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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9年 4月，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地质调查标准化与标准制修订”项目,

其下设子项目“《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制定”，由中国地质

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承担。 

2020年，《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列入自然资源标准制

修订计划，编号 202012011。 

项目工作任务：制定《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为连续

多通道管监测井及监测方案设计、监测井建造与施工、监测井及监测设备维护与

管理等工作提供依据和准则。规范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造和分层监测工作，提

高全国连续多通道监测井和分层监测质量，推动国内地下水分层监测技术发展。 

项目周期：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提交《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

监测井建设规程》（送审稿）及编制说明。 

项目经费：100万元。 

协作单位：本标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主持编制，

参编单位包括：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市地质工程勘察院。 

（二）主要工作过程 

1. 2019年 3月-4月，项目组根据项目任务书要求和进度安排，编写了《浅

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制定项目工作设计，按总体任务目标确

定了工作部署方案、技术路线和预期成果。2019年 6月 24 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

组织专家对本规程的工作设计进行了评审，提出了修改意见，审查通过。 

2. 2019年 6月 25日，项目组在北京召开了《地下水监测井连续多通道分

层监测规范》框架讨论会，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勘探技术研究

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等单位相关领域的 10余名专家，就《地下水监测井连续多通道分层监测规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o=%e5%8c%97%e4%ba%ac%e5%b8%82%e5%9c%b0%e8%b4%a8%e5%b7%a5%e7%a8%8b%e5%8b%98%e5%af%9f%e9%99%a2


 

2 

范》项目的工作方案、规范的框架和提纲等内容进行了研讨。会议对规范名称、

规范对应监测井指标、章节设置、章节内容的编写提出意见与建议。会后，编写

组认真归纳整理专家意见，确定了规范的具体提纲并明确各章节的主要编写人

员。 

3. 2019年 7月至 9月，通过分析总结相关资料并结合以往建井施工技术要

点及经验，编写组成员编制了各自承担的章节内容。经本项目正、副主编归纳、

加工整理后形成规程初稿。同时，按照专家意见，起草组将《地下水监测井连续

多通道分层监测规范》改名为《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 

4. 2019年 10月 22日-23日，由水环中心和发展中心组织召开的《地下水

监测井连续多通道分层监测规范》初稿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

地质环境监测院、勘探技术研究所、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等单位相关领域的 8 名专家，就《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

井建设规程》初稿各章节内容进行了研讨。会议由标准起草组详细介绍了规程的

制定的主要工作过程、章节设置及章节具体内容。与会专家认真研讨，对规程各

章节内容和建井流程中存在关键问题提出了意见与建议，专家意见主要集中在监

测井深度范围、章节内容的表述及准确性和部分章节结构顺序等方面。会后，编

写组认真归纳整理专家意见，修改、补充、完善规程后，形成规程征求意见稿。 

5. 2020年 5月-6月，《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征求意

见稿）面向全国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生产经营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共发出征

求意见稿 74份，收到返回意见 50份，意见 329条。回函单位针对标准名称、引

用文件、术语定义、重点内容、以及标点符号、文字措辞等，提出了修改意见、

建议意见。汇总处理情况见自然资源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6. 2020年 7月-8月，项目组汇总整理 329条反馈意见，决定采纳 278条，

部分采纳 5 条，未采纳 46 条。将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经归纳、分析和充分讨论

后，对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予以采纳或部分采纳，补充到本规程中，完成标准送审

稿。同时完成了标准《编制说明》。 

7. 2020 年 8 月 20 日，地质灾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在北京对《浅层地下水

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送审稿）进行了审查，审查通过。会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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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编制组提供的资料齐全，标准文本编写符合 GB/T 1.1-2020的要求。标准

