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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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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地质工程勘察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小杰、郑继天、叶成明、李文鹏、解伟、杜子图、孟晖、张磊、张建良、冯
建月、李梦、何计彬、王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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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监测井建造质量直接影响地下水调查、监测结果。
与其他多层监测井相比，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具有监测目的层多、监测目的层定位精确、分层成井
难度小等特点。
国内在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设计、钻探、成井、质量保障方面没有统一的要求，监测井
的建造质量参差不齐。鉴于此，有必要制定《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
，以统一连续
多通道管监测井设计、施工、验收等标准，保障地下水勘查和地质环境保护等工作对连续多通道管监测
井的建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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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的设计、钻探施工、管材及准备、成井、监测仪器安
装与监测井保护、坐标高程测量、健康安全环保、验收与资料归档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的设计、施工、验收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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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027-2001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AQ 2004-2005 地质勘探安全规程
GB/T 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3663.1-2017 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 1 部分：总则
DZ/T 0064 地下水质检验方法
DZ/T 0148-2014 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
DZ/T 0181 水文测井工作规范
DZ/T 0273-2015 地质资料汇交规范
DZ/T 0309-2017 地质环境监测标志
CJJ/T 13-2013 供水水文地质钻探与管井施工操作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浅层地下水 shallow groundwater
地表以下60m深度范围内的地下水。
3.2
连续多通道管 continuous multi-channel tubes
经挤出机一次挤塑成型的，具有多个（一般3-7个）独立通道的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一般单
根长度30m-60m。
4 总体要求
4.1 连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设计前，应进行现场踏勘，充分收集、掌握工区范围内水文地质资料。
4.2 应依据设计要求选用适合的钻井材料和设备，采用合理的方法与工艺，确保工程质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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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根据监测目的、地层情况、水质监测取样方法以及经济性等选择连续多通道管材的规格。
4.4 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监测目的层由浅到深、自上而下分别规定为1层、2层到N层，N≤7。
4.5 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的钻孔施工应全孔取心，水文地质资料齐全的地区，可采用捞取岩样和物探
测井结合的方法，确定监测井每个监测目的层位置及围填滤料、止水深度。
4.6 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流程：资料收集与分析→踏勘→监测井设计→确定井位→钻进→物探测
井→准备成井管材→安装井管→分层围填滤料→分层止水→洗井→封孔→地下水采样→安装井口保护
装置及监测仪器。
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钻探施工前应编写单孔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并按规定进行审查。
5.1.2 施工过程中，若发现设计与实际情况不符时，应及时按相关规定履行变更手续，未经同意不应
擅自变更设计。
5.2 设计书内容
5.2.1 单孔设计
单孔设计包括下列内容：
a) 监测井建设目的；
b) 地层结构和水文地质条件；
c) 钻孔编号、位置及坐标；
d) 钻孔结构、设计深度、钻孔孔径；
e) 钻进方法和钻探设备的选择；
f) 钻进技术参数；
g) 取心方法及要求；
h) 测井方法及要求；
i) 井管、滤料、止水材料及封孔材料的材质、规格；
j) 不同进水窗口下入深度；
k) 下管方法及要求；
l) 分层围填滤料的位置及围填方法；
m) 分层止水的位置及止水方法；
n) 洗井设备、洗井方法及要求；
o) 采样方法及要求；
p) 井口保护及仪器安装要求；
q) 健康、安全、环保要求。
5.2.2 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包括下列内容：
a) 基本情况与设计依据：工区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地形地貌、地层划分、地质构造、水文地
质条件、气候和生活条件。重点说明影响钻探施工的主要地质因素；
2

