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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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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大部分单位开展钻孔数据库建设的应用需求ꎮ 通过部分地勘单位的应用实践ꎬ 符合

钻孔数据库建设要求ꎬ 可为钻孔数据库建设提供技术参考ꎮ
本书可供地质数据库建设相关技术人员以及大中专院校师生参考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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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质钻孔是在地质勘探工作中利用钻探设备向地下钻成的直径较小深度较大的柱

状圆孔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区域地质、 矿产地质、 水文地质、 工

程地质、 环境地质调查、 矿产资源勘查评价、 海洋地质勘查、 油气矿产勘查和科学研

究等地质工作ꎬ 获得了大量的、 十分珍贵的地质钻孔资料ꎮ 地质钻孔资料是地质勘查

工作形成的最重要成果之一ꎬ 是地质勘查工作形成的第一手资料ꎬ 是人类认识地球最

直接的原始地质信息记录ꎬ 具有原始性和基础性ꎮ 充分利用地质钻孔资料ꎬ 可有效降

低地质工作风险ꎬ 减少重复工作和资金浪费ꎬ 并在地质找矿、 城市建设、 工程建设、
灾害防治、 生态保护和地质科学研究等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纵观全球ꎬ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德国、 澳大利亚等地质勘查和矿业开发发达的

国家都非常重视地质钻孔资料的采集、 管理和利用ꎬ 纷纷开展了不同程度的钻孔数据

库建设ꎬ 并对外公开提供钻孔资料和数据服务ꎬ 实现地质钻孔资料的资源共享和信息

共享ꎮ 美国等国家建立的钻孔数据库ꎬ 在地球构造研究、 地质找矿、 城市规划与建

设、 环境灾害防治等诸多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就此项工作而言ꎬ 我们尚显不足ꎬ
对原始地质钻孔资料管理利用比较薄弱ꎬ 特别是那些具有重要科学研究意义和对区域

矿产资源开发、 重大工程建设具有重要价值的地质钻孔资料ꎬ 致使我国重要地质钻孔

资料的管理和再次开发利用十分困难ꎮ 我国最近完成的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ꎬ 以

及数据库建设与研究ꎬ 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ꎬ 极大地充实了基础地质数据资料ꎬ 对

于支撑我国地质调查具有重要意义ꎮ
为了开展我国钻孔数据库建设工作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局资助开展全

国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研究ꎮ 在此项工作研究成果基础上ꎬ 本书重点对固体矿产、 水

文、 工程和煤田地质勘查工作形成的地质钻孔数据的建库方法、 要求、 内容、 质量控

制等进行介绍说明ꎮ 本书介绍的钻孔数据库建设内容ꎬ 主要是依据钻孔柱状图上已有

数据以及工作实际中经常用到的钻孔数据作为基础ꎬ 进行研究确定的ꎮ 上述四类地质

钻孔的属性数据库建设内容基本能够覆盖我国 ９８％以上的钻孔ꎬ 能够满足大部分单位

开展钻孔数据库建设的应用需求ꎮ 上述有关内容ꎬ 通过了部分地勘单位的实际应用实

践ꎬ 符合钻孔数据库建设要求ꎮ 本书主要是面向对于有钻孔数据库建设需求的读者ꎬ
也可作为钻孔数据库建设的参考教材ꎮ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ꎬ 参考了 «地质钻孔 (井) 基本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２—
１９９４)、 «固体矿产钻孔地质数据库文件格式» (ＤＺ / Ｔ０１２６—９４)、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

地质编录规程 (试行)» (ＤＤ２００６—０１)、 «固体矿产钻孔数据库建设工作指南 (试
用)»、 «水文地质钻孔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４—９４)、 «工程地质钻探规程» (Ｄ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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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００１７—９１)、 «煤田地质钻孔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５—９４) 等技术标准和要求ꎬ 得

到了国土资源部、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和全国各省级地质

资料馆藏机构的大力支持ꎬ 以及多个专家的指导ꎬ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ꎮ
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ꎬ 特别是缺少编写教材的经验ꎬ 书中的缺点和不当之处在所

难免ꎬ 敬请读者给予赐教ꎮ

编　 者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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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国内外钻孔数据库建设现状

地质钻孔资料是地质勘查工作形成的第一手资料ꎬ 是人类认识地球、 保护和合理利用

矿产资源和地质环境的最直接的原始地质信息记录ꎬ 是工作的基础数据ꎮ 新中国成立以

来ꎬ 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区域地质、 矿产地质、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 环境地质调查、 矿

产资源勘查评价、 海洋地质勘查、 油气矿产勘查和科学研究等地质工作ꎬ 获得了大量的、
十分珍贵的地质钻孔资料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累计完成钻探总进尺约 ４ × １０８ 多米ꎬ 其中ꎬ
固体矿产钻探总进尺约 ２ × １０８ｍꎮ 这些钻孔资料具有基础性、 分布广泛ꎬ 基本覆盖我国的

陆地区域ꎮ
地质钻孔资料是地质调查、 资源评价最重要的原始成果ꎬ 是原始地质资料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ꎬ 是岩心不可缺少的属性说明资料ꎬ 是成果地质资料中主要成果来源的基础资料ꎮ
地质钻孔资料可广泛应用于地球科学研究、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工程建设、 地质环境保

护、 防灾减灾、 国土空间开发、 城镇布局优化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ꎬ 对

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ꎮ 自 １９９８ 年以来ꎬ 我国也多次组织开展了地质

钻孔数据库建设研究工作ꎬ 形成了钻孔数据库建设方面的技术标准和要求ꎬ 但由于对全国

钻孔资料保管情况不了解、 数量不清楚、 经费有限、 人力不足等原因ꎬ 尚未建成全国钻孔

属性数据库ꎮ 为了推进我国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工作ꎬ ２０１３ 年国土资源部组织全国开展

重要地质钻孔图表建库工作ꎬ 建成全国重要地质钻孔图片数据库ꎬ 这为我国钻孔属性数据

库建设提供了基础ꎮ
纵观全球ꎬ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德国、 澳大利亚等地质勘查和矿业开发发达国家

非常重视地质钻孔资料的采集、 管理和利用ꎬ 纷纷开展了不同程度的钻孔数据库建设ꎬ
并对外公开提供钻孔资料和数据服务ꎬ 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数据支撑ꎮ 建成

我国钻孔属性数据库ꎬ 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地质钻孔资料和数据ꎬ 既可以避免低水平

重复工作ꎬ 节约资金和时间ꎬ 提高地勘工作效率ꎬ 降低矿产勘查风险ꎬ 又可以让全社

会更好地了解地质工作成果ꎬ 吸收社会资金投资矿业ꎬ 更好地为我国矿业发展创造条

件ꎮ 同时ꎬ 也可以为我国基础地质科学研究、 国土资源调查评价、 灾害防治、 国土整

治、 城市规划与经济区建设ꎬ 以及深地探测提供基础数据支撑ꎬ 更好地为我国城市建

设、 城镇化建设、 重大工程部署与决策、 灾害防治与研究、 地质找矿远景区规划、 区

域地质科学研究提供服务ꎮ

１ １　 国外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钻孔资料的采集和利用工作ꎬ 不仅仅通过立法规范钻孔资料的

集中管理和资料共享ꎬ 还利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和计算机技术、 数据库技术、 网络技术开展

１



信息社会化服务ꎮ 据调查ꎬ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德国、 澳大利亚等地质大国ꎬ 均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国土范围内无论开展何种目的的钻孔工作ꎬ 工作结束后必

须将所有相关资料交给相关主管部门保管ꎮ 同时ꎬ 为了维护生产者的利益ꎬ 对生产者提供

的资料设定一定的保密期ꎮ 保密期过后ꎬ 该资料全部对社会开放ꎬ 以使社会所有人能够共

享应用ꎬ 从而在国家层面保证资料的充分共享ꎮ 为扩大地质钻孔资料利用范围ꎬ 提高地质

钻孔资料利用效率ꎬ 上述国家都将钻孔数据库作为基础地质信息的最重要信息建立了钻孔

数据库ꎬ 开展网上信息服务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美国地质调查局 (ＵＳＧＳ) 开始地质数据库的研究与建设ꎮ 经过 ４０

年的努力ꎬ ＵＳＧＳ 先后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地质数据库ꎬ 如全国矿产资源数据库、 全国煤炭

数据库、 全国水文数据存储检索系统、 海洋地质数据库、 地球化学与岩石分析数据库等ꎮ
在这些数据库中存入美国数万个矿床和矿点信息ꎬ 数十万处钻孔和野外露头的观测数据ꎬ
为美国开展地球动力学、 大地构造模拟、 地球起源、 城市规划与建设、 地质环境灾害监测

与评价、 危机矿山开发、 矿产资源评价与规划等重大地质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此外ꎬ 美

国在全球矿产资源数据库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ꎮ
英国地质调查局 (ＢＧＳ) 先后建立了陆地钻孔数据库、 水文钻孔数据库、 全国重力数

据库、 全国地球化学数据库、 石油数据库、 世界矿山数据库、 矿产地质索引库等ꎮ
澳大利亚开展的管理钻孔详细记录和实验分析数据系统项目ꎬ 建立了基于数据资源的

勘探地质系统 (ＤＲＥＧＳ)ꎬ 同时ꎬ 也建立了钻孔普查数据库 (ＤＲＬＲＥＣＯＮ) 和钻孔虚拟岩

心数据库ꎮ 通过开展矿产勘探计划特别是近年来开展的详细钻探计划项目建立了相应的数

据库系统ꎬ 并将这些数据保存在开放文件档案系统中ꎬ 同时研究开发了勘探者Ⅱ号数据管

理系统ꎮ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 (ＧＳＣ) 也建立了一系列地质数据库ꎬ 除了勘探数据库ꎬ 还有油气