编制组充分收集分析了现行标准相关内容，汲取了监测井建设的工作经验，借鉴

了国际国内地下水调查、监测、研究中的多层监测井建井先进技术和方法，确定

了标准的框架、主要内容和具体指标要求，在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行业专

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完成，程序规范、基础扎实、依据充分。该标准提出了连续

多通道管监测井设计、监测井建造、监测井与监测设备的维护与管理等技术要求，

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推动我国地下水监测井从混合监测向分层监测、精细监

测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会议提出修改意见：标准文本格式应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进行逐条修改；完善工作流程，优化有关章节的编

排。 

8. 2020年 9月-今，起草组根据标准审查会议提出的 44条修改意见，对标

准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其中采纳 40 条，不采纳 4 条，其后形成报批稿，并按

照自然资源化标准平台各项要求和修改意见提交各阶段的电子文档。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李小杰、郑继天、叶成明编制了前言、第一章范围、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三章术语与定义、第四章总则、第五章设计；张建良编制了第六章钻探施工；

解伟、李小杰、王明明、冯建月编制了第七章监测井管材及准备、第八章成井；

张磊编制了第九章监测仪器安装与监测井保护；李小杰编制了第十章坐标高程测

量；王明明编制了第十一章健康、安全、环保；李梦、何计彬、李小杰编制了第

十二章竣工验收与资料归档和附录。冯建月、李小杰编写了本规程的编制说明；

李文鹏、杜子图负责标准编制过程的总体指导，解决标准编制过程中的几个关键

问题，并参与了标准的部分章节的编制。李梦、李小杰负责规程统稿及文字校对

工作；李梦负责标准征求意见及意见汇总；李小杰、冯建月、李梦负责召开标准

3次研讨会，负责标准报批工作。 

（四）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果 

1.编制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关于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的规程，可为连续多

通道管监测井及监测方案设计、监测井建造、监测井与监测设备的维护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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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供依据和准则，填补了国内空白。该规程将促进国内地下水监测行业发展

和相关技术进步，推动我国地下水监测井从混合监测向分层监测、精细监测方向

发展。 

2.标准转化应用了地下水调查、监测与研究中的多层监测井建井的先进技术

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3.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5 项。  

4.初步培养了水工环地质钻探标准制修订研究团队 1 个。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是规范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

管监测井技术工作程序、进行科学化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促进科技进步、提高

生产效率、保证建井质量、维护人身安全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指导性文件，是涵盖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造过程的操作技术指南。在政府部门授权下，

具有技术法规的性质。 

编制原则： 

i. 系统性、完整性原则。内容全面、翔实，涵盖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

监测井建设的全流程。 

ii. 符合法规、标准要求，吸收、采纳地下水监测井领域现有标准成果。 

iii. 先进性原则。吸收现有分层监测井建造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体现

先进性。 

iv. 实用性、可操作性原则。吸收地勘单位、科研院校的意见和建议，充分

体现标准的代表性和广泛基础，使标准更具可操作性。 

为使本规程制内容全面、翔实、合理实用，达到先进性、权威性，根据项目

任务书的要求，项目组成员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采用资料收集与分析、

基层地调单位调研、相关部门经验交流、专家咨询等方式,充分发挥现代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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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优势，汇集现有的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井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与

资料，经分析取舍，为制定《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提供素

材。 

引用和参照国标、自然资源部等系统和环境保护部有关地下水采样的系列标

准。DZ/T 0270-2014《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HJ/T 164-2004《地下水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GB/T 51040-2014《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DZ/T 0310-2017

《地下水巢式监测井建设规程》、DZ/T 0148-2014《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GB/T 

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DZ/T 0064 《地下水质检验方法》、DZ/T 

0181 《水文测井工作规范》、DZ/T 0273 《地质资料汇交规范》、T/CMAS 0001 《绿

色勘查指南》、DZ/T 0064.2《地下水质检验标准 水样的采取和保存》、DZ/T 

0304-2017《多工艺空气钻探技术规程》、DZ/T 0260-2014《地热钻探技术规程》。 

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吸收目前较成熟的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的新设备、