DZ/T ××××—××××
b) 施工目的与要求：包括监测井布置与工作量、工程质量指标、采样与观测要求等；
c) 钻探技术设计：包括监测井结构、冲洗介质、成井工艺及保证质量的技术措施，并附单孔设计
书；
d) 供水、供电设计：根据现场踏勘情况，了解当地的水源条件，选择供水方法和设备；采用电力
驱动时提出供电方法与要求；
e) 主要设备、材料、人员：包括设备类型与数量，材料名称与数量，人员的分工等；
f) 施工期限与费用预算：施工进度计划，施工组织形式、工期要求，技术经济指标测算并编制费
用预算。
g) 安全与环保：施工与生活场地安全措施，冬雨季施工应对方案，环保与绿色勘查措施，疫情防
控预案等。
6 钻探施工
6.1 钻前准备
6.1.1 钻探设备进场前，应了解地面建筑物、道路、坑塘、河流、高压线等分布情况，进行地下管线、
构筑物的调查和探测，确保施工安全。
6.1.2 根据设计孔深、孔径、地层情况，选择合适的钻探设备。条件允许时，优先选用声波钻机施工。
6.1.3 钻机、钻具及成井材料进场前应进行清洗，现场储存钻具、成井材料应防止污染。
6.1.4 钻探设备进场前应做到“三通一平”。钻机安装时远离高压电线等危险因素，钻塔与高压电线
之间的安全距离参照 CJJ/T 13-2013 中的 4.1.2 执行。
6.1.5 钻探设备应配套齐全、性能可靠，个人防护和安全设施齐全。
6.1.6 钻探设备安装完成后，应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交底，交底应详尽、有针对性，如有疑问及时解
答，参加人员签字并留有记录。
6.1.7 准备钻进、成井、洗井、验收等表格。钻进记录表参照 DZ/T 0148-2014 中的附表 A.1 执行，其
他表格参照本标准附录 A 执行。
6.1.8 钻探设备安装、材料准备等钻前工作完成后，方可开钻。
6.2 钻进
6.2.1 宜采用先取心后扩孔的施工工艺。
6.2.2 不稳定地层钻进时，应下孔口保护管，孔口保护管应垂直、牢固。
6.2.3 开孔应轻压慢转，严格按防斜措施钻进。钻孔孔斜不应大于 1°。
6.2.4 根据地层情况选用不同的钻进方法和相应的钻进参数，具体可参照 DZ/T0148-2014 中第 8、9、
10 章执行。
6.2.5 钻进过程中，应经常进行机械设备、工序操作等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置。
6.2.6 终孔后和下管前应分别校正孔深，孔深误差应小于 1‰。
6.3 泥浆
6.3.1 稳定地层应采用清水钻进，非稳定地层应使用无固相或低固相泥浆钻进，或者采用全孔套管护
壁钻进。
6.3.2 泥浆的选择、使用应满足绿色勘查要求。
6.3.3 不应使用污染水和有毒有害添加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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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钻进过程中，应随时记录泥浆的漏失情况。保持孔口液面高度，防止井壁坍塌。
6.3.5 泥浆的类型及配置参照 DZ/T 0148-2014 中第 12 章执行。
6.4 取心及编录
6.4.1 编录应及时、真实，按回次逐次编录。
6.4.2 取心及编录参照 DZ/T 0148-2014 中第 11 章执行。
7 监测井管材
7.1 管材性能及结构
7.1.1 管材应无毒、无味、抗腐蚀，溶于水中的有害物质含量符合 GB/T 13663.1 中第 5 章要求。
7.1.2 管材常见结构见图 1。

说明：
1—通道隔板；2—定位标准线；3—过滤网；4—过滤网卡箍；5—监测窗口；6—堵塞。

图1 连续多通道管常见结构图
7.1.3
7.1.4
7.1.5
7.1.6

管身圆直，端口平整。
管壁厚度不小于 3.5mm，间隔筋板厚度不小于 1mm。
具有良好的柔韧性，便于盘管、运输，及展开、拉直。
抗拉、抗压强度满足成井深度要求。