勘探数据库、 物理归档数据库、 地质数据收集及海岸网等ꎮ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 (ＢＧＲ) 建立了全国地质钻孔数据库ꎮ 按照德

国联邦政府立法要求ꎬ 各矿业公司在钻探工程结束后ꎬ 都必须将钻孔资料数据提供给

ＢＧＲꎬ 由 ＢＧＲ 进行钻孔数据的维护与管理ꎬ 并提供社会化服务ꎮ
据国外地质文献ꎬ 目前世界上已建成上千个大型地质数据库ꎬ 所建立的数据库基本上

涉及地质学的各个领域ꎬ 有些数据库已通过网络实现互联互通组成网络数据库ꎬ 并通过远

程互操作和互运算技术ꎬ 实现联机分析ꎮ

１ ２　 国内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现状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投入了大量资金ꎬ 全国地勘行业 (地矿、 有色、 冶金、 煤炭、
建材、 化工、 武警、 核工业、 石油等部门) 的地质工作者辛勤劳动数十年ꎬ 开展了全面的、
不同尺度的地质矿产勘查工作ꎬ 完成钻探总进尺约 ４ × １０８多米ꎬ 保存 １０００ × １０４ｍ 典型岩矿

心等实物地质资料ꎮ 这些钻孔资料具有基础性特点ꎬ 基本覆盖我国陆地区域ꎬ 在开展基础地

质研究、 国土资源调查评价、 矿产勘查开发、 水工环勘查、 地质灾害防治、 国土整治、 城市

规划与经济区建设中ꎬ 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地质基础数据ꎬ 并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宏观决

策、 远景规划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ꎮ
２



地质钻孔资料是地质调查、 资源评价最重要的原始成果ꎬ 是原始地质资料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ꎬ 是岩心不可缺少的属性说明资料ꎬ 是成果地质资料中主要成果来源的基础性资

料ꎮ 但通过 １９９８ 年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的全国地质资料管理情况调查发现ꎬ 全国非油气

系统保存的原始地质资料 (地质原本档案) ４０ ５ 万档、 １４２０ 万件ꎬ 以及 ３０ 万个钻孔资

料大多分散保存在生产单位ꎬ 地质资料处于分散保管状态ꎬ 保存数量、 质量不明ꎮ 由于体

制和机制的转变ꎬ 受地勘队伍转产、 重组、 撤销等影响ꎬ 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地质资料散

失、 自然损毁现象严重ꎬ 开发利用极其困难ꎮ
为充分利用和保管地质钻孔资料ꎬ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了多次钻孔数据库

建设试点探索ꎬ 并取得一些成就ꎮ

１ ２ １　 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研究

地质矿产部 (现国土资源部)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就开始对地质钻孔资料的应用

开展试验研究ꎬ １９８８ 年启动 “固体矿产勘查评价自动化系统 (ＫＰＸ)” 项目ꎬ 组织开展钻

孔数据库建设技术标准研究ꎮ 先后发布了行业标准 «地质钻孔 (井) 基本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２—１９９４)、 «石油钻井地质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３—１９９４)、 «水文地质钻孔

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４—１９９４)、 «煤田地质钻孔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５—１９９４)、
«固体矿产钻孔地质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６—１９９４)ꎻ 制定了 «固体矿产钻孔数据库建

设工作指南»ꎻ 开发了固体矿产钻孔数据采编系统 (ＣＨＩＮＡＺＫ)ꎬ 该系统提供了实现钻孔

资料数字化的手段ꎬ 不仅可以对原有纸介质资料数字化ꎬ 还可以对新施工钻孔的信息编录

直接入机管理ꎮ ＣＨＩＮＡＺＫ 系统是以固体矿产普查勘探原始地质编录规范和工作流程为标

准ꎬ 专门针对钻孔工程的标准化数据采集、 编辑、 入机、 建立数据库而设计的ꎬ 主要功能

包括: 钻孔地质综合编录、 勘查数据管理、 钻孔柱状图输出、 报表生成等ꎬ 并在 １９９９ 年

国土资源调查中推广应用ꎮ

１ ２ ２　 固体矿产钻孔数据库建设试点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制定了 «固体矿产钻孔数据库建设工作指南 (试

用)»ꎬ 并在安徽、 河北、 青海、 江苏、 山东、 新疆、 云南、 四川、 陕西、 广东 １０ 省

(区) 部署了钻孔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ꎬ 完成 １２４ × １０４ｍ 钻孔的数据库建设工作ꎬ 初步形

成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工作标准、 工作流程、 质量控制方法等ꎮ

１ ２ ３　 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试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ꎬ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在山东、 四川开展了重要地质钻孔数据

库建设试点工作ꎮ 通过试点ꎬ 摸清试点省份地质钻孔基本现状ꎬ 建立钻孔基础信息库和重

要地质钻孔试点数据库ꎬ 完成 ２０ × １０４ｍ 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和 ８９ × １０４ｍ 地质钻孔

基本信息数据库建设ꎮ 其中: ①山东省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 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

院、 山东省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ꎬ 这三个地质勘查单位都是综合性地质队ꎬ 所掌握的资料

比较全面、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ꎬ 共计录入 ６０ 个矿区 １５５７ 个钻孔ꎬ 总进尺 ４１ × １０４ｍ 的地

质钻孔信息ꎮ ②四川省地质调查院资料馆、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川西北地质队、
４０３ 地质队、 ２０７ 地质队、 １０８ 地质队ꎬ 获得了四川省松潘县东北寨金矿、 四川省会理县

３



拉拉铜矿、 四川省白玉县呷村银多金属矿、 四川省巴塘县夏塞银铅和马边磷矿等共 ９２ 个

矿区资料保管情况信息ꎮ 共计 １１４３７ 个钻孔ꎬ 总进尺 ４８ × １０４ｍꎮ

１ ２ ４　 全国地质钻孔基本信息清查

２０１１ 年ꎬ 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钻孔基本信息清查工作ꎬ 建立全国地质钻孔基本信息

数据库ꎬ 共入库 １１０３ 个地勘单位的 ３５５８０ 个有钻探工作量项目的 ９５８１０２ 个钻孔 (除油

气、 海洋、 放射性钻孔外)ꎮ 通过全国地质钻孔基本信息清查工作ꎬ 基本查清我国地勘单

位保管的除油气以外的区域地质、 矿产地质、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 (大型以上项目)、 环

境地质、 灾害地质勘查等形成的地质钻孔基本信息ꎬ 基本掌握我国地勘单位保管的地质钻

孔类型、 分布及数量ꎮ 清查内容主要包括钻孔编号、 名称、 类型、 坐标、 孔深、 终孔日

期、 档案号、 保管单位、 施工单位ꎬ 以及其他相关基本信息ꎮ

１ ２ ５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图表数据库建设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ꎬ 国土资源部组织全国开展重要地质钻孔图表建库工作ꎬ 编写了重要

地质钻孔图片数据库建设方面的技术要求ꎬ 建成全国重要地质钻孔图表数据库ꎬ 包含

１１００ 个地勘单位的 ３ 万个项目的 ７０ 万个钻孔、 ７ 万张工程布置图、 ３０ 万张勘探线剖面

图、 ９０ 万张钻孔柱状图、 １３０ 万张样品测试分析结果表ꎮ 这是在我国首次建成全国地质钻

孔资料方面的数据库ꎬ 其包含有图片格式的钻孔柱状图信息ꎬ 包括钻孔深度、 钻孔类型、
终孔深度、 终孔日期、 时代、 层位、 含矿带、 分层、 岩性描述、 测试分析数据等信息ꎬ 这

为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提供了资料来源和基础ꎮ 同时ꎬ 开发完成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

服务平台ꎬ 向社会提供了钻孔基础信息服务ꎮ
通过以上工作ꎬ 为我国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工作提供了技术准备和数据基础ꎮ 在

全国地质钻孔图表数据库建设工作基础上ꎬ 开展全国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研究ꎬ 建立

钻孔属性信息可编辑的钻孔属性数据库是可行并且必要的ꎬ 对于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地质找矿、 地下空间开发、 生态保护、 重大工程、 灾害防治等具有重要意义ꎮ

４



第 ２ 章　 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技术要求

２ １　 术语及定义

１) 地质钻孔资料ꎮ 地质资料保管单位归档保管的区域地质、 矿产地质、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 (大型以上项目)、 环境地质、 灾害地质勘查等钻探工程形成的记录钻孔地质信

息、 工程信息的资料ꎮ
２) 重要地质钻孔资料ꎮ 依法应汇交、 已归档保管、 信息完整的地质钻孔资料ꎮ
３) 重要地质钻孔ꎮ 按照一定规则、 要求和方法筛选出需要采集建库的具有重要意义

和价值的钻孔ꎮ
４) 重要地质钻孔数据ꎮ 对于固体矿产、 水文、 工程、 环境地质勘查形成的钻孔ꎬ 包

含有大量的属性数据信息ꎬ 按照钻孔数据的重要性筛选出的必须采集入库的钻孔数据

信息ꎮ
５) 钻孔属性数据库ꎮ 将地质钻孔资料中的钻孔工程信息、 钻孔地质信息、 样品测试

数据等相关数据项著录入库的数据库ꎮ
６) 属性表ꎮ 描述地质钻孔资料基本属性的数据集合ꎮ
７) 实体ꎮ 数据库中描述的现实世界中的对象或概念ꎮ
８) 数据元素ꎮ 数据的基本单位ꎬ 由数据项组成ꎮ
９) 字段ꎮ 与对象或类关联的变量ꎮ 在数据库中ꎬ 表的 “列” 称为 “字段”ꎬ 每个字

段包含某一专题信息ꎮ
１０) 标识码ꎮ 对某一类数据中某个实体进行唯一标识的代码ꎮ
１１) 数据项ꎮ 数据元素由若干个数据项组成ꎬ 是数据记录中最基本的、 不可分割的

有名数据单位ꎮ
１２) 数据项代码ꎮ 按照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１９８８) 国家标准设