新材料和新技术、新工艺等，将内容作为参考采纳。召开座谈会，聘请国内本行

业研究机构、知名专家、学者，就《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

编写框架和基本内容等进行讨论确定。 

标准在文字表达上力求准确简明、通俗易懂、逻辑严谨。按《标准化工作导

则》（GB/T 1.1—2020）的规定作为本规程的编写制式和印制格式。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除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

件和术语与定义外，规程的主体技术内容包括：第四章总则、第五章设计、第六

章钻探施工、第七章监测井管材及准备、第八章成井、第九章监测仪器安装与监

测井保护、第十章坐标高程测量、第十一章健康安全环保、第十二章竣工验收与

资料归档和 3个规范性附录。本标准正文共计 12章，全文 0.89万字。  

标准的技术内容力求全面、合理、实用，《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

建设规程》各章节内容提要见附表 1。 

（三）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规程是在广泛收集多层监测井建井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浅层地下水连续多

http://www.baidu.com/link?url=9KdLNnPOGm9B3SraBHOqxYtZ9Vb-BbXsDyJjG7yGk3785IFQNNE0kWmhEv4__ZwG82Ryj40Ax8d2Eh2YpSQyBt8VN4BtwtLoBV3VPnFNQFd4rXwBp__sSSy7_i9kyANq
http://www.baidu.com/link?url=9KdLNnPOGm9B3SraBHOqxYtZ9Vb-BbXsDyJjG7yGk3785IFQNNE0kWmhEv4__ZwG82Ryj40Ax8d2Eh2YpSQyBt8VN4BtwtLoBV3VPnFNQFd4rXwBp__sSSy7_i9kyANq
http://www.baidu.com/link?url=fSKWBVni1CPNn5xQsIEzOfTLnqLP7AsiRt9CEVC6-G-_bchtAHvlBz0zouuU1kReSdtp761urkJ5Iry0JpkE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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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管监测井建设工作现状和需求，采纳了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等有关技术内容。力求做到系统性、完整性、实用性。 

1 确定方法 

（1）文献参考 

对于标准中的能够查到参考资料的条款内容，按照文献资料中的内容编写，

或者在参考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写，并经过专家会议讨论最终确定条

款内容。做到规程中重要数据、章节的内容都有出处、有理由、有根据。 

在编写规程过程中，主要参考文献有 DZ/T 0270-2014《地下水监测井建设

规范》、HJ/T 164-200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GB/T 51040-2014《地下水

监测工程技术规范》、DZ/T 0310-2017《地下水巢式监测井建设规程》、DZ/T 

0148-2014《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GB/T 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

范》等标准文献，做到规程中重要数据、章节的内容都有出处、有理由、有根据。 

6.2不同地层的钻进方法机钻进参数，参考了 DZ/T 0148-2014《水文水井地

质钻探规程》中条款 8、9、10章的内容编制；6.3 泥浆选择和要求，参考了 T/CMAS 

0001 《绿色勘查指南》中的条款 7.1 编制，泥浆类型及配置参照 DZ/T 0148-2014

《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中条款 12 制定；6.4取心及编录参考 DZ/T 0148-2014

《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中条款 11。8.1 水文物探测井参考 DZ/T 0181 《水

文测井工作规范》中的条款 5 和条款 6；8.9 地下水采样参考 DZ/T 0064.2《地

下水质检验标准 水样的采取和保存》条款 4和 5；10高程测量参考 GB/T 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中的条款 3.6。12资料汇交参考 DZ/T 0273 《地

质资料汇交规范》中的条款 6、7、8。 

（2）专家会议确定 

对于没有参考资料的标准内容条款，需要先由项目组提出条款内容草案，再

通过专家会议研讨确定条款最终内容。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在编制过程中，共召开会议 2

次，确定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解决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很多关键问题。 