7.2 管材拉直
7.2.1 成品连续多通道管材为盘管形式，成井前应将盘管展开、拉直。
7.2.2 拉直方法：盘管展开后，在连续多通道管材两端分别设置牢固的地锚，将管材两端固定在地锚
上，通过紧绳器或手拉葫芦施加拉力将管材牵引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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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牵引拉直的时间一般不应少于 48h，如果有阳光照射且环境温度超过 30℃时，牵引拉直的时间
可降低至 24h 左右。
7.3 进水窗口定位
7.3.1 应根据钻探取心记录及测井解译资料确定监测目的层以及进水窗口位置。
7.3.2 应按照管材外侧的尺寸刻度，自管材底端依次丈量、标记每个进水窗口位置，并认真校核。
7.3.3 原则上，每个监测目的层设置一个进水窗口，位置在监测目的层中部。进水窗口宽度宜略小于
单个通道横截面最大宽度，进水窗口长度一般 15cm-30cm。洗井困难地层可加大进水窗口尺寸或增加进
水窗口数量。
7.4 进水窗口开设
7.4.1 应采用专用开孔器具开设进水窗口。
7.4.2 将专用开孔器具的刻度线对准管材基线，使用专用开孔钻头钻穿管壁。
7.4.3 钻穿进水窗口上下两端管壁后，采用专用剪刀剪开管壁。钻穿和剪开管壁时，应小心谨慎，防
止伤害间隔筋板。
7.5 止水塞安装与包网
7.5.1 先安装通道止水塞，后包网。将止水塞通过进水窗口塞入通道，并使用工具将其胀紧，防止漏
水。
7.5.2 依据监测目的层颗粒粒径确定进水窗口包滤网的规格。中粗砂地层或基岩地层，宜包 60 目滤网；
细砂地层宜包 80 目滤网；粉细砂及粉土地层，宜包 120 目滤网。
7.5.3 进水窗口所包滤网应为不锈钢网。
7.5.4 使用连续多通道管专用卡箍固定滤网。
7.5.5 当监测井深度小于50m时，通道止水与包网工作可在地表完成；当监测井深度大于50m时，通道
止水与包网工作应在下管时井口完成。
7.6 管底安装
7.6.1 在连续多通道管底端安装专用管底。
7.6.2 将专用管底插入连续多通道管底端，用卡箍固定，并用铆钉加固。卡箍和铆钉应为不锈钢材质。
7.7 扶正器安装
7.7.1
7.7.2
7.7.3
7.7.4

扶正器间距 15m-30m 为宜。
在管材底部应安装扶正器，防止下管过程中管材底部刮蹭孔壁。
扶正器直径以小于钻孔直径 4cm-6cm 为宜，长度 40cm-60cm 为宜。
宜采用半合式扶正器，用螺栓将其紧固在管材外侧。扶正器应为不锈钢材质。