定相关数据项代码ꎮ
１３) 数据类型ꎮ 数据类型是一组性质相同的值的集合以及在该集合上允许的一组操

作的总称ꎮ
１４) 约束条件ꎮ 数据项填写约束分为必选、 可选和条件必选项ꎬ 分别用 Ｍ、 Ｏ、 Ｃ

表示ꎮ
１５) 元数据ꎮ 描述数据的数据ꎮ
１６) 矢量数据ꎮ 在直角坐标系中ꎬ 用 Ｘ、 Ｙ 坐标表示地图图形或地理实体的位置的

数据ꎮ
１７) 栅格数据ꎮ 按网格单元的行与列排列、 具有不同灰度或颜色的阵列数据ꎮ

５



１８) 数据字典ꎮ 对数据的数据项、 数据结构、 数据流、 数据存储、 处理逻辑、 外部

实体等进行定义和描述ꎬ 其目的是对数据流程图中的各个元素做出详细的说明ꎮ
１９) 值域ꎮ 填写数据项的取值范围ꎮ
２０) 单位ꎮ 数据项的数据类型为数字型且涉及数量的单位ꎬ 如米 ( ｍ)、 千克

(ｋｇ) 等ꎮ
２１) 主键ꎮ 唯一标识属性表中记录的一个或多个数据项ꎮ
２２) 外键ꎮ 唯一标识关联属性表记录的一个或多个数据项ꎬ 即是关联表的主键ꎮ 主

要用于表间关联ꎮ

２ ２　 重要地质钻孔的筛选要求

２ ２ １　 建库范围

依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全国地质钻孔基本信息清查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全国地质钻孔图

片数据库建设成果ꎬ 固体矿产、 水文、 工程、 煤田地质勘查工作形成的地质钻孔数量占全

国钻孔总数量的 ９７ ３５％ ꎮ 为做好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工作ꎬ 本书重点讨论上述地质勘查

工作形成的地质钻孔的属性库内容建设ꎬ 其他类型的地质钻孔也可参照本规定ꎮ

２ ２ ２　 重要地质钻孔的筛选意义

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ꎬ 并且不是所有的钻孔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ꎮ 在有限的条件下ꎬ 从上百万的钻孔中选择哪些钻孔是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首

先需要解决的问题ꎬ 这就是重要地质钻孔的筛选问题ꎮ 重要地质钻孔筛选是从大量的各种

类型的钻孔中ꎬ 按照一定的规则、 要求和方法挑选出需要采集建库的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的钻孔ꎮ 筛选出符合要求的重要地质钻孔对于建设钻孔属性数据库以及后续钻孔资料的服

务利用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 ２ ３　 重要地质钻孔的筛选原则

２ ２ ３ １　 钻孔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筛选重要矿床 (矿区)、 超大型和大中型矿床地质特征的钻孔ꎬ 成矿作用区域内代表

性钻孔ꎬ 重大地质科研进展与最新理论成果的钻孔ꎬ 重大地质科学发现的钻孔ꎬ 最新成矿

理论、 最新成矿模型、 最新发现矿物的钻孔ꎬ 反映全国范围的区域成矿地质构造环境及成

矿规律研究的钻孔ꎬ 地质工作空白区内的钻孔ꎬ 代表区域内广泛分布的地质现象、 地层发

育情况的钻孔ꎬ 典型地质剖面和控制层位上的钻孔、 重要矿种的钻孔等ꎬ 作为重要地质钻

孔进行采集建库ꎮ

２ ２ ３ ２　 钻孔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筛选典型矿库、 重点矿区、 重要生态区、 重大工程区、 重要成矿区 (带)、 整装勘查

区、 重要区域内等钻孔ꎬ 作为重要地质钻孔进行采集建库ꎮ

２ ２ ３ ３　 钻孔的特殊性

选取地球深部钻探、 极地考察、 大洋调查或深海地质调查类钻孔ꎬ 基础地质研究类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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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ꎬ 境外矿产资源勘查类钻孔ꎬ 深度较大的钻孔ꎬ 以及城市区、 自然保护区、 偏远地区、
高寒地区、 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地区的钻孔等ꎬ 作为重要地质钻孔进行采集建库ꎮ

２ ２ ３ ４　 钻孔资料的齐全性

筛选的钻孔在具有重要性和系统性基础上ꎬ 重要地质钻孔的资料要尽可能齐全ꎬ 至少

包含钻孔孔位信息、 深度信息、 层位和岩性信息、 样品分析数据信息、 钻孔测斜数据信息

等ꎮ 要求钻孔资料重要信息齐全ꎬ 资料越多越好ꎮ

２ ２ ４　 固体矿产和煤田地质勘查类钻孔的筛选要求

重点筛选重要矿床、 典型矿床、 超大型矿床、 大中型矿床、 重要矿区、 重要生态区、
重大工程区、 重要成矿区 (带)、 整装勘查区、 重要区域内的钻孔ꎬ 钻探较深的钻孔ꎬ 稀

有金属矿产的钻孔ꎬ 不同矿种的钻孔ꎬ 不同成矿类型的钻孔ꎬ 重要勘探线、 勘探剖面图和

主干实测剖面上的钻孔ꎬ 控制层位上的钻孔ꎬ 重大地质科研进展与最新理论成果的钻孔ꎬ
重大地质科学发现的钻孔ꎬ 最新成矿理论、 最新成矿模型、 最新发现矿物的钻孔ꎬ 反映全

国范围的区域成矿地质构造环境及成矿规律研究的钻孔ꎬ 地质工作空白区内的钻孔等ꎮ
筛选的重要地质钻孔最好应同时穿越主矿体和次要矿体、 反映矿区内主要成矿地质特

征ꎬ 包括主要矿石类型、 地层、 岩体、 蚀变、 构造现象等特征ꎬ 并且保存完好ꎬ 配套资料

齐全ꎮ 同时考虑矿体的连续性、 矿石类型、 代表性等因素ꎮ 从系统性考虑ꎬ 应尽可能筛选

包含各类围岩和蚀变类型比较多的钻孔ꎬ 有助于后续利用这些钻孔研究矿床形成过程中物

理化学条件及矿床成因ꎬ 这同时也是重要的找矿标志ꎮ 对于砂金、 盐湖、 石膏等矿产ꎬ 钻

孔数量大、 深度浅、 地层较为简单的ꎬ 可以适当筛选出矿区内代表性的钻孔进行建库ꎬ 不

必全部建库ꎮ 筛选时要求钻孔资料尽可能完整ꎬ 分散覆盖全矿区ꎬ 能够反应区域内完整的

地质特征ꎮ

２ ２ ５　 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勘查类钻孔的筛选要求

水文和工程地质勘查类钻孔较多ꎬ 并且大部分钻孔深度较浅ꎬ 重点筛选沉积盆地、 重

要生态保护区、 重要水源区、 重大工程、 重要城市区、 重要区域内、 特殊工程地质特性的

钻孔ꎬ 孔位较深的钻孔ꎬ 揭示区域、 地层层序、 序列、 沉积盆地的岩相、 古地理环境类的

钻孔ꎬ 具有重大供水意义的控制孔、 基准孔ꎬ 重大工程地质勘查项目的参数孔、 基准孔、
深孔、 特殊孔ꎬ 调查区域小、 比例尺大、 钻孔密度较大、 钻孔施工较深以及在这些区域尚

未开展其他地质工作的钻孔ꎬ 钻孔深度在 ５０ｍ 以深的钻孔ꎮ

２ ３　 重要地质钻孔数据的筛选内容

２ ３ １　 重要地质钻孔数据的筛选要求

本书重点讨论固体矿产、 水文、 工程、 煤田地质勘查工作形成的地质钻孔的属性库数

据重点筛选内容ꎬ 对于其他类型的地质钻孔也可参照本规定ꎮ 对于固体矿产、 水文、 工

程、 煤田地质勘查工作形成的地质钻孔重要数据内容的筛选ꎬ 主要参照 «地质矿产术语

分类代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１９８８)、 «固体矿产钻孔地质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６—１９９４)、
７



«水文地质钻孔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４—１９９４)、 «煤田地质钻孔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５—１９９４)、 «地质钻孔 (井) 基本数据表结构» (ＤＺ / Ｔ０１２２—１９９４) 等国家标准ꎬ 并

结合地质钻孔应用实际、 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内容筛选确定ꎮ
１) 对于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ꎬ 重点采集钻孔开孔 Ｘ、 开孔 Ｙ、 开孔 Ｈ、 终孔

日期、 设计方位角、 设计倾角、 设计孔深、 实际方位角、 实际倾角、 实际孔深、 终孔 Ｘ、
终孔 Ｙ、 终孔 Ｈ、 柱状图比例尺、 分层号、 起始孔深、 终止孔深、 厚度、 岩心长度、 采取

率、 岩石名称、 地层单位或期次、 层位、 地质描述、 接触关系、 测量次序、 记录孔深、 校

测孔深、 误差、 误差率、 测量孔深、 天顶角、 方位角、 样品编号、 样品起孔深、 样品止孔

深、 岩矿石名称、 岩矿心长度、 样品长度、 岩矿心直径、 样品质量、 实验室编号、 样品分

析类型、 分析项名称ꎬ 以及回次数据、 物相分析数据、 体重测定数据、 组合分析数据、 样

品全分析数据、 测井曲线层数据、 测井曲线点数据等ꎮ
２) 对于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ꎬ 重点采集钻孔经度、 钻孔纬度、 钻孔坐标 Ｘ、 钻孔

坐标 Ｙ、 钻孔高程 Ｈ、 地下水类型、 终孔日期、 终孔深度、 含水层稳定水位、 质量等级、
含水段个数、 完井井深、 地层层序、 年代地层单位名称、 岩石地层单位名称、 底界深度、
层底标高、 岩层厚度、 岩心采取率、 岩石名称、 地层岩性描述、 水质分析数据、 电测井数

