收意见记录
于附录 E 表 E.4中。本条也适用于项目主管单位组织的质量检查验收。
a) 对8.1.2.2中各原始记录（班报表、分层签等）和8.1.2.5中质量检查内容，作出合格或不合格
的质量评定，记录于附录 E 表 E.4中。
b) 综合质量检查结果对钻孔质量作出合格或不合格（报废）的等级评价（附录 E 表 E.4），对孔
深、岩（土）心采取率等主要指标未达到要求的不合格钻孔，应在验收意见中给出处理结果。
c) 在附录 E 表 E.4中填写验收意见，主要包括：综合评价、质量评定、钻孔质量等级、整改建议
及处理意见等。
8.2.2 野外工作质量验收
由项目主管单位组织专家对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野外工作进行全面质量检查验收，提出验收意见，给
予等级评定。质量检查验收科目参见附录 E 表 E.5，主要检查评定内容包括：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定点质
量、浅钻施工与钻孔质量、地质观察描述与钻孔柱状图、地质地球化学样品采集与过程记录、样品加工
与管理、其它原始数据、图表、影像记录等。
9 地球化学样品分析及质量监控
9.1 样品接收及加工
9.1.1 样品接收
实验室样品管理人员负责分析样品的验收、加工、检查和保管。样品送交实验室时，应办理样品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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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续，要求见 DZ/T 0130。当样品出现如下问题时，样品管理人员可拒收：
a) 样品有破损，且相互间已混合；
b) 样品编号出现混乱，与送样单不符；
c) 出现缺样或多样。
9.1.2 样品加工
9.1.2.1 土壤样
9.1.2.1.1 分析样品加工前应在＜50℃恒温干燥箱内充分烘干。经混匀缩分后分取部分样品（根据分析
测试项目要求所需量）
，采用无污染的磨样机进行细碎加工，多余样品留作原始副样。为防止样品污染，
工作场所应与加工其它地质矿产样品严格隔离。每加工完一个样品，均需彻底清洗所有机具。玛瑙罐、
玛瑙球等须用水清洗、烘干（或风干）
，刚玉罐、刚玉球等须用草酸浸洗，立式、卧式刚玉质磨盘粉碎
机须用石英砂或待加工样品磨洗，方可进行下一个样品加工。
9.1.2.1.2 加工粒径及质量要求。分析样品（以后均称样品）加工粒度要求达到–0.074mm（小于200目
筛，不需过筛，用手感检查）。为保证加工粒度要求，质量检查人员应每天在已加工好的样品中随机抽
取一定数量的样品（3%～5%），从中分出5g 样品，用200目筛进行过筛检查，不合格者全部返工重新破
碎。
9.1.2.1.3 损耗率控制。损耗率按公式（1）计算：
损耗率=