7.8 重锤安装
7.8.1 应在管底加装重锤，减小下管过程中管材浮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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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成井深度小于 50m 时，重锤重量宜为 5kg～10kg；成井深度 50m～100m 时，重锤重量宜为 10kg～
25kg。
7.8.3 重锤宜采用圆钢加工，也可采用混凝土或其它材料。
7.8.4 可在连续多通道管最下一层封隔段至管底之间的通道上，钻 1-3 个进水孔，便于泥浆进入通道。
8 成井
8.1 测井
8.1.1 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钻进至设计深度后应进行水文物探测井。
8.1.2 测井项目应包括自然电位、视电阻率、天然放射性以及井深、井径、井斜，必要时可增加测井
项目。
8.1.3 测井成果曲线比例尺应大于 1∶200，以 1∶100 为宜。
8.1.4 水文物探测井参照DZ/T 0181执行。
8.1.5 根据自然电位、视电阻率、天然放射性三条测井曲线解译结果，结合钻探取心或捞取岩土样资
料，确定含水层及隔水层的位置、厚度等参数，及进水窗口位置。
8.2 冲孔、换浆、探孔
8.2.1 将冲孔钻具下放到孔底，大泵量冲孔排渣。
8.2.2 待孔底岩渣排除后，用低密度泥浆逐步替换孔内高密度泥浆，应将泥浆粘度降低至 20s～22s,
3
3
密度降低至 1.1g/cm ～1.15g/cm 。冲孔换浆后，孔底沉渣厚度宜小于 0.5m。
8.2.3 冲孔、排渣、换浆结束后，进行探孔。探孔宜采用钢制探孔器，探孔器长度为钻孔直径的 20
倍～30 倍，直径较钻孔直径小 20mm～30mm。经探孔确认钻孔圆直、畅通无阻，且孔深无误后，方可下
管。
8.3 下管
8.3.1 探孔结束后，提出孔内钻具和探孔器，即刻开始下管作业。
8.3.2 地层条件简单、洗井容易的钻孔，应采用一次下管法，下管方法见 8.3.3 至 8.3.9。
8.3.3 宜采用人工或机械下压法下管。
8.3.4 将准备好的连续多通道管，按照深层进水窗口到浅层进水窗口（N→1）的顺序，依次下入孔内。
下管至每一个进水窗口位置（监测目的层）时，在孔口安装该监测层位的通道止水塞并包网。
8.3.5 下管应一次到位，不应中途长时间停顿。若下管中途遇阻，不应强拉硬压，可上下提动或转动，
若效果不明显，应提出井管，清除孔内障碍、降低井管浮力后再行下管。采用遇水膨胀橡胶止水的连续
多通道管监测井，下管前应将遇水膨胀橡胶安装到位（安装方法见8.5.3），应尽量缩短下管时间，防
止膨胀橡胶在下管过程中膨胀。
8.3.6 下管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孔内返浆情况，保持井口泥浆液面平衡，以防塌孔及管材上浮。
8.3.7 下管过程中，应保持连续多通道管处于钻孔中心，防止扶正器刮蹭孔壁。
8.3.8 下管到预定深度后，人工或使用钻机卷扬等将连续多通道管拽拉、扶正，使其处于钻孔中心。
8.3.9 地面以上预留连续多通道管 0.5m-1m，便于安装井口保护装置。
8.3.10 地层条件复杂、洗井困难地层或有特殊要求的监测井，可采用二次下管法。先在钻孔内下入外
管，经分层填砾、分层止水、洗井后，再从外管内下入连续多通道管，经分层止水后成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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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围填滤料
8.4.1 应使用尺寸均匀、表面光滑、化学性质稳定、球形颗粒状的滤料，如石英砂等。
8.4.2 滤料运输和存储时应防止外部杂质混入，避免污染。
8.4.3 滤料使用前应进行冲洗。
8.4.4 滤料规格、厚度参照 GB 50027-2001 中第 5 章执行。
8.4.5 滤料高度宜超过含水层的顶板,高出进水窗口 0.5m～2m。单层滤料的高度，不宜小于 1m。
8.4.6 宜采用静水填料法围填滤料。
8.4.7 围填滤料前应计算所需滤料用量。采用定量器具围填。
8.4.8 围填滤料时，应从井管周围均匀填入，不应单一方位填入。
8.4.9 合理控制填料速度，一般 15L/min-20L/min 为宜，不宜过快。随着填料深度的减小，可适当增
加填料速度。
8.4.10 围填滤料过程中，应记录滤料的用量，随时测量填料面位置。当填料体积及滤料深度与计算不
符时，及时找出原因并排除，防止滤料架桥。
8.4.11 使用米绳、米尺等测量滤料充填高度时，应从连续多通道管四周多点测量。
8.4.12 围填滤料时，宜保持孔内泥浆从孔口溢流，若溢流中断，应采取措施，恢复溢流后再行围填。
8.4.13 滤料填至预定位置后，在止水前，应再次测定填料面位置，若有下沉，应补填至预定位置。
8.5 止水
8.5.1 一般要求
8.5.1.1 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应进行永久性止水。
8.5.1.2 依据钻孔地层、孔径、孔深等因素，采用优质黏土球止水或遇水膨胀橡胶止水，必要时采用膨
润土水泥浆止水。
8.5.1.3 采用膨润土水泥浆止水时，在滤料面封填1m-3m黏土球，下灌注导管距黏土球封填面50cm～80
cm 处，灌注膨润土水泥浆，灌浆过程中，随时测量、提升灌注导管，确保水泥浆充填到位。水泥浆高
度一般应高于止水层位顶板高度2m～3m。优质黏土、膨润土和水泥比例以5∶1∶1为宜。
8.5.2 松散地层止水
按照下列要求进行：
a) 宜采用不影响地下水水质，膨胀比大于100%，水化膨胀时间大于30min，粒径为15mm左右杏核状
优质黏土球作为止水材料；
b) 止水隔水层段厚度一般不小于3m；
c) 单层止水厚度应大于1.5m。黏土球垂向高度一般应高于止水层位顶板高度2m～3m；
d) 围填止水材料前，应准确计算单层止水材料用量；
e) 围填止水材料时，宜采用定容量器具，从井管四周缓慢、均匀围填；
f) 围填过程中，应实时测量止水材料高度，若发现堵塞，应采取措施排除后再行围填；
g) 止水工作完成后，宜等待24h，待止水材料充分水化膨胀后洗井。
8.5.3 基岩地层止水
按照下列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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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宜采用条带式或胶筒式遇水膨胀橡胶止水。当钻孔口径足够大时，也可采用黏土球止水，黏土