据、 结构数据、 抽水试验数据等ꎮ
３) 对于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ꎬ 重点采集钻孔纬度、 钻孔经度、 钻孔坐标 Ｘ、 钻孔

坐标 Ｙ、 钻孔高程 Ｈ、 开孔日期、 终孔日期、 设计孔深、 实际孔深、 初始水位深度、 稳定

水位深度、 标准贯入和动力触探试验记录数据、 岩石物理力学数据、 土工试验记录数据、
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层数据、 抽水试验数据、 水质分析数据、 工程地质信息数据、 波速

测试数据和测井曲线数据ꎮ
４) 对于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表ꎬ 重点采集钻孔经度、 钻孔纬度、 钻孔坐标 Ｘ、 钻

孔坐标 Ｙ、 钻孔高程 Ｈ、 钻孔类型、 开孔日期、 终孔日期、 实际方位角、 实际倾角、 终孔

深度、 直径、 变径深度、 终孔孔径、 终孔层位、 钻进方法、 岩心总采取率、 煤心总采取

率、 可采煤层总采取率、 见煤深度、 止煤深度、 层号、 层位、 分层深度、 岩石地层单位名

称、 岩层倾角、 岩层厚度、 接触关系、 岩矿心长度、 采取率、 岩石名称、 岩性描述、 测点

地面高度、 地下水位高程、 静止水位、 煤质分析数据、 记录孔深、 校测孔深、 误差、 误差

率、 测量孔深、 天顶角、 方位角、 煤层记录数据、 煤样试验记录数据、 测井曲线层数据和

测井曲线点数据ꎮ

２ ３ ２　 重要地质钻孔数据采集内容

钻孔重要数据的采集ꎬ 是以钻孔为单元ꎬ 填写钻孔基础数据ꎬ 根据钻孔类型ꎬ 选择所

需要采集的不同类型的钻孔数据信息ꎬ 逐个表格采集填写ꎮ 根据 ２ ３ １ 节确定的筛选要

求ꎬ 固体矿产、 水文、 工程、 煤田地质勘查类地质钻孔主要采集以下数据内容ꎮ

２ ３ ２ １　 钻孔基础信息数据采集内容及说明

(１) 项目信息数据采集内容及说明

项目信息主要描述地质钻孔所属项目的相关信息ꎬ 包括项目名称、 成果资料档号、 项

目结束时间、 工作程度、 比例尺、 主要矿种、 省馆成果资料档号等ꎬ 见表 ２ １ꎮ
８



表 ２ １　 项目信息数据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行政区划代码
钻孔资料保管单位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代码ꎬ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ＧＢ / Ｔ２２６０)ꎬ 详细到县级行政区划代码

２ 组织机构代码
按照本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证» 填写ꎬ 格式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 Ｘꎬ 填写时需按位置正

确填写ꎬ 如: ４０００１４２７ － ６

３ 项目名称 有 “钻探工作量” 的地质工作项目的全称

４ 资料名称 对于有成果资料的地质工作项目ꎬ 填写对应的成果报告名称

５ 成果资料档号 钻孔资料保管单位存档的该地质工作项目形成的成果资料档号

６ 项目结束时间 项目工作结束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７ 工作程度 工作程度分为: 预查、 普查、 详查、 勘探、 其他

８ 比例尺
比例尺包括: > １∶１ 万ꎬ １∶１ 万ꎬ １∶２ ５ 万ꎬ １∶５ 万ꎬ １∶１０ 万ꎬ １∶２０万ꎬ １∶２５万ꎬ １∶５０
万ꎬ １∶１００ 万ꎬ １∶２５０ 万ꎬ １∶５００ 万ꎬ < １∶５００ 万ꎬ 其他

９ 主要矿种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附件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和 «地质矿

产术语分类代码矿床学»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１６—１９９８) 的规定填写ꎬ 最多选择填写三种

主要矿种

１０ 省馆成果资料档号 省级馆藏归档保管的成果资料档号

１１ 密级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ꎬ 密级分为绝密、 机密、 秘密ꎮ 根据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 增补 “保护、 公开”ꎬ 根据地质资料实际情况选择填写其中

之一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行政区划代码ꎮ 填写钻孔资料保管单位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代码ꎬ 按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ＧＢ / Ｔ２２６０)ꎬ 详细到县级行政区划代码ꎮ
２) 组织机构代码ꎮ 填写钻孔资料保管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ꎮ 按照本单位 «组织机构

代码证» 填写ꎬ 格式为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 Ｘꎬ 填写时需按位置正确填写ꎬ 如: ４０００１４２７ － ６ꎮ
对于涉密单位ꎬ 如: 核工业所属的单位ꎬ 可用本单位名称的汉语拼音首字母代替ꎬ 长度多

于 １０ 位的ꎬ 取前 １０ 位填写ꎻ 长度不足 １０ 位的ꎬ 在后面加 “１” 补足 １０ 位填写ꎮ
３) 项目名称ꎮ 填写有 “钻探工作量” 的地质工作项目的全称ꎮ
４) 资料名称ꎮ 对于有成果资料的地质工作项目ꎬ 填写对应的成果报告名称ꎻ 对于没

有成果资料的地质工作项目ꎬ 则可填写其他相关资料名称ꎮ
５) 成果资料档号ꎮ 填写钻孔资料保管单位存档的该地质工作项目形成的成果资料

档号ꎮ
６) 项目结束时间ꎮ 填写项目工作结束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如: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９ 日ꎬ 应填写为: １９９８ － ０９ － ０９ꎮ
７) 工作程度ꎮ 矿产地质勘查类填报项ꎬ 填写工作程度ꎬ 分为: 预查、 普查、 详查、

勘探、 其他ꎮ
８) 比例尺ꎮ 区调类填报项ꎬ 填写比例尺ꎬ 包括: > １∶１ 万ꎬ １∶１ 万ꎬ １∶２ ５ 万ꎬ １∶５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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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万ꎬ １∶２０ 万ꎬ １∶２５ 万ꎬ １∶５０ 万ꎬ １∶１００ 万ꎬ １∶２５０ 万ꎬ １∶５００ 万ꎬ < １∶５００ 万ꎬ 其他ꎮ
９) 主要矿种ꎮ 矿产地质勘查类必填ꎬ 填写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

则» 附件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和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矿床学»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１６—
１９９８) 的规定填写ꎬ 最多选择填写三种主要矿种ꎮ

矿产资源分类细目:
能源矿产: 煤、 煤成气、 石煤、 油页岩、 石油、 天然气、 油砂、 天然沥青、 铀、 钍、

地热ꎮ
金属矿产: 铁、 锰、 铬、 钒、 钛ꎻ 铜、 铅、 锌、 铝土矿、 镍、 钴、 钨、 锡、 铋、 钼、

汞、 锑、 镁ꎻ 铂、 钯、 钌、 锇、 铱、 铑ꎻ 金、 银ꎻ 铌、 钽、 铍、 锂、 锆、 锶、 铷、 铯ꎻ
镧、 铈、 镨、 钕、 钐、 铕、 钇、 钆、 铽、 镝、 钬、 铒、 铥、 镱、 镥ꎻ 钪、 锗、 镓、 铟、
铊、 铪、 铼、 镉、 硒、 碲ꎮ

非金属矿产: 金刚石、 石墨、 磷、 自然硫、 硫铁矿、 钾盐、 硼、 水晶 (压电水晶、
熔炼水晶、 光学水晶、 工艺水晶)、 刚玉、 蓝晶石、 硅线石、 红柱石、 硅灰石、 钠硝石、
滑石、 石棉、 蓝石棉、 云母、 长石、 石榴子石、 叶蜡石、 透辉石、 透闪石、 蛭石、 沸石、
明矾石、 芒硝 (含钙芒硝)、 石膏 (含硬石膏)、 重晶石、 毒重石、 天然碱、 方解石、 冰

洲石、 菱镁矿、 萤石 (普通萤石、 光学萤石)、 宝石、 黄玉、 玉石、 电气石、 玛瑙、 颜料

矿物 (赭石、 颜料黄土)、 石灰岩 (电石用灰岩、 制碱用灰岩、 化肥用灰岩、 熔剂用灰

岩、 玻璃用灰岩、 水泥用灰岩、 建筑石料用灰岩、 制灰用灰岩、 饰面用灰岩)、 泥灰岩、
白垩、 含钾岩石、 白云岩 (冶金用白云岩、 化肥用白云岩、 玻璃用白云岩、 建筑用白云

岩)、 石英岩 (冶金用石英岩、 玻璃用石英岩、 化肥用石英岩)、 砂岩 (冶金用砂岩、 玻

璃用砂岩、 水泥配料用砂岩、 砖瓦用砂岩、 化肥用砂岩、 铸型用砂岩、 陶瓷用砂岩)、 天

然石英砂 (玻璃用砂、 铸型用砂、 建筑用砂、 水泥配料用砂、 水泥标准砂、 砖瓦用砂)、
脉石英 (冶金用脉石英、 玻璃用脉石英)、 粉石英、 天然油石、 含钾砂页岩、 硅藻土、 页

岩 (陶粒页岩、 砖瓦用页岩、 水泥配料用页岩)、 高岭土、 陶瓷土、 耐火粘土、 凹凸棒石

粘土、 海泡石粘土、 伊利石粘土、 累托石粘土、 膨润土、 铁矾土、 其他粘土 (铸型用粘

土、 砖瓦用粘土、 陶粒用粘土、 水泥配料用粘土、 水泥配料用红土、 水泥配料用黄土、
水泥配料用泥岩、 保温材料用粘土)、 橄榄岩 (化肥用橄榄岩、 建筑用橄榄岩)、 蛇纹