样品总质量  破碎后样品质量
样品总质量

 100%

…………………（1）

样品加工全程损耗率应不超过 5%。
9.1.2.1.4 缩分误差控制。缩分误差按公式（2）计算：
缩分误差=

计算缩分后的质量  实际缩分后的质量
计算缩分后的质量

 100%

…………………（2）

缩分误差应不超过 3%。
9.1.2.2 基岩样
分析用基岩样品的加工要求同 9.1.2.1。但细碎之前应先用无污染的粗、中破碎机破碎至 1~2mm 粒
度，再用无污染细碎机加工。
岩矿鉴定的基岩样品加工要求按照 DZ/T 0130 的规定执行。
9.2 样品分析元素的选择
9.2.1 测试元素选择
1∶250 000、
1∶50 000 和 1∶10 000 地球化学浅钻勘查样品中分析测试元素的选择应遵照 DZ/T 0011、
DZ/T 0167 和 DZ/T 0248 相关要求执行。
9.2.2 分析方案选择
应主要依据工作任务目标、兼顾分析效率成本等统筹确定样品分析方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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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元素分析方案时，应根据测区矿化指示元素组合特征及含量水平，优先选择分析方法质量
参数好、效率高、成本低以及兼顾同一分析流程可同时测定多种元素的原则，合理优化分析配套方案。
b) 如工作任务需要岩矿鉴定、同位素测年、电子探针、古生物化石等鉴定分析测试，则测试鉴定
方案和质量按照 DZ/T 0130 的规定执行。
9.3 分析质量监控
9.3.1 内部质量控制
样品分析的内部质量控制适用于所有工作比例尺。每批样品分析过程中应进行检出限、报出率、准
确度、精密度的控制，内部质量控制可参照 DZ/T 0011 和 DZ/T 0167 执行。
9.3.2 外部质量控制
1∶250 000 和 1∶50 000 测量的样品分析实行外部监控质量方案。外部质量控制包括：外部监控
样各元素合格率控制、外部监控样各元素标准值与测量值相关系数控制、外部监控样各元素标准值与测
量值的双样本方差检验（F 检验）
，外部监控样的虚拟与实测地球化学图控制和所测样品元素地球化学
图控制。
9.4 分析质量评估
9.4.1 内部监控评估
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及质量评估是对每一分析批次、每人、每天分析质量按控制界限要求，所进行
的实时控制，以判断分析人员的素质、环境、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是否处于正常运行及受控状态等。
9.4.2 外部监控评估
实验室外部质量控制及质量评估是送样单位即用户对实验室所报出的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可利用性
是否达到合同或协议规定的要求，是否符合有关规程、规范的要求进行的评估。
9.4.3 评估报告内容
样品分析工作结束后，实验室必须及时地对最终报出的样品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和合理性进行全面的、
综合的质量评估，并提交质量评估报告。
10 数据整理与图件编制
10.1 数据资料整理
10.1.1 钻孔原始地质资料
浅钻施工钻孔原始资料的检查整理主要包括：
a) 检查整理浅钻钻孔原始地质记录，核对文字描述、观测数据与样品/标本的一致性等；
b) 检查整理浅钻钻孔施工资料，包括钻孔结构、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封孔等；
c) 检查整理岩矿鉴定、浅层地下水分析和孔位坐标等测试/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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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地球化学浅钻样品分析数据
对分析数据进行核对和整理，核实样品编号与点位坐标的正确性。对所获取的分析数据均应按全区
和子区（如地质单元）进行基本地球化学参数统计。基本地球化学参数统计包括样本数(N)、算术平均
值(X)、几何平均值(Xg)、中位数（Me）、标准离差(So)、变异系数(CV)、循环剔除平均值加减3倍标准
离差后的算术平均值(X)、几何平均值(Xg)、标准离差(So)和异常下限（T）等。
10.2 数据资料管理
10.2.1 管理方式
数据资料的管理方式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应按项目主管单位的管理办法、格式要求等，进行数据资料的分类处理；
b) 应采用通用的标准软件，最大限度实现数据资料的电子数字化入库管理；
c) 应按手工纸介质和电子数字化分类建档入库的管理方式，管理原始数据资料。