球止水方法见8.5.2；
b) 遇水膨胀橡胶应不污染地下水，在水中体积膨胀3倍以上，具有一定强度，及耐油、耐酸、耐碱
能力，使用寿命10年以上；
c) 遇水膨胀橡胶安装位置，应在进水窗口对应含水层上方和下方的隔水层段。隔水层段厚度一般
不小于3m；
d) 采用条带式遇水膨胀橡胶止水时，每个通道应安装2组以上止水带；
e) 条带式遇水膨胀橡胶安装时，应在井管上缠绕两圈或三圈，并用铅丝扎紧；
f) 按照8.5.3的e）方法安装其他各组止水带。两组止水带间距应小于0.3m；
g) 膨胀橡胶两端应设置纵向档盘，限制其纵向膨胀，挡盘直径应比钻孔口径小10mm～15mm；
h) 采用胶筒式遇水膨胀橡胶止水时，安装方式可参考条带式遇水膨胀橡胶安装；
i) 止水工作完成后，宜等待72h以上，待膨胀橡胶充分膨胀后洗井。
8.5.4 止水效果检验
按照下列要求进行：
a) 宜采用压水法结合采样水质分析的方法检验止水效果。
b) 压水法检验，水压0.05MPa～0.1MPa为宜，由浅至深分层检验。向第一通道压水，测量第二通道
水位有无变化；向第二通道压水，测量第三通道水位有无变化；依此类推，至检验完毕。若水位波动幅
度不超过5cm，初步说明止水有效。
c) 在压水法检验的基础上，应通过不同通道内采取样品的水质分析结果，进一步确认止水效果。
8.6 洗井
8.6.1 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通道直径小，洗井难度大，应反复清洗，每个通道至少清洗 5 遍。初步洗
井结束后，可放置 1～2d，继续清洗。如此反复，直至水清砂净。
3
3
8.6.2 应采用空压机震荡方法洗井，空压机风量 0.1m /min～1m /min 为宜。
8.6.3 空压机震荡洗井时，在通道内下入小直径专用送风管，送风管应下到进水窗口位置。反复开关
空压机震荡洗井和清淤，直至水清砂净。
8.6.4 水量小的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可采用边注水、边空压机震荡洗井的方法。
8.6.5 洗井时，除清洗的通道外，其余通道应使用胶塞等临时封堵，防止漏水、灌水。
8.6.6 通道洗井顺序，由浅至深。
8.6.7 洗井过程中，观测并记录出水的浑浊度、含沙量、出水量、水温、电导率等，并填入清洗记录
表 A.2。
8.6.8 前后两次采样测定的电导率差值小于 5%，氧化还原电位差值小于 10mV，可结束洗井。
8.6.9 洗井结束，水位稳定后，应测量每个通道内的水位。
8.7 封孔
8.7.1 应采用粘土和水泥封孔。先用粘土回填钻孔与连续多通道管间的环状间隙至地面下 2m，再用水
泥封孔至地面，与井台建设相衔接。
8.7.2 封孔时，应保证井管垂直，处于钻孔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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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地下水采样
8.8.1 洗井结束后，应及时采取各监测目的层中地下水样品。
8.8.2 根据采样目的和采样质量要求，选择合适的采样器具。检测项含挥发性有机物时，宜选用小直
径气囊泵取样；检测项不包括挥发性有机物时，可选用小直径提桶或惯性泵取样；水位较浅时，亦可采
用蠕动泵或自吸泵取样。
8.8.3 水样保存方法参照 DZ/T 0064 执行。
9 监测井保护与监测仪器安装
9.1 监测井保护
9.1.1 井口保护要求
应安装监测井井口保护装置。井口保护装置筒身应使用金属材质，内径应大于井管直径150mm，筒
身高度大于40cm；内部设置挂钩，固定传输仪器；井盖中心部分应使用高密度树脂材料；井口锁应采用
防盗专用锁。井口保护装置筒身喷涂红色底漆。
9.1.2 井口保护装置的固定
井口保护装置脚架应植入水泥基座0.2m以深，筒体水平、周正。水泥基座尺寸（长✕宽✕高）60cm
✕60cm✕50cm为宜。
9.1.3 标识要求
监测井标识参照DZ/T 0309-2017中第6章执行，并满足下列要求：
a) 标识信息一般包括标题、警示语、监测井编号、监测项目、设置日期、所属单位、联系人、联
系电话等；
b) 标识牌采用铜或不锈钢等材料，利用铆钉固定于井口保护装置外筒上。文字宜采用蚀刻工艺,
也可直接喷涂在井口保护装置筒身，宜采用白色涂料。
9.2 监测仪器安装
9.2.1 监测仪器由压力式水位计和集中数据传输主机两部分组成。
9.2.2 准备
监测仪器安装准备按照下列要求进行：
a) 野外安装前，应在室内进行材料准备工作，包括监测仪器、卫星定位系统、通讯卡、水尺、电
缆防护环等；
b) 将通讯主机的电路板仓打开，安装通讯卡，确保通讯卡安装可靠；
c) 打开数据通讯主机电池盒，安装电池。推荐使用碱性大容量干电池；
d) 按照通道编号连接水位计于集中数据传输主机的通讯接口，拧紧防水螺母。
9.2.3 安装
监测仪器安装按照下列要求进行：
a) 现场测量各通道水位。根据水位埋深及监测层位深度确定压力式水位计安装深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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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装水位计。将压力式水位计垂直悬挂于连续多通道管独立通道内，进入静水位以下1m以上。
准确记录各通道对应的水位计编号；
c) 集中数据传输主机挂在井口保护装置挂钩，保证通讯电缆可靠固定；
d) 清理天线安装位置，保持安装表面干燥平整，将天线贴装于安装面上；
e) 使用卫星定位系统对监测井定位；
f) 现场对监测仪器进行测试，确保正常工作；
g) 填写现场安装记录。
10 坐标与高程测量
10.1 应在监测井井口设立高程测量标志。
10.2 宜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10.3 应达到四等以上水准精度。
10.4 高程测量参照GB/T 12898执行。
10.5 在地面沉降或抬升剧烈的区域，应定期校正井口高程，频率视地面沉降或抬升程度确定，1年至
数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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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与环保