岩 (化肥用蛇纹岩、 熔剂用蛇纹岩、 饰面用蛇纹岩)、 玄武岩 (铸石用玄武岩、 岩棉用

玄武岩)、 辉绿岩 (水泥用辉绿岩、 铸石用辉绿岩、 饰面用辉绿岩、 建筑用辉绿岩)、
安山岩 (饰面用安山岩、 建筑用安山岩、 水泥混合材用安山玢岩)、 闪长岩 (水泥混合

材用闪长玢岩、 建筑用闪长岩)、 花岗岩 (建筑用花岗岩、 饰面用花岗岩)、 麦饭石、
珍珠岩、 黑曜岩、 松脂岩、 浮石、 粗面岩 (水泥用粗面岩、 铸石用粗面岩)、 霞石正长

岩、 凝灰岩 (玻璃用凝灰岩、 水泥用凝灰岩、 建筑用凝灰岩)、 火山灰、 火山渣、 大理

岩 (饰面用大理岩、 建筑用大理岩、 水泥用大理岩、 玻璃用大理岩)、 板岩 (饰面用板

岩、 水泥配料用板岩)、 片麻岩、 角闪岩、 泥炭、 矿盐 (湖盐、 岩盐、 天然卤水)、 镁

盐、 碘、 溴、 砷ꎮ
水气矿产: 地下水、 矿泉水、 二氧化碳气、 硫化氢气、 氦气、 氡气ꎮ
１０) 省馆成果资料档号ꎮ 填写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保管该成果地质资料的

档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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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密级ꎮ 填写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的绝密、 机密、 秘密填写ꎬ
以及根据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 增补 “保护、 公开”ꎬ 根据地质资料实际情况选择填写其

中之一ꎮ
(２) 钻孔基础信息数据采集内容及说明

钻孔基础信息数据ꎬ 用来记录钻孔的基础数据信息ꎬ 一个钻孔对应一个钻孔基础信

息数据表ꎬ 主要包括钻孔编号、 名称、 类型、 坐标系、 坐标、 深度、 施工单位等ꎬ 见

表 ２ ２ꎮ 对于钻孔基础数据信息ꎬ 每一类钻孔都需要采集ꎮ

表 ２ ２　 钻孔基础信息数据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行政区划代码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ＧＢ / Ｔ２２６０)ꎬ 详细到县级行政区划代码

２ 组织机构代码
按照本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证» 填写ꎬ 格式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 Ｘꎬ 填写时需按位置正

确填写ꎬ 如: ４０００１４２７ － ６

３ 成果资料档号 钻孔资料保管单位存档的该地质工作项目形成的成果资料档号

４ 原始资料档号 钻孔资料存放在本单位原始地质资料库中的档案编号

５ 钻孔编号 设计施工时给定的钻孔原始编号

６ 勘探线号 设计施工时给定的钻孔所在勘探线编号

７ 钻孔名称 设计施工时给定的钻孔名称

８ 钻孔类型 钻孔类型为词典项ꎬ 选择填写钻孔类型

９ 工作区名称 钻孔所属的工作区全称

１０ 钻孔位置 按钻孔原始记录所记录的钻孔位置ꎬ 填写钻孔所在行政区详细位置

１１ 坐标系 钻孔所用的坐标系

１２ 工作区原点坐标 Ｘ
工作区或城市采用独立坐标 (近似或假定坐标) 的测网原点相对于国家测网坐标

值 Ｘ

１３ 工作区原点坐标 Ｙ
工作区或城市采用独立坐标 (近似或假定坐标) 的测网原点相对于国家测网坐标

值 Ｙ

１４ 孔口坐标 Ｘ 钻孔所在位置的高斯坐标 Ｘꎬ 单位 ｍ

１５ 孔口坐标 Ｙ 钻孔所在位置的高斯坐标 Ｙꎬ 单位 ｍ

１６ 孔口经度 Ｘ 钻孔所在位置的地理坐标 Ｘꎬ 格式 Ｄ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

１７ 孔口纬度 Ｙ 钻孔所在位置的地理坐标 Ｙꎬ 格式 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

１８ 孔口高程 Ｈ 钻孔所在位置的孔口高程ꎬ 单位 ｍ

１９ 终孔深度 Ｚ 钻孔的终孔深度ꎬ 单位 ｍ

２０ 终孔日期 钻孔结束钻进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２１ 施工单位 钻孔施工单位名称

２２ 测井报告 钻孔物探测井报告目前保存情况

２３ 原始地质记录表 钻孔原始地质记录表目前保存情况

２４ 钻孔岩心 钻孔岩心目前保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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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行政区划代码ꎮ 填写钻孔资料保管单位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代码ꎬ 按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ＧＢ / Ｔ２２６０)ꎬ 详细到县级行政区划代码ꎮ
２) 组织机构代码ꎮ 填写本单位组织机构代码ꎮ 按照本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证» 填

写ꎬ 格式为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 Ｘꎬ 填写时需按位置正确填写ꎬ 如: ４０００１４２７ － ６ꎮ 对于涉密单

位ꎬ 如: 核工业所属的单位ꎬ 可用本单位名称的汉语拼音首字母代替ꎬ 长度多于 １０ 位的ꎬ
取前 １０ 位填写ꎻ 长度不足 １０ 位的ꎬ 在后面加 “１” 补足 １０ 位填写ꎮ

３) 成果资料档号ꎮ 填写钻孔资料保管单位存档的该地质工作项目形成的成果资料

档号ꎮ
４) 原始资料档号ꎮ 填写钻孔资料存放在本单位原始地质资料库中的档案编号ꎮ 对于

“成果地质资料” 和 “原始地质资料” 合并归档以及没有原始地质资料档号的钻孔资料ꎬ
填写钻孔资料对应的成果地质资料的档号ꎮ

５) 钻孔编号ꎮ 填写设计施工时给定的钻孔原始编号ꎮ 没有钻孔编号的钻孔ꎬ 钻孔编

号按钻孔名称填写ꎮ
６) 勘探线号ꎮ 填写设计施工时给定的钻孔所在勘探线编号ꎮ
７) 钻孔名称ꎮ 填写设计施工时给定的钻孔名称ꎮ 没有给定钻孔名称的此项不填ꎮ
８) 钻孔类型ꎮ 填写钻孔所属的地质工作类型ꎬ 分为 ９ 大类ꎬ 包括: ①区调钻孔

(１ａ 区域地质调查钻孔ꎬ １ｂ 区域矿产调查钻孔ꎬ １ｃ 区域水工环调查钻孔ꎬ １ｄ 其他区

调钻孔)ꎻ ②矿产地质勘查钻孔 (２ａ 综合矿产地质勘查钻孔ꎬ ２ｂ 煤田地质勘查钻孔ꎬ
２ｃ 金属矿产地质勘查钻孔ꎬ ２ｄ 非金属矿产地质勘查钻孔ꎬ ２ｅ 放射性矿产地质勘查钻

孔ꎬ ２ｆ 地热、 矿泉水、 气体矿产地质勘查钻孔)ꎻ ③水文地质勘查钻孔ꎻ ④工程地质勘

查钻孔ꎻ ⑤环境地质勘查钻孔ꎻ ⑥灾害地质勘查钻孔ꎻ ⑦城市地质勘查钻孔ꎻ ⑧地质科学

研究钻孔ꎻ ⑨其他ꎮ
９) 工作区名称ꎮ 填写钻孔所属的工作区全称ꎮ 按矿产地行政区划 ＋ 工作区名称填

写ꎬ 即: 省 (区、 市)、 县 (市、 区)、 乡 (镇)、 村 ＋ 工作区名称ꎮ 如: 黑龙江省宁安

市海浪镇高家村蛋白石矿ꎮ
１０) 钻孔位置ꎮ 按钻孔原始记录所记录的钻孔位置ꎬ 填写钻孔所在行政区详细位置ꎬ

包括省 (区、 市)、 县 (市、 区)、 乡 (镇)、 村、 街道名称、 钻孔具体位置ꎮ 如: 江苏

省仪征市月塘镇东风村登月湖东 １００ｍꎮ
１１) 坐标系ꎮ 填写钻孔所采用的坐标系ꎬ 包括: ①北京 １９５４ － ３°带ꎻ ②北京 １９５４ －

６°带ꎻ ③国家 １９８０ － ３°带ꎻ ④国家 １９８０ － ６°带ꎻ ⑤地方坐标ꎻ ⑥地理坐标ꎮ
※注: 关于坐标系、 工作区原点坐标、 孔口坐标、 孔口经纬度的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

典说明如下: ①有经纬度的钻孔ꎬ 选择填报坐标系中的 “地理坐标”ꎬ 并填报孔口经纬

度ꎮ 不必填报矿区原点坐标和孔口坐标ꎮ ②无经纬度的钻孔ꎬ 坐标系为: 北京 １９５４ － ３°
带、 北京 １９５４ － ６°带、 国家 (西安) １９８０ － ３°带、 国家 (西安) １９８０ － ６°带的钻孔ꎬ 据

实选择坐标系ꎬ 并填报孔口坐标 Ｘ、 孔口坐标 Ｙꎮ 不必填报矿区原点坐标 Ｘ 和 Ｙꎮ ③无经

纬度的钻孔ꎬ 又非北京 １９５４ 和国家 １９８０ 坐标系的钻孔ꎬ 选择填报坐标系中的 “地方坐

标”ꎬ 并填报矿区 (城市) 原点坐标 Ｘ 和 Ｙꎬ 同时填报孔口坐标 Ｘ、 孔口坐标 Ｙꎮ
１２) 工作区原点坐标 Ｘꎮ 填写工作区或城市采用独立坐标 (近似或假定坐标) 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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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原点相对的国家测网坐标值 Ｘꎮ 坐标系为: 北京 １９５４ － ３°带、 北京 １９５４ － ６°带、 国家

１９８０ － ３°带、 国家 １９８０ － ６°带ꎬ 地理坐标的钻孔ꎬ 此项不填ꎮ
１３) 工作区原点坐标 Ｙꎮ 填写工作区或城市采用独立坐标 (近似或假定坐标) 的测