10.2.2 数字化格式
数据资料的数字化录入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应根据野外钻孔地质观察描述将有关编图资料定位录入计算机，按制作钻孔柱状图格式，综合
编制钻孔柱状图；
b)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应以原始观察记录信息、原始采样信息、基础图件和原始分析数据为数据源
建立数字图库；
c) 资料数据的数字化工作，执行中国地质调查局修订的《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技术要求》
，及其
它相关标准；
d)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分析数据处理可采用通用的数据库系统或与其可交换格式的软件。
10.2.3 数字图库内容
建立数字图库主要涵盖以下内容：
a) 野外调查资料：野外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包括采样孔位坐标数据、钻孔原始地质水文观测记录、
各类采样记录信息、影像资料、质检记录等；
b) 分析数据：岩矿鉴定、粒度分析、水质检测、地球化学浅钻面积性和剖面性测量实验室分析结
果、分析质量评估数据等原始文件和经过整理后带有点位坐标的数据；
c) 图形数据：野外调查工作实际材料图件，包括采样孔位图、钻孔柱状图、覆盖层等厚度图、浅
层地下水分布图、第四系三维结构略图、基岩地质简图和化探成果图件等。
10.3 成果图件表达
成果图件主要包括地球化学浅钻测量和概略性区域地质生态环境调查两大类。
a) 地球化学浅钻区域调查、普查及详查中的地球化学测量成果图件包括：单元素地球化学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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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图、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图和各类推断解释图件等。具体要求详见 DZ/T 0011、DZ/T
0145、DZ/T 0167、DZ/T 0248。
b) 概略性区域地质生态环境调查成果图件包括：钻孔综合柱状图、覆盖层等厚度图、浅层地下水
分布图、基岩地质草图、第四系三维结构草图、地质地球化学三维立体图及可能的土地污染分布、地质
灾害分布、深部矿产资源预测等图件。根据工作需要参照相关技术标准，确定成图表达的精度要求。
11 异常查证与评价
11.1 区域异常查证与评价
区域异常查证的工作方法按照 DZ/T 0167 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异常查证的目的是确定异常的真伪、缩小异常范围、明确异常形成的原因、对异常找矿意义、基础
地质指示意义和生态环境指示意义作出初步评价，提出今后工作建议。
在推断或圈出的异常源存在地段进行综合剖面测量时，为获取更多更可靠的地质找矿和生态环境信
息，应布设钻进深度更大的孔位。
11.2 普查异常查证与评价
普查异常查证的工作方法按照 DZ/T 0011 中的相关规定进行。
异常查证的目的是进一步缩小异常范围、进一步明确异常找矿意义、基础地质指示意义和生态环境
指示意义，圈定出找矿有利地段或生态环境重点关注区，提出今后工作建议。
对查证的异常，必要时应加大浅钻钻孔的钻探深度，对可能有找到大型或超大型矿床远景或生态环
境重大影响的重要异常，应达到异常详细检查的工作程度。
11.3 详查异常的验证与评价
通常采用以钻代槽的方法进行详查异常的验证评价工作。在充分研究异常及异常区地质特征的基础
上，布置验证剖面。剖面须垂直异常长轴方向布设，采样孔距 1~10m；具体孔距依寻找目标的大小与
性状确定，面状目标孔距可以放稀，线状目标孔距则需要加密。
详查异常验证评价的目的是进一步确定浅钻对第四系覆盖层的揭盖效果，结合物探方法调查第四系
与下伏基岩的接触关系，基岩地质体的岩性、结构构造，可能存在的隐伏断层特征等；进一步明确矿致
异常范围、矿化类型、规模及强度等；对异常深部资源潜力作出评价；提出进一步勘探的建议。必要时
可选择部分钻孔进行深部钻探验证。
11.4 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评价
在地球化学浅钻区域调查、普查阶段，应充分利用对标准控制孔的地质地球化学采样分析结果并结
合其它钻孔资料，对工作区生态环境进行地球化学评价。
a) 浅层地下水（地表下 60m 以内的含水层）污染状况评价。以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标准控制
孔水质检测和水化学分析为实测基础，结合收集的以往相关资料，对工作区浅层地下水所处透水层和隔
水层地质结构、水位分布状况、水质污染情况、污染的分布情况等进行调查评价。追踪查证污染源，对
18