2019年 6月 24日，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项目组召开

http://www.baidu.com/link?url=9KdLNnPOGm9B3SraBHOqxYtZ9Vb-BbXsDyJjG7yGk3785IFQNNE0kWmhEv4__ZwG82Ryj40Ax8d2Eh2YpSQyBt8VN4BtwtLoBV3VPnFNQFd4rXwBp__sSSy7_i9kyANq
http://www.baidu.com/link?url=9KdLNnPOGm9B3SraBHOqxYtZ9Vb-BbXsDyJjG7yGk3785IFQNNE0kWmhEv4__ZwG82Ryj40Ax8d2Eh2YpSQyBt8VN4BtwtLoBV3VPnFNQFd4rXwBp__sSSy7_i9kyANq
http://www.baidu.com/link?url=fSKWBVni1CPNn5xQsIEzOfTLnqLP7AsiRt9CEVC6-G-_bchtAHvlBz0zouuU1kReSdtp761urkJ5Iry0JpkEEa
http://www.baidu.com/link?url=fSKWBVni1CPNn5xQsIEzOfTLnqLP7AsiRt9CEVC6-G-_bchtAHvlBz0zouuU1kReSdtp761urkJ5Iry0JpkE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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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文鹏、叶成明、史云、杜子图等 9名专家。通过本

次会议确定了：《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编制提纲。会上征

询了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等对《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

的制定建议，明确了本规程的定位，确定了规程的编制提纲、编写组成员及编写

内容分工。 

2019年 10 月 23日，《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项目组召

开第 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文鹏、乔德武、张建良、孟晖、史云、杜子图、

等 9名专家。本次会议确定了:规程各章节内容，以及监测井建井流程中关键问

题。比如监测井深度范围、章节内容和章节结构等。 

此次会议确定的《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编制内容如下： 

前言 

目次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4. 总则 

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2 设计书内容 

6. 钻探施工 

6.1 钻前准备 

6.2 钻进 

6.3 泥浆 

6.4 取心及编录 

7. 监测井管材及准备 

7.1 监测井材质及结构 

7.1 监测井材质及结构 

7.2 管材拉直 

7.3 进水窗口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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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进水窗口开设 

7.5 包网 

7.6 管底安装 

7.7 扶正器安装 

7.8. 降浮设置 

8. 成井 

8.1 测井 

8.2 破壁、换浆、探孔 

8.3 下管 

8.4 围填滤料 

8.5 止水 

8.6 止水效果检查方法 

8.7 洗井 

8.8 封孔 

8.9 采样 

9 监测仪器安装与监测井保护 

9.1 监测仪器安装 

9.2 监测井保护 

10坐标高程测量 

11健康、安全、环保 

12竣工验收与资料归档 

附录 A 表 A.1 成井记录表 

附录 A 表 A.2 洗井记录表 

附录 A 表 A.3 验收记录表 

标准提纲的确定，意义重大。一方面，进一步理清了规程的编制思路，优化

了规程条文的编制方法，为顺利完成规程送审稿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提升了

规程可操作性和成果编制水平，有利于规程发布后的实施。此外通过会议专家还

提出了术语要严谨，一些规定要考虑实际工作的可行性。会后，根据专家意见，

项目组进行了修改，完成了《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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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稿。 

2 主要内容的确定 

（1）标准名称 

2018 年，标准立项时期，题目为《地下水监测井连续多通道分层监测规范》。

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标准题目与标准内容不相符。2019 年 6 月，项目组在北

京召开标准编制提纲研讨会。会上，来自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南京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调查

局水环中心等单位多名专家，建议变更标准题目。专家组一致建议，将《地下水

监测井连续多通道分层监测规范》变更为《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

规程》，标准编写内容不变，与立项时期一致。 

2019 年 7 月，标准名称确定为《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 

（2）范围及定位 

经过多次专家会议讨论，确定《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

按行业标准制定。本标准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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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标准框架确定 

在《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立项初期，参考国外相关标

准，标准主要为连续多通道分层监测规范。编制内容除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与定义、总则外，主要有监测井及监测设计、钻探成井、监测仪器、监测方