网原点相对于国家测网坐标值 Ｙꎮ 坐标系为: 北京 １９５４ － ３°带、 北京 １９５４ － ６°带、 国家

１９８０ － ３°带、 国家 １９８０ － ６°带ꎬ 地理坐标的钻孔ꎬ 此项不填ꎮ
１４) 孔口坐标 Ｘꎮ 填写钻孔所在位置的高斯坐标 Ｘꎬ 单位为 ｍꎬ 精确到厘米ꎬ

如: ３５４３９６０ ９４ꎮ
１５) 孔口坐标 Ｙꎮ 填写钻孔所在位置的高斯坐标 Ｙꎬ 单位为 ｍꎬ 精确到厘米ꎬ

如: ４０３９６０５８ ９８ꎮ
１６) 孔口经度ꎮ 填写钻孔所在位置的地理坐标 Ｘꎬ 按 “度分秒” 填写ꎬ 格式为:

Ｄ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ꎮ 如:
孔口经度为: １１８°２６′３７ ４１００″ꎬ 应填写为: １１８２６３７ ４１００ꎻ
孔口经度为: ９８° ３４′５１ ２１００″ꎬ 应填写为: ９８３４５１ ２１００ꎮ
１７) 孔口纬度ꎮ 填写钻孔所在位置的地理坐标 Ｙꎬ 按 “度分秒” 填写ꎬ 格式为:

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ꎮ 如:
孔口纬度为: ３４° ５５′４５ ３２００″ꎬ 应填写为: ３４５５４５ ３２００ꎮ
孔口纬度为: ８°５０′３０ ６８００″ꎬ 应填写为: ８５０３０ ６８００ꎮ
１８) 终孔深度 Ｚꎮ 填写钻孔结束钻进的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ꎬ 精确到厘米ꎮ 如: 终孔深度

为 ７６５ ４３ｍꎬ 应填写为: ７６５ ４３ꎮ
１９) 孔口高程 Ｈꎮ 填写钻孔所在位置的高程信息ꎬ 单位为 ｍꎬ 精确到厘米ꎮ 如孔口高

程为负值的ꎬ 需在数值前加负号ꎮ
２０) 终孔日期ꎮ 填写钻孔结束钻进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２１) 施工单位ꎮ 填写钻孔施工单位名称ꎮ
２２) 测井报告ꎮ 填写钻孔物探测井报告目前保存情况ꎬ 选填 “有 /无”ꎮ
２３) 原始地质记录表ꎮ 填写钻孔原始地质记录表目前保存情况ꎬ 选填 “有 /无”ꎮ
２４) 钻孔岩心ꎮ 填写钻孔岩心目前保存情况ꎮ 只要是钻孔岩心目前在保存的ꎬ 就选

填 “有”ꎻ 其他情况ꎬ 则选填 “无”ꎮ

２ ３ ２ ２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重要数据采集内容及说明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ꎬ 除采集钻孔基础信息数据外ꎬ 还应采集钻孔开口信息、
地质综合数据、 测斜数据、 化学分析数据、 回次数据、 物相分析数据、 体重测定数据、 组

合分析数据、 样品全分析数据、 测井曲线层数据、 测井曲线点数据等重要数据ꎬ 具体采集

信息表内容如表 ２ ３ 所示ꎮ

表 ２ ３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重要数据采集信息表内容

序号 地质工作类别 属性表名称

１

２

３

４

固体矿产勘查类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回次数据表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表

钻孔结构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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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地质工作类别 属性表名称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固体矿产勘查类

钻孔分层数据表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

钻孔标本采样数据表

钻孔劈心样数据表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

钻孔物相分析数据表

钻孔体重测定数据表

钻孔组合分析数据表

钻孔岩石样品全分析数据表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

(１) 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基本信息是确定钻孔位置的重要数据信息ꎮ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基

本信息表内容见表 ２ ４ꎮ

表 ２ ４　 钻孔基本信息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钻孔类别 主要包括: 基准地质孔、 异常检查孔、 普查孔、 勘探孔 (详查、 勘探)、 采矿验证孔

２ 开孔坐标 Ｘ 开孔高斯坐标ꎬ 单位 ｍ

３ 开孔坐标 Ｙ 开孔高斯坐标ꎬ 单位 ｍ

４ 开孔高程 Ｈ 开孔高程ꎬ 单位 ｍ

５ 开孔日期 钻孔开始钻进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６ 终孔日期 钻孔结束钻进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７ 设计方位角 设计方位角ꎬ 单位 (°)

８ 设计倾角 设计倾角ꎬ 单位 (°)

９ 设计孔深 设计孔深ꎬ 单位 ｍ

１０ 实际方位角 实际方位角ꎬ 单位 (°)

１１ 实际倾角 实际倾角ꎬ 单位 (°)

１２ 实际孔深 实际孔深ꎬ 单位 ｍ

１３ 终孔坐标 Ｘ 终孔高斯坐标ꎬ 单位 ｍ

１４ 终孔坐标 Ｙ 终孔高斯坐标ꎬ 单位 ｍ

１５ 终孔高程 Ｈ 终孔高程ꎬ 单位 ｍ

１６ 柱状图比例尺 绘制钻孔柱状图时的比例尺ꎬ 只填写比例尺分母

１７ 施工质量 此项设置为词典项: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报废

１８ 编录质量 此项设置为词典项: 优、 良、 合格

１９ 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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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２０ 编录单位 编录单位名称

２１ 探矿施工人员 探矿施工人员姓名

２２ 地质编录人员 地质编录人员姓名

２３ 水文编录人员 水文编录人员姓名

２４ 质量检查人员 质量检查人员姓名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钻孔类别ꎮ 主要包括: 基准地质孔、 异常检查孔、 普查孔、 勘探孔 (详查、 勘

探)、 采矿验证孔ꎮ
２) 开孔坐标 Ｘꎮ 填写开孔高斯坐标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开孔坐标 Ｙꎮ 填写开孔高斯坐标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开孔高程 Ｈꎮ 填写开孔高程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开孔日期ꎮ 填写钻孔开始钻进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６) 终孔日期ꎮ 填写钻孔结束钻进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７) 设计方位角ꎮ 填写设计方位角ꎬ 单位为 (°)ꎮ
８) 设计倾角ꎮ 填写设计倾角ꎬ 单位为 (°)ꎮ
９) 设计孔深ꎮ 填写设计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０) 实际方位角ꎮ 填写实际方位角ꎬ 单位为 (°)ꎮ
１１) 实际倾角ꎮ 填写实际倾角ꎬ 单位为 (°)ꎮ
１２) 实际孔深ꎮ 填写实际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３) 终孔坐标 Ｘꎮ 填写终孔高斯坐标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４) 终孔坐标 Ｙꎮ 填写终孔高斯坐标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５) 终孔高程 Ｈꎮ 填写终孔高程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６) 柱状图比例尺ꎮ 填写绘制钻孔柱状图时的比例尺ꎬ 只填写比例尺分母ꎮ 如: 比

例尺为 １∶１００ 时ꎬ 填写 １００ 即可ꎮ
１７) 施工质量ꎮ 填写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报废ꎮ
１８) 编录质量ꎮ 填写优、 良、 合格ꎮ
１９) 施工单位ꎮ 填写施工单位名称ꎮ
２０) 编录单位ꎮ 填写编录单位名称ꎮ
２１) 探矿施工人员ꎮ 填写探矿施工人员姓名ꎮ
２２) 地质编录人员ꎮ 填写地质编录人员姓名ꎮ
２３) 水文编录人员ꎮ 填写水文编录人员姓名ꎮ
２４) 质量检查人员ꎮ 填写质量检查人员姓名ꎮ
(２)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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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５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分层号 钻孔分层顺序号

２ 起始孔深 指描述岩层在钻孔内的顶部深度ꎬ 单位 ｍ

３ 终止孔深 指描述岩层在钻孔内的底部深度ꎬ 单位 ｍ

４ 厚度 指所描述层的厚度ꎬ 描述层在钻孔内的顶深度与底深度之差ꎬ 单位 ｍ

５ 岩心长度 指钻孔的岩心长度ꎬ 单位 ｍ

６ 采取率 指描述层的层采取率ꎮ 即ꎬ 层岩心长度 / 层进尺 × １００％ ꎬ 单位％

７ 岩石名称 指描述层的主要岩性ꎬ 填写岩石的汉字名称

８ 描述表示该层岩性的花纹图形

９ 地层单位或期次 地层单位见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ꎬ 描述到界、 系、 统ꎻ 侵入岩期次见 ＤＺ / Ｔ０１４６

１０ 层位
指描述层所处的层位ꎬ 即与地层单位或侵入岩期次有关的层位ꎬ 见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

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ꎮ 段、 层自行定义

１１ 地质描述 指描述层位的岩石岩性、 构造痕迹等

１２ 接触关系 指层之间的关系ꎮ 即本层与其下一层的接触关系或与岩体关系

１３ 简易水文
指钻孔的水文情况描述ꎮ 包括钻孔水位深度、 静止水位、 下钻前后水位ꎬ 冲洗液

消耗量、 冲洗液性质ꎬ 泥浆密度 (ｇ / ｃｍ３)、 泥浆黏度等

１４ 标志面名称 指标志面的名称

１５ 标志面孔深 指标志面在钻孔内出现的深度ꎬ 单位 ｍ

１６ 标志面夹角 指标志面与岩心轴的夹角ꎬ 单位 (°)

１７ 备注
包括掉钻具、 塌孔、 掉块、 埋孔、 涌水、 漏水、 缩扩孔径、 逸气、 涌沙等现象发

生的层位、 深度情况的简要说明

１８ 编录人员 指钻孔综合编录人员的姓名

１９ 编录日期 指钻孔综合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２０ 检查人员 指对钻孔综合编录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