DZ/T XXXX—XXXX

污染由点向面、由局部向区域、由浅部向深部的空间演化发展趋势做出地球化学评价。
b) 表层生态环境地球化学综合评价。以标准控制孔采集的地球化学数据为基础，开展：
1) 调查表层土壤中有益营养元素、有毒有害元素等的地球化学分布特征，对表层土壤质量进行
地球化学评价；
2) 调查元素在不同覆盖疏松层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过程，查明土壤中有益有害元素异常的成因及
来源，对土壤污染状况和影响程度进行地球化学评价；
3) 调查自地表至基岩的结构体系中异常元素的迁移转化、赋存状态、分布特征及生态效应等，
对工作区生态环境进行地球化学综合评价。应根据工作任务需要，参照 DZ/T 0295 和 DZ/T 0289 相关要
求，选用具体评价指标、方法。
c) 综合预测。结合概略性区域地质调查揭示的测区环境地质背景，查明元素在土壤、浅层地下水、
岩石间的迁移分布规律，对生态环境、深部资源及可能的地质灾害、地方病等进行地球化学综合预测。
12 报告编写与资料提交
12.1 报告编写
12.1.1 编写要求
在全面整理工作区地质、矿产、化探、物探、遥感、水文等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工作区地
球化学与异常分布特征及异常查证资料，综合研究元素的空间分布规律以及与地质、构造、矿产的关系，
对引起异常的原因进行推断解释，对测区的资源潜力作出评价。对概略性区域地质、生态环境地质地球
化学调查取得的数据资料，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分析，并以地球化学的理论方法对地质背景、
水文及生态环境等，进行地球化学综合评价和预测。
12.1.2 编写提纲
12.1.2.1 前言
前言部分编写应包括：
a) 项目名称、任务来源、任务目标；
b) 完成的工作量；
c) 取得的主要成果；
d) 项目人员组成。
12.1.2.2 工作区概况
内容主要包括工作区自然经济地理、以往地质工作程度及第四系覆盖特点等。
a) 自然地理景观特点、以往地质、化探、物探、遥感、水文、钻探工作简况与评述。
b) 覆盖结构层特点。
c) 社会经济、生态及资源环境概况与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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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3 技术方法与质量评述
应对工作部署、浅钻机具、钻探工艺、采样方法、样品测试分析及数据处理等各主要工作环节采用
的技术方法及其质量作出评述：
a) 工作部署、定点质量；
b) 浅钻机具及钻探工艺、施工过程及钻孔质量评述；
c) 采样方法技术与野外地质、水文、地球化学观测内容及质量评述；
d) 样品测试分析方法及数据质量评述；
e) 数据处理及系列图件编制方法；
f) 异常圈定、筛选、查证及评价方法。
12.1.2.4 第四系三维结构与基岩地质特征
主要依据标准控制孔和各施工钻孔的地质观察描述、简易水文观测、钻孔柱状图及岩矿分析鉴定等，
对工作区第四系三维结构、基岩地质特征进行阐述：
a) 第四系覆盖特点、物质组成与三维地质结构；
b) 浅层地下水分布状况；
c) 基岩地质体特征与岩性变化分布。
12.1.2.5 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特征
对工作调查区获得的各元素分析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图件制作，并依据工作任务目标详述工作
区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特征，主要涵盖以下类别：
a) 各元素参数特征，如平均值、中位数、标准离差、变异系数等；
b) 各元素分布特征，如单元素分布、元素组合分布及元素地球化学分区等；
c) 不同土壤层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特征；
d) 浅层地下水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特征；
e) 基岩与风化壳元素地球化学分布变化特征。
12.1.2.6 异常解释推断、查证与评价
主要依据工作任务目标确定异常查证与评价部分的编写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a) 与矿产资源有关的典型元素地球化学异常的圈定、分类、解释推断、查证与评价；
b) 表层土壤中典型重金属、有益、有害元素地球化学异常的查证与评价；
c) 浅层地下水中污染元素的异常查证与评价；
d) 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其它异常的查证与评价。
12.1.2.7 成果应用与推广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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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取得的基础地质、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主要成果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应用前景，进行综合分
析与评价。
12.1.2.8 结论与建议
总结地球化学浅钻测量主要成果结论，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今后工作建议。
12.1.3 附图附件
附图附件作为成果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涵盖以下几类：
a)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附图：单元素地球化学图及异常图、组合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图、综合地球化