11.1 施工安全
施工安全按照AQ 2004-2005中第5、7章执行，并满足下列要求：
a) 制定应急预案，组织施工人员开展应急演练。
b) 施工现场应进行危险源辨识，列出危险源清单和安全防护措施。
c) 施工现场应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置。
d) 确保各工种掌握本工种操作技能，熟悉本工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e) 为施工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
f) 高温、炎热天气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寒冷季节施工时，应做好防冻、防煤气中毒等工作。
g) 施工现场应配备消防器材，定期检查器材有效期限。
11.2 环保
环保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施工现场布置及施工过程应符合当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要求。
b) 保护和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尽可能利用已有道路，避开或减少占用耕地、农田、林带。
c) 钻探泥浆应选择无毒且易降解的化学处理剂，设置废浆处理设施及废浆池，合理处置废泥浆。
d) 控制或降低施工场地环境噪音，夜间应避免进行噪音较大的作业，必要时安装隔音带和消声装
置。
e) 竣工后，及时清理场地，恢复占用的农田、耕地和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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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竣工验收与资料归档
12.1 竣工验收
12.1.1 竣工后，应依据设计进行现场验收，包括竣工报告、成井结构图、钻探班报表、物探测井、下
管、填砾与止水、洗井、封孔、水样采集等在内的原始记录及代表性岩心。验收记录按照附录 A 要求填
入表 A.3。
12.1.2 验收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各项质量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评分 90 分以上为优秀；
各项质量指标基本达到设计要求，评分 60-90 分为合格；某项质量指标未达到设计要求，或者评分低于
60 分为不合格。对验收不合格的监测井，限期补救、整改。对经过补救、整改后，仍未达到设计要求
的监测井，应予以报废。
12.2 资料归档
12.2.1 归档资料包括设计、原始记录、验收记录、成果资料、竣工报告的纸介质和电子文档。
12.2.2 资料汇交参照 DZ/T 0273-2015 中第 6、7、8 章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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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用表
表 A.1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成井记录表
填砾
层位