法、井口保护等。重点针对分层监测、分层成井、分层采样提出要求。 

经过专家会议研讨，认为本标准应以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造为重点，应突

出钻探施工、井管准备、分层成井、分层止水、分层洗井，同时兼顾分层监测内

容。会议确定的标准框架为 12 章：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

义、4 总则、5 设计、6、 钻探施工、7 成井、8 取样、9 监测、10 井口保护、

11 验收与资料归档、12 健康、安全、环保。 

（4）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适用深度确定 

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的适用深度是本标准的难点。目前，国内最深的连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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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管监测井成井深度为 200m，2019 年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宁夏建成。成井难

度极大，特别是下管环节、填砾止水环节。 

经过多次专家研讨，认为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的适用深度不宜过深，宜以监

测浅层地下水为主。浅层地下水多指地表以下 60m 深度范围内的地下水

（https://baike.so.com/doc/6059073-6272123.html，水环所《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

调查评价》中给出的定义）。本标准适用于地表以下 60m 深度范围内，建设的地

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 

（5）分层止水方式确定 

分层止水是确保实现分层监测的关键工序。目前，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分层

范围 2-7 层，分层止水难度比较大。 

对于松散地层止水，采用优质黏土球止水，必要时采用膨润土水泥浆止水。

要求止水材料膨胀比大于 100%，水化膨胀时间大于 30min，止水隔水层段厚度

不小于 3m。围填止水材料时，从井管四周缓慢、均匀围填。实时测量止水材料

高度，防止止水材料架桥。 

对于基岩地层止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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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遇水膨胀橡胶不污染地下水，在水中体积膨

胀 3 倍以上，使用寿命 10 年以上。每个通道应安装 2 组以上止水带。膨胀橡胶

两端应设置纵向档盘，限制其纵向膨胀。 

当采用膨润土水泥浆止水时，在滤料面封填 1m-3m 黏土球，灌浆过程中，

随时测量、提升灌注导管，确保水泥浆充填到位。水泥浆高度高于止水层位顶板

高度 2m～3m。 

（6）洗井困难的解决方式 

连续多通道管地下水监测井有别于传统单管柱监测井的最大区别、成井特点

在于需要准确、精确实现从下到上的逐层填砾与逐层止水，需要在通道通径仅

12-30mm 的情况下得到良好的洗井效果，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在成井方面有其

自身的特点和要求，特别是如何克服洗井难题。为此，经过反复研讨，通过以下

几项手段解决洗井难题。一是，在条件允许时，推荐使用声波钻机。声波钻进过

程中，一般不使用泥浆等钻井液，孔壁无泥皮，洗井难度小。二是，推荐使用清

水、无固相泥浆作为钻井液，减少孔壁泥皮。三是，加大进水窗口，畅通洗井循

https://baike.so.com/doc/6059073-62721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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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通道。四是，地层条件复杂的钻孔，可采用二次下管法。第一次在钻孔内下入

外管，经分层填砾、止水、洗井后，在外管内下入连续多通道管。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

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属于技术规程，主要以操作层面为主。2012 年至 2015 年承担地质调

查项目“地下水多层监测井钻探成井工艺及材料研究”，在此期间，在北京通州

张家湾试验场建造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 38 口，开展了连续多通道井管钻探与成

井工艺研究。成功研制研发了 Φ70和 Φ105两种规格的连续多通道管及其配套成

井器具；编写了《地下水多层监测井技术规范》（讨论稿）。2015 年至今，在各

个地调、科研和市场项目中开展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 50 余口。同时在刊物、学

术会议发表“国外地下水污染调查监测井技术”、“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成井技

术”、“地下水污染调查监测井建造技术”、“地下水污染调查多级监测井建造及取

样技术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技术研究”、“连续多通道监测井在北

京张家湾地区的应用研究”、“国外地下水污染调查取样技术综述”、“CMT 技术

在地下水多层监测中的应用研究”“CMT 监测井在黑河流域地下水监测中的应

用”“多通道地下水监测技术应用示范”等关于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

建设技术方面的论文十余篇。项目组成员常年开展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井工

作，积累许多经验和心得。 

2019 年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玛纳斯河流域水文地质调查”二级项目中，在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讨论稿）指导下，成功完成了 6