学异常图、找矿远景预测图、异常查证工作报告及其附图等；
b) 可选专题性附图：第四系三维结构图、覆盖层等厚度图、浅层地下水水位及污染分布图、基岩
地质简图、表层土壤环境多指标综合等级图、风化壳分层结构地质地球化学三维图、资源预测与生态环
境评估建议等；
c) 附表、参考文献等。
12.2 资料提交
成果报告完成验收后，应尽快整理相关资料及时提交科技资料管理部门。提交的主要资料包括：
a) 通过评审验收的全套成果报告，包括附件、附图、附表等；
b) 按资料管理部门有关规定要求，提交包括原始资料原件/复制件在内的相应资料。具体可按各省
或全国地质资料馆发布的“原始地质资料汇交明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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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设计书编写提纲
A.1 设计书编写提纲
A.1.1 前言
应包括任务来源、目标任务、工作周期、测区范围、选区依据等。
A.1.2 测区概况
主要包括对测区的交通、自然地理、地貌、覆盖层、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及踏勘成果
进行概述与分析。
a) 交通、自然地理概况及景观区属性。
b) 区域（矿区）地质矿产、地球化学、地球物理、遥感、水文等概况。
c) 测区及外围典型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分析。
d) 覆盖层分布范围、物质来源、物质组成及结构特点（密实度、砂、砾、泥的分布）、成因类型。
A.1.3 工作程度及评述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对其效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述。
a) 地球化学工作程度及效果评述。
b) 地质矿产工作程度及效果评述。
c) 覆盖层调查情况与成果评述。
d) 影响地球化学浅钻测量工作效果的因素分析。
A.1.4 工作部署
基本原则按照地球化学浅钻区域调查、普查、详查的不同工作阶段，结合工作区覆盖程度及景观
条件，进行工作部署。
a) 1∶250 000 地球化学浅钻区域调查，工作区为第四系完全覆盖，则按照本标准制定的工作方法
部署工作；工作区若基岩出露范围达 1/3 且为连续分布，则覆盖区工作按本标准执行，基岩出露区按照
DZ/T 0167 执行；工作区若基岩呈零星不连续分布，范围未达到区域化探最小采样单元（1 km2）的不
作处置，如出现连续 2 km2 及以上的基岩出露区，则该区段工作部署按照 DZ/T 0145 执行。
b) 1∶50 000 地球化学浅钻普查，工作区为第四系完全覆盖，则按照本标准制定的工作方法部署工
作；部分基岩出露区，按照 DZ/T 0011 执行。
c) 1∶10 000 地球化学浅钻详查，按本标准部署工作，同时参照 DZ/T 0248 中有关岩石和 DZ/T 0145
中有关土壤取样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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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野外工作方法技术与质量要求
应对测区景观、覆盖层、浅钻机具、钻探工艺、采样方法、工作部署等各主要工作环节，提出采
用的方法技术及质量要求。
a) 详述测区地球化学景观、次级景观、覆盖层特点、选择的浅钻类型、钻探工艺、采样密度、采
样物质、工作部署、全孔采样的孔号等。
b) 野外浅钻采样方法技术、工作质量及质量检查要求细则。
c) 其中应详细论述定点、取样部位及判别方法、样品采集及编码等。
A.1.6 样品分析与质量监控
应根据调查目的选择测试元素、分析指标，提出测试质量要求、确定分析质量监控方案。
a) 测定元素、指标的选择。
b) 分析测试质量要求，包括测试的检出限、准确度和精密度等质量指标要求。
c) 分析测试质量监控方案，包括密码样、内部质量和外部质量监控方案。
A.1.7 数据处理及图件编制
包括数据管理的内容与方法、数据处理方法技术、编图种类等相应方法技术要求等。
A.1.8 异常筛选与评价
包括异常圈定、异常筛选、异常评序、异常分类、异常登记等方法及结果，重要异常的评价与解
释推断等。
A.1.9 异常查证
对地球化学浅钻测量获取的异常，可按如下方法开展异常查证。
a) 查证方法以浅钻取样为主，区域和普查地球化学浅钻异常可在异常区附近加密 2～4 倍取样，或
采用钻探剖面的方式。
b) 查证样品可沿用区域或普查的同类样品，同时可采取 0.5m 岩心样。
c) 重要异常查证数量，一般视工作区大小和重要异常数量适当增减。
A.1.10 实物工作量与进度安排
包括总工作量和年度工作量，工作阶段划分及工作进度安排。
A.1.11 预期成果
包括总预期成果，年度预期成果及提交成果时间。
A.1.12 人员设备配备、组织管理和安全保障措施。
包括项目组人员构成与分工，主要设备配置，单位对项目的组织管理，安全措施等内容。
A.1.13 附图、附件
设计书附图应包括测区地质矿产图、工作部署图、采样孔位设计图等图件。附件应包括野外记录
卡、质量检查系列表等表格的样式和填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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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坐标校验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参数设置和坐标校验记录表见表B.1、表B.2。
表B.1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参数设置表
工作地区（图幅）名称：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仪器编号