窗口位置

记录：

（m）

围填滤料

滤料理论

止水
折合桶

止水位

粘土球理

位置（m） 用量（L） 数（桶） 置（m）

校对：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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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用量
（L）

折合桶
数（桶）

日期：

成井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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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洗井记录表
项目名称：

地理位置：

钻孔类型：

钻孔编号：

施工单位：

施工时间：

钻孔口径（cm）：

钻孔深度（m）：
空压机震荡

通道

记录：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压力（kpa）

注水（若有）
3

风量（m /min）

流速
3

（m /h）

上返水情况

累计注入
3

量（m ）

校对：

浊度
(NTU)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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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
3

（m /h）

水温
（℃）

含沙量
3

电导率

（g/m ）

(S/m)

日期:

水位埋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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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验收记录表
钻孔/监测井编号
坐

设计深度（m）

标

地理位置

监测井性质
开孔日期

监测目的层

终孔日期
开/终孔直径（mm）

终孔深度（m）
孔径、孔深、孔斜是否符合设计要求（10 分）
取心是否满足设计要求（7 分）
物探测井是否满足设计要求（7 分）
钻探及成
井
（60 分）

管材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7 分）
进水窗口定位、开设、包网是否符合设计要
求（7 分）
围填滤料与止水是否符合设计要求（8 分）

验收内容（100 分）

洗井效果是否满足设计要求（7 分）
水样采取是否满足设计要求（7 分）
孔口保护
（10 分）

孔口保护装置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监测设备
（15 分）

监测设备安装、监测、防护是否满足设计要
求

资料整理
（15 分）

资料是否齐全（8 分）
资料内容描述、记录是否符合要求（7 分）

评分

评语定级
验收日期：
验收单位

验收人

施工单位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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