眼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井施工工作。通过收集现场施工人员及技术人员

反馈信息，《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讨论稿）内容详细全面，

可操作性比较强，适合作为开展野外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工作的指导性文

件。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 

为了保证监测井的建井质量，美国 ASTM (美国材料试验协会)分委员会地下

水和渗流区域探查委员会已经制定了大量监测井关键性指南和操作规程。如 D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18.htm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2&recid=&FileName=TKGC201710002&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bsm=QK0202;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2&recid=&FileName=TKGC201710002&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bsm=QK0202;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4&recid=&FileName=IAOB201606024&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bsm=QK0201;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4&recid=&FileName=IAOB201606024&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pr=&URLID=&bsm=QK0201;
https://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CurRec=7&recid=&FileName=TKGC201411001&DbName=CJFDLAST2015&DbCode=CJFQ&yx=&pr=&URLID=&bsm=QK0202;
http://baike.baidu.com/view/872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4240.htm
http://www.astm.org/DATABASE.CART/PAGES/D66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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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4：《地下水监测井用洗井和采样设备的选择指南》，D6452：《地下水质量调

查井的洗井方法指南》，此方面的规范标准较为完善和细致。《欧盟水框架指令》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明确提出了欧洲国家地下水监测井的布设和

监测技术方法的要求。 

日本、荷兰、台湾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地下水监测井规范标准主要包含地

下水监测专用井结构设计及成井工艺研究、地下水自动监测仪器研等方面的内

容，为地下水监测井的开发利用、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提供技术支撑，这都是我

国今后在制定或修订相应的监测井规范、开展相关的监测井建设工作中值得学习

和借鉴的地方。 

国内关于地下水监测井相关标准主要是制定了一些水质监测及采样等方面

的技术标准，这些标准规范了地下水监测技术的基本要求。针对监测井建井方面

的标准规范较少，只是在某些特定类型的监测井有所涉及，如 DZ/T 0270-2014

《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中介绍了地下水监测井建造各项流程的技术要求。

HJ/T 164-200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提及监测井的建设与管理的相关内

容。GB/T 51040-2014《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中介绍了地下水监测井建造

各项流程的技术要求中涉及监测井设计与施工方面的技术要求。DZ/T 0310-2017

《地下水巢式监测井建设规程》中介绍了巢式监测井建造各项流程的技术要求与

本标准较为贴近，但巢式监测井和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在钻探、成井工艺均有较

大区别，目前我国尚无专业用于开展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成井的技术标准。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的编制，是总结了目前的最新

的、最实用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技术和成果，可提高我国多浅层地下水连续

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工艺水平和技术服务质量，规范现施工单位在连续多通道管

监测井建设技领域的混乱局面。 

标准引用了现有的 DZ/T 0270-2014《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HJ/T 164-200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GB/T 51040-2014《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DZ/T 0310-2017《地下水巢式监测井建设规程》、DZ/T 0148-2014《水文水井地

质钻探规程》、GB/T 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等标准中有关浅层地

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方面的技术规定。同时，在编制过程中，规程也参

考了国外相关标准的内容和经验，引用借鉴了国外相关标准的先进经验。 

http://www.astm.org/DATABASE.CART/PAGES/D66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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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标准引用了现有的 DZ/T 0270-2014《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HJ/T 164-200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GB/T 51040-2014《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DZ/T 0310-2017《地下水巢式监测井建设规程》、DZ/T 0148-2014《水文水井地

质钻探规程》、GB/T 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等标准中有关监测井

建设方面的技术规定。 

本标准在编制中注意了与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 DZ/T 0270-2014《地下水监

测井建设规范》、DZ/T 0310-2017《地下水巢式监测井建设规程》、HJ/T 164-200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的协调，不存在冲突和矛盾。 

本标准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矿产行业推荐性标准，是规范国内地下水浅层连续

多通道监测井建造工作的技术指南，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对于标准编制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分歧意见，通过专家会议确定。比如，