参 数

地
图
基

574202974

574202190

36R004635

-87

-87

-87

-87

-87

DY

-138

-138

-138

-138

-138

DZ

-44

-44

-44

-44

-44

-3

DF

0.0000000000287

位

中央经线

置

比例

1

格

东西偏差

500000

式

574202926

DX

DA

准

574202953

17°带

E=99°00′000″

南北偏差

0

单位

公制

海拔高度

米

北方向

真北

时偏差

08∶00

仪器型号

GARMIN639SC、GARMIN621SC 型手持式卫星导航定位仪

注：西安 80 坐标系

椭球长半轴：6378140m

表B.2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坐标校验记录表
校验点：×××县城北约 4000m 大团山测量基准点
序号

1

2

3

仪器编号

574202974

574202190

36R004635

平面位置误差：1.03 ～3.40m

坐标

理论

实测

纵坐标

2751002.95

2751001

横坐标

17560097.6

17560096

高程

1981.98

1984

纵坐标

2751002.95

2751002

横坐标

17560097.6

17560098

高程

1981.98

1984

纵坐标

2751002.95

2751003

横坐标

17560097.6

17560101

高程

1981.98

1981

误差Δ
2.52
2.02
1.03
2.02
3.40
0.98

平均 2.32m；高程误差：0.98 ～2.02m 平均 1.67m

校验结果评价：3 台“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定点精度可以满足工作需要。
2

2

注：平面位置误差Δ= √(|实测纵坐标 −理论纵坐标|) + (|实测横坐标 −理论横坐标|)

校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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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高程误差Δ＝实测－理论

年

月

日

附 录 C
（规范性）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野外用表
表C.1 ~ 表C.4规定了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野外用表，包括地球化学浅钻测量施工原始班报表、岩（土）心分层签、野外地质观测与采样记录卡、样品
采集和影像记录表。
表 C.1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施工原始班报表

工作地区（图幅）名称：

钻孔号：

钻机类型/型号：

钻杆长度

时间

钻具长度

m

钻压

MPa

进尺及岩（土）心长度
进
工作内容

自

m

孔位坐标：X

至

岩（土）心
m

m
自

观测员：

至

计

长度

残留

记录人：

钻遇地层

钻进
工艺

Z
r min-1

转速

泵量

钻进工艺

简易水文地质观测

循环
介质

水体深度变化
m
初见 稳定 漏失
水位 水位 位置

检查人：

钻头
规格

钻头
编号

日期：

L
备注

DZ/T XXXX—XXXX

钻探班长：

回
次

尺

Y

25

DZ/T XXXX—XXXX

表 C.2

岩 （土） 心 分 层 签
钻 孔 分 层 签

工区名称

孔号

层

层位

号

岩（土）心名称
起回次

岩（土）心长

m 孔深

m

止回次

岩（土）心长

m 孔深

m

编

录

表 C.3

日 期

年

月

日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野外地质观测与采样记录卡

工作地区（图幅）名称：
孔口坐标：X
Y

Z

钻孔编号：
开孔/终孔日期：

年

终孔孔深：
月 日至

日

钻孔原始地质观测和地质地球化学样品采集记录
层
号

回
次
号

分层孔深
m
自

至

计

采
取
率
%

柱状图
（1∶×××）

地质观测/样品采集
描 述

样品
编号

样品
类别

样品位置
m
自

注：样品类别指土壤、岩石、地下水、岩矿鉴定、古生物、同位素等地质地球化学样品、标本等。

26

至

长

DZ/T XXXX—XXXX

表 C.4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影像记录表

工作地区（图幅）名称：
序

影像

号

编号

第

页 共 页

拍摄形式
拍摄时间

拍摄地点

照

视

片

频

拍摄对象

拍 摄 意 义 简 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登记人：

年

月

日

拍摄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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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疏松堆积物组分粒级划分与碎屑沉积物分类
表D.1 ~ 表D.3分别为疏松堆积物粒级划分表、砾石类型划分表和按粒度划分的粘土类型分类表。
表 D.1