２１ 检查日期 指对钻孔综合编录表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分层号ꎮ 填写钻孔分层顺序号ꎮ
２) 起始孔深ꎮ 指描述岩层在钻孔内的顶部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终止孔深ꎮ 指描述岩层在钻孔内的底部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层厚ꎮ 指所描述层的厚度ꎬ 描述层在钻孔内的顶深度与底深度之差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岩心长度ꎮ 指所描述地层的钻孔岩心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采取率ꎮ 指描述层的层采取率ꎮ 即ꎬ 层岩心长度 /层进尺 × １００％ ꎮ
７) 岩石名称ꎮ 指描述层的主要岩性ꎬ 填写岩石的汉字名称ꎮ
８) 花纹代码ꎮ 用于表示该层岩性的花纹图形ꎮ
９) 地层单位或期次ꎮ 地层单位见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ꎬ 描述到界、 系、 统ꎻ 侵入岩期次见

ＤＺ / Ｔ０１４６ꎮ
１０) 层位ꎮ 指描述层所处的层位ꎬ 即与地层单位或侵入岩期次有关的层位ꎬ 见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ꎮ 段、 层自行定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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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地质描述ꎮ 指描述层位的岩石岩性、 构造痕迹等ꎮ
１２) 接触关系ꎮ 指层之间的关系ꎮ 即本层与其下一层的接触关系或与岩体关系ꎮ
１３) 简易水文ꎮ 指钻孔的水文情况描述ꎮ 包括钻孔水位深度、 静止水位、 下钻前后

水位ꎬ 冲洗液消耗量、 冲洗液性质ꎬ 泥浆密度 (ｇ / ｃｍ３)、 泥浆黏度等ꎮ
１４) 标志面名称ꎮ 指标志面的名称ꎮ
１５) 标志面孔深ꎮ 指标志面在钻孔内出现的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６) 标志面夹角ꎮ 指标志面与岩心轴的夹角ꎬ 单位为 (°)ꎮ
１７) 备注ꎮ 包括掉钻具、 塌孔、 掉块、 埋孔、 涌水、 漏水、 缩扩孔径、 逸气、 涌沙

等现象发生的层位和深度情况的简要说明ꎮ
１８) 编录人员ꎮ 指钻孔综合编录人员的姓名ꎮ
１９) 编录日期ꎮ 指钻孔综合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２０) 检查人员ꎮ 指对钻孔综合编录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ꎮ
２１) 检查日期ꎮ 指对钻孔综合编录表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３)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６ꎮ

表 ２ ６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测量次序 钻孔弯曲度测量时的顺序号ꎬ 如 １ꎬ ２ꎬ ꎬ １０

２ 记录孔深 钻进记录孔深ꎬ 单位 ｍ

３ 校测孔深 校测或检查测量孔深ꎬ 单位 ｍ

４ 误差 绝对误差ꎬ 单位 ｍ

５ 误差率 相对误差ꎬ 单位％

６ 测量孔深 测量或测点孔深ꎬ 单位 ｍ

７ 天顶角 天顶角或倾角ꎬ 单位 (°)

８ 方位角 方位角ꎬ 单位 (°)

９ 测量方法 使用仪器及测量方法

１０ 记录人员 记录者或测量人姓名

１１ 记录日期 查阅钻孔原始记录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２ 检查人员 检查者或检查测量人员姓名

１３ 检查日期 查阅钻孔原始记录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测量次序ꎮ 填写钻孔弯曲度测量时的顺序号ꎬ 如 １ꎬ ２ꎬ ꎬ １０ꎮ
２) 记录孔深ꎮ 填写钻进记录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校测孔深ꎮ 填写校测或检查测量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误差ꎮ 填写绝对误差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误差率ꎮ 填写相对误差ꎬ 单位为％ꎮ
６) 测量孔深ꎮ 填写测量或测点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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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天顶角ꎮ 填写天顶角或倾角ꎬ 单位为 (°)ꎮ
８) 方位角ꎮ 方位角ꎬ 单位为 (°)ꎮ
９) 测量方法ꎮ 使用仪器及测量方法ꎮ
１０) 记录人员ꎮ 记录者或测量人姓名ꎮ
１１) 记录日期ꎮ 查阅钻孔原始记录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２) 检查人员ꎮ 检查者或检查测量人姓名ꎮ
１３) 检查日期ꎮ 查阅钻孔原始记录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４)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７ꎮ

表 ２ ７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分析报告批号 指对钻孔样品进行基本化学分析的分析报告的批次号

２ 样品编号 指对钻孔岩心进行取样后ꎬ 对样品所编的序号

３ 起孔深 指样品在钻孔内的顶部深度ꎬ 单位 ｍ

４ 止孔深 指样品在钻孔内的底部深度ꎬ 单位 ｍ

５ 岩矿石名称 指取样岩心的岩石岩性名称

６ 岩矿心长度 指取样岩矿心的长度ꎬ 单位 ｍ

７ 样品长度 指所取的样品长度ꎬ 单位 ｍ

８ 岩矿心直径 指岩矿心的直径ꎬ 单位 ｍ

９ 样品质量 指所取样品的质量ꎬ 单位 ｋｇ

１０ 实验室编号 指进行样品分析的实验室编号

１１ 样品分析类型 基本化学分析ꎬ 词典项 ７

１２ 分析项名称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１３ 记录人员 指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人员姓名

１４ 记录日期 指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５ 检查人员 指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

１６ 检查日期 指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分析报告批号ꎮ 填写对钻孔样品进行基本化学分析的分析报告的批次号ꎮ
２) 样品编号ꎮ 填写对钻孔岩心进行取样后ꎬ 对样品所编的序号ꎮ
３) 起孔深ꎮ 填写样品在钻孔内的顶部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止孔深ꎮ 填写样品在钻孔内的底部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岩矿石名称ꎮ 填写取样岩心的岩石岩性名称ꎮ
６) 岩矿心长度ꎮ 填写取样岩矿心的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样品长度ꎮ 填写所取的样品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８) 岩矿心直径ꎮ 填写岩矿心的直径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９) 样品质量ꎮ 填写所取样品的质量ꎬ 单位为 ｋ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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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实验室编号ꎮ 填写进行样品分析的实验室编号ꎮ
１１) 样品分析类型ꎮ 填写基本化学分析ꎬ 词典项 ７ꎮ
１２) 分析项名称ꎮ 填写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ꎮ
１３) 记录人员ꎮ 填写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人员姓名ꎮ
１４) 记录日期ꎮ 填写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５) 检查人员ꎮ 填写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ꎮ
１６) 检查日期ꎮ 填写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５) 钻孔回次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回次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８ꎮ

表 ２ ８　 钻孔回次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回次序号 钻孔回次的顺序号

２ 回次位置自 回次位置自孔深ꎬ 单位 ｍ

３ 回次位置至 回次位置至孔深ꎬ 单位 ｍ

４ 岩矿心长 回次采取的岩矿心长度ꎬ 单位 ｍ

５ 残留岩心长 回次残留的岩心长度ꎬ 单位 ｍ

６ 进尺 回次的进尺ꎬ 单位 ｍ

７ 采取率 本回次钻孔岩心的采取率ꎬ 单位％

８ 日期 钻孔回次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９ 总块数 本回次钻孔岩心块的数量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回次序号ꎮ 填写钻孔回次的顺序号ꎮ
２) 回次位置自ꎮ 填写回次位置自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回次位置至ꎮ 填写回次位置至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岩矿心长ꎮ 填写回次采取的岩矿心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残留岩心长ꎮ 填写回次残留的岩心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进尺ꎮ 填写回次的进尺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采取率ꎮ 填写本回次钻孔岩心的采取率ꎬ 单位为％ꎮ
８) 日期ꎮ 填写钻孔回次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９) 总块数ꎮ 填写本回次钻孔岩心块的数量ꎮ
(６) 钻孔结构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结构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９ꎮ

表 ２ ９　 钻孔结构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孔径 钻孔孔径ꎬ 单位 ｍ

２ 孔深 钻孔深度ꎬ 单位 ｍ

３ 套管长度 钻孔套管长度ꎬ 单位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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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孔径ꎮ 填写钻孔孔径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２) 孔深ꎮ 填写钻孔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套管长度ꎮ 填写钻孔套管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钻孔分层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分层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１０ꎮ

表 ２ １０　 钻孔分层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分层号 钻孔分层顺序号

２ 上分层止孔深 上分层止孔深ꎬ 单位 ｍ

３ 换层深度 换层深度ꎬ 单位 ｍ

４ 回次岩心长 回次岩心长ꎬ 单位 ｍ

５ 分层岩心长 分层岩心长ꎬ 单位 ｍ

６ 进尺 分层进尺ꎬ 单位 ｍ

７ 采取率 分层岩心采取率ꎬ 单位％

８ 换层井深 换层井深ꎬ 单位 ｍ

９ 岩矿心编号回次自 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号

１０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自 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总块数

１１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自 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块数号

１２ 岩矿心编号回次至 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号

１３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至 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总块数

１４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至 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块数号

１５ 接触关系
主要包括: 整合、 不整合、 平行不整合、 角度不整合、 微角度不整合、 嵌

入不整合、 超覆不整合、 断层接触、 侵入接触、 接触关系不明

１６ 分层回次号 (现) 分层回次号 (现)

１７ 标志面孔深 标志面孔深ꎬ 单位 ｍ

１８ 标志面名称
主要分为: 层面、 层理、 劈理、 片理、 断层 (裂)、 裂隙、 节理、 流面、
流线、 矿层面

１９ 轴心夹角 轴心夹角ꎬ 单位 (°)