针对标准题目的变更的问题，项目组难以确定，通过专家会议确定。标准立项时

期，题目为《地下水监测井连续多通道分层监测规范》。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

标准题目与标准内容不相符。为此，2019 年 6 月，项目组在北京召开标准编制

提纲研讨会。会议决定，将《地下水监测井连续多通道分层监测规范》变更为《浅

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标准编写内容不变，与立项时期一致。

2019 年 7 月，标准名称确定为《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以自然资源部行业推荐性

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在纳入自然资源部行业标准体系后，可作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

地质工作中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重要参考依据和准则。从事监测井建

设单位和技术人员、操作人员都应严格遵守和执行。同时建议，本规程只对浅层

https://www.so.com/link?m=augsuTuIQK9keydDsTQTEbgmvt3qB9ZrvNGlbpjGQAmM5aC0DVMY%2Bh7%2B5i8f8bPNJg5BuGb8silcAaIngMvfzl9%2B5ve%2BFfa%2FD9s9yXxlO%2Bl7j2qywxgFj3RAbfY%2BuDZ6innC3HhxzmgqyhTFy%2B6fOODljeUNPVy80pJdAKRd9RmalEZaronpPSHC%2FrLreKTO6dNJlUtWvuHjfU4qG%2BixQAAuyK5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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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技术作了一般性和原则性的规定与要求，各施工

单位在贯彻执行本规程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某些实施细则或补充要求。 

采用本规程时，还应以下列标准或规程规范配合使用：DZ/T 0270-2014《地

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HJ/T 164-200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GB/T 

51040-2014《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DZ/T 0148-2014《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

程》等。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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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建设规程》章节内容提要表 

规程章条 规程目次 内容摘要 备注 

1 范围 
规定了浅层地下水连续多通道管监测井中的技术要求和操

作规定，指出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对规程中出现的专用术语加以定义  

4 总则 总则  

5 设计 监测井设计的一般规定、设计书内容和  

5.1 一般规定 监测井设计、审查和变更的一般规定  

5.2 设计书内容 单孔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  

6 钻探施工 监测井钻探施工各流程技术要求和操作规定  

6.1 钻前准备 钻前准备相关技术要求与规定  

6.2 钻进 钻进方法和技术要求  

6.3 泥浆 选择和添加材料的技术要求  

6.4 取心及编录 取心及编录的技术要求  

7 监测井管材及准备 井管安装流程、方法及要求  

7.1 监测井材质及结构 井管基本要求  

7.2 管材拉直 拉直方法及要求  

7.3 进水窗口定位 窗口定位依据、方法和原则  

7.4 进水窗口开设 开设方法及要求  

7.5 包网 包网方法及要求  

7.6 管底安装 管底安装要求  

7.7 扶正器安装 扶正器安装要求  

7.8 降浮设置 降低下管浮力的方法及要求  

8 成井 成井各流程的有关规定及方法  

8.1 测井 测井方法及规定  

8.2 破壁、换浆、探孔 破壁、换浆、探孔规定  

8.3 下管 下管方法及有关要求  

8.4 围填滤料 围填滤料的相关规定  

8.5 止水 不同地层止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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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章条 规程目次 内容摘要 备注 

8.6 洗井 洗井方法和有关要求  

8.7 封孔 封孔规定  

8.8 采样 采样方法及水样保存方法  

9 
监测仪器安装与监测

井保护 
监测仪器安装与监测井保护  

9.1 监测仪器安装 安装流程及要求  

9.2 监测井保护 监测井保护相关规定  

10 坐标高程测量 高程的相关要求  

11 健康、安全、环保 提出在建井过程中的健康安全环保要求  

12 竣工验收与资料归档 竣工验收与资料归档有关要求  

附录 A 成井记录表 以表格形式给出成井表格的形式、内容  

附录 B 洗井记录表 以表格形式给出洗井表格的形式、内容  

附录 C 验收记录表 规定了监测井建井验收基本内容和技术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