疏松堆积物粒级划分表
粒径范围
mm
自然粒径 d 范围
mm

粒级名称
粒组类型

粗碎屑

简分法

细分法

漂砾

岩块

＞256

粗砾

256~64

中砾

64~8

细砾

8~2

极粗砂

2~1

粗砂

1~0.5

中砂

0.5~0.25

细砂

0.25~0.125

极细砂

0.125~0.063

粗粉砂

0.063~0.032

中粉砂

0.032~0.016

细粉砂

0.016~0.008

极细粉砂

0.008~0.004

粗粘土

0.004~0.001

细粘土

＜0.001

砾石

粗砂
中碎屑

中砂
细砂
粗粉砂

细碎屑
细粉砂
粘土（泥）

粘土（泥）

注：定名时，粒径由大到小以质量最先超过 50％者确定。

表 D.2

砾石类型划分表

岩石名称

砾

砂质砾

泥质砂质砾

泥质砾

砾质砂

砾质泥质砂

砾质泥

砾粒含量（%）

＞50

50~25

50~25

50~25

25~5

25~5

25~5

＜1∶9

1∶9~1∶1

＞1∶1

＜1∶9

1∶9~1∶1

＞1∶1

表 D.3

按粒度划分的粘土类型分类表

粘粒与砂粒之比

各 粒 级 含 量 /%
粘土类型

28

粘土

粉砂

砂

粘土（泥）

＞95

＜5

含粉砂质粘土（泥）

＞70

5~25

＜5

粉砂质粘土（泥）

＞50

25~50

＜5

含砂质粘土（泥）

＞70

＜5

5~25

砂质粘土（泥）

＞50

＜5

25~50

附

录 E

（资料性）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质量检查用表
表E.1 ~ 表E.5为地球化学浅钻测量质量检查用表，包括原始资料日常检查记录、采样孔位变更登记表、样品交接登记表、钻孔质量检查验收表、野
外工作质量检查验收表。
表 E.1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原始资料日常检查记录表
工作地区（图幅）名称：
浅钻施工质量检查
施工
日期

检查
日期

钻孔编号

孔深是
否达标

采取率是
否达标

班报表
记录是
否齐全
准确

地质观测质量检查
分层定
名是否
准确

是否进行
简易水文
地质观测

钻探班长：

残积土
样号

岩石样号

其它样
样号

采样部位
是否正确

采样方法
是否正确

整
改
意
见

地质员：

采样人：

检查者：

年

月

日

各类原始
记录表、
图、卡是
否清晰、
有无涂改

DZ/T XXXX—XXXX

存
在
问
题

地质描述
与钻孔柱
状图是否
准确一致

地质地球化学样品采集质量检查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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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采样孔位变更登记表
工作地区（图幅）名称：
原孔号

30

变更后
孔号

变更孔位原因

第
钻探班长

工作日期

变更孔位的
合理性

项目负责
签 名

页 共 页
备

注

表 E.3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样品交接登记表
工作地区（图幅）名称：
序
号

第
样品分类及数量

交接日期

样品编号

残积土
（件）

岩石
（件）

样品编
号是否
正确

其它
（件）

注
样品管理负责人：

年

月

日

样品重
量是否
合格

交样人

收样
总数

页

收样人

（件）

DZ/T XXXX—XXXX

备

样品袋
是否
完整

页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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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4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钻孔质量检查验收表
工作地区（图幅）名称：
孔口坐标
开孔时间
设计深度
m
终孔深度
m

X

第
Y

页 共 页

钻孔编号

Z

钻孔
质量等级

终孔时间
钻机类型
钻进工艺

合理性评价
钻孔结构变化

质量评定
原始记录

质量评定
岩心采取率

质量评定
简易水文观测

质量评定
孔深误差校正

质量评定
弯曲度测量

质量评定
封孔

验收意见

钻探负责人：
32

地 质 员：

验收人：

年

月

日

DZ/T XXXX—XXXX

表 E.5 地球化学浅钻测量野外工作质量检查验收表
工作地区（图幅）名称：
检查项目

单位

号

检查数

检查率

合格数

钻孔数

个

2

浅钻施工原始班报表

张

3

钻孔质量检查验收表

张

4

地质观测采样记录卡

张

5

其它图、表

张

工区（图幅）面积
覆盖区所占面积
采样孔数

km2
2

km
个

%

km2

实际采样面积
采样密度

备 注

合格率

%

1

6

页 共 页

验收结果

顺
序

第

km2

空白区
原因：
孔/ km2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定点
7

质量评述

浅钻施工质量
8

总体评述

钻孔质量
9

总体评述

地质描述钻孔柱状图
10

质量评述

样品采集与记录
11

质量评述

样品加工管理
12

质量评述

其它图、表、影像记录
13

质量评述

验
收
意
见

资料提交人：

验收单位；

验收人：

年

月

日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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