２０ 标志层代码 标志层代码

２１ 地层岩性描述 地层岩性描述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分层号ꎮ 填写钻孔分层顺序号ꎮ
２) 上分层止孔深ꎮ 填写上分层止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换层深度ꎮ 填写换层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回次岩心长ꎮ 填写回次岩心长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分层岩心长ꎮ 填写分层岩心长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进尺ꎮ 填写分层进尺ꎬ 单位为 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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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采取率ꎮ 填写分层岩心采取率ꎬ 单位为％ꎮ
８) 换层井深ꎮ 填写换层井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９) 岩矿心编号回次自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号ꎮ
１０)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自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总块数ꎮ
１１)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自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块数号ꎮ
１２) 岩矿心编号回次至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号ꎮ
１３)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至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总块数ꎮ
１４)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至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块数号ꎮ
１５) 接触关系ꎮ 填写接触关系ꎬ 主要包括: 整合、 不整合、 平行不整合、 角度不整

合、 微角度不整合、 嵌入不整合、 超覆不整合、 断层接触、 侵入接触、 接触关系不明ꎮ
１６) 分层回次号 (现)ꎮ 填写分层回次号 (现)ꎮ
１７) 标志面孔深ꎮ 填写标志面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８) 标志面名称ꎮ 填写标志面名称ꎬ 主要分为: 层面、 层理、 劈理、 片理、 断层

(裂)、 裂隙、 节理、 流面、 流线、 矿层面ꎮ
１９) 轴心夹角ꎮ 填写轴心夹角ꎬ 单位为 (°)ꎮ
２０) 标志层代码ꎮ 填写标志层代码ꎮ
２１) 地层岩性描述ꎮ 填写对地层岩性的描述ꎮ
(８) 钻孔标本采样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标本采样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１１ꎮ

表 ２ １１　 钻孔标本采样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井深位置 井深位置ꎬ 单位 ｍ

２ 分层号 钻孔分层的顺序号

３ 标本编号 指取样时给标本样品编的号码或名称

４ 标本类别 标本类别

５ 采样人员 采样人员姓名

６ 分析要求 分析要求

７ 岩矿心编号回次自 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号

８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自 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总块数

９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自 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块数号

１０ 岩矿心编号回次至 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号

１１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至 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总块数

１２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至 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块数号

１３ 岩矿心直径 岩矿心直径ꎬ 单位 ｍ

１４ 质量 质量ꎬ 单位 ｋｇ

１５ 袋数 袋数

１６ 岩石名称 岩石名称

１７ 采样日期 采样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８ 采取率 采取率ꎬ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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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井深位置ꎮ 填写井深位置ꎬ 单位为 ｍꎮ
２) 分层号ꎮ 填写钻孔分层的顺序号ꎮ
３) 标本编号ꎮ 填写取样时给标本样品编的号码或名称ꎮ
４) 标本类别ꎮ 填写标本类别ꎮ
５) 采样人员ꎮ 填写采样人员姓名ꎮ
６) 分析要求ꎮ 填写分析要求ꎮ
７) 岩矿心编号回次自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号ꎮ
８)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自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总块数ꎮ
９)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自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块数号ꎮ
１０) 岩矿心编号回次至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号ꎮ
１１)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至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总块数ꎮ
１２)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至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块数号ꎮ
１３) 岩矿心直径ꎮ 填写岩矿心直径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１４) 质量ꎮ 填写质量ꎬ 单位为 ｋｇꎮ
１５) 袋数ꎮ 填写袋数ꎮ
１６) 岩石名称ꎮ 填写岩石名称ꎮ
１７) 采样日期ꎮ 填写采样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８) 采取率ꎮ 填写采取率ꎬ 单位为％ꎮ
(９) 钻孔劈心样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劈心样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１２ꎮ

表 ２ １２　 钻孔劈心样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分层号 钻孔分层的顺序号

２ 样品编号 指取样时给样品编的号码或名称

３ 样品类别 样品类别

４ 采样位置自 采样位置自ꎬ 单位 ｍ

５ 采样位置至 采样位置至ꎬ 单位 ｍ

６ 岩矿心长度 岩矿心长度ꎬ 单位 ｍ

７ 采样人员 采样人员姓名

８ 分析要求 分析要求

９ 岩矿心编号回次自 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号

１０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自 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总块数

１１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自 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块数号

１２ 岩矿心编号回次至 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号

１３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至 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总块数

１４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至 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块数号

１５ 岩矿心 (采) 直径 岩矿心 (采) 直径ꎬ 单位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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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６ 原始质量 原始质量ꎬ 单位 ｋｇ

１７ 袋数 袋数

１８ 岩矿石名称 岩矿石名称

１９ 采样日期 采样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２０ 采取率 采取率ꎬ 单位％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分层号ꎮ 填写钻孔分层的顺序号ꎮ
２) 样品编号ꎮ 填写指取样时给样品编的号码或名称ꎮ
３) 样品类别ꎮ 填写样品类别ꎮ
４) 采样位置自ꎮ 填写采样位置自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采样位置至ꎮ 填写采样位置至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岩矿心长度ꎮ 填写岩矿心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采样人员ꎮ 填写采样人员姓名ꎮ
８) 分析要求ꎮ 填写分析要求ꎮ
９) 岩矿心编号回次自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号ꎮ
１０)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自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总块数ꎮ
１１)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自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起始回次块数号ꎮ
１２) 岩矿心编号回次至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号ꎮ
１３)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至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总块数ꎮ
１４)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至ꎮ 填写岩矿心编号结束回次块数号ꎮ
１５) 岩矿心直径ꎮ 填写岩矿心直径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１６) 原始质量ꎮ 填写原始质量ꎬ 单位为 ｋｇꎮ
１７) 袋数ꎮ 填写袋数ꎮ
１８) 岩石名称ꎮ 填写岩石名称ꎮ
１９) 采样日期ꎮ 填写采样日期ꎬ 格式为ＹＹＹＹ －ＭＭ －ＤＤꎮ
２０) 采取率ꎮ 填写采取率ꎬ 单位为％ꎮ
(１０) 钻孔物相分析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物相分析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１３ꎮ

表 ２ １３　 钻孔物相分析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分析报告批号 指对钻孔样品进行物相分析的分析报告的批次号

２ 样品编号 指对钻孔岩心进行取样后ꎬ 对样品所编的样号

３ 起孔深 指样品在钻孔内的顶部深度ꎬ 单位 ｍ

４ 止孔深 指样品在钻孔内的底部深度ꎬ 单位 ｍ

５ 矿体编号 指进行物相分析时对矿体所编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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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６ 矿床分带 分为氧化带、 混合带、 原生带

７ 实验室编号 指进行样品分析的实验室编号

８ 样品分析类型 物相分析

９ 分析项名称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１０ 氧化率 指分析、 测定样品的氧化率ꎬ 单位％

１１ 记录人员 指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人员姓名

１２ 记录日期 指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３ 检查人员 指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

１４ 检查日期 指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分析报告批号ꎮ 填写对钻孔样品进行物相分析的分析报告的批次号ꎮ
２) 样品编号ꎮ 填写对钻孔岩心进行取样后ꎬ 对样品所编的样号ꎮ
３) 起孔深ꎮ 填写样品在钻孔内的顶部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止孔深ꎮ 填写样品在钻孔内的底部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矿体编号ꎮ 填写进行物相分析时对矿体所编的号ꎮ
６) 矿床分带ꎮ 填写分为氧化带、 混合带、 原生带ꎮ
７) 实验室编号ꎮ 填写进行样品分析的实验室编号ꎮ
８) 样品分析类型ꎮ 填写物相分析ꎮ
９) 分析项名称ꎮ 填写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ꎮ
１０) 氧化率ꎮ 填写分析、 测定样品的氧化率ꎬ 单位为％ꎮ
１１) 记录人员ꎮ 填写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人员姓名ꎮ
１２) 记录日期ꎮ 填写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３) 检查人员ꎮ 填写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ꎮ
１４) 检查日期ꎮ 填写对样品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１) 钻孔体重测定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体重测定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１４ꎮ

表 ２ １４　 钻孔体重测定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分析报告批号 指对样品进行矿石体重测量的分析报告批次号

２ 样品编号 指进行矿石体重测量的样品编号

３ 起孔深 指样品在钻孔内的顶部深度ꎬ 单位 ｍ

４ 止孔深 指样品在钻孔内的底部深度ꎬ 单位 ｍ

５ 矿体编号 按储量计算划分的矿体号填写

６ 岩矿石名称 进行体重测量的岩矿石名称

７ 矿石类型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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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８ 矿石品级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９ 实验室编号 指进行矿石体重测量的实验室编号

１０ 样品分析类型 矿石体重测量

１１ 分析项名称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１２ 体重测定结果
指自然条件下ꎬ 单位体积的矿石的质量ꎬ 用矿石质量与其体积之比表示ꎬ
单位 ｇ

１３ 湿度测定结果
指自然条件下ꎬ 单位体积的矿石中所含有的水分ꎬ 用含水量与湿矿石质

量的百分比表示ꎬ 单位％

１４ 记录人员 指对矿石体重测量结果进行编录的人员姓名

１５ 记录日期 指对矿石体重测量结果进行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６ 检查人员 指对矿石体重测量结果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

１７ 检查日期 指对矿石体重测量结果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分析报告批号ꎮ 填写对样品进行矿石体重测量的分析报告批次号ꎮ
２) 样品编号ꎮ 填写进行矿石体重测量的样品编号ꎮ
３) 起孔深ꎮ 填写样品在钻孔内的顶部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止孔深ꎮ 填写样品在钻孔内的底部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矿体编号ꎮ 填写按储量计算划分的矿体号填写ꎮ
６) 岩矿石名称ꎮ 填写进行体重测量的岩矿石名称ꎮ
７) 矿石类型ꎮ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填写ꎮ
８) 矿石品级ꎮ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填写ꎮ
９) 实验室编号ꎮ 填写进行矿石体重测量的实验室编号ꎮ
１０) 样品分析类型ꎮ 填写矿石体重测量ꎮ
１１) 分析项名称ꎮ 填写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ꎮ
１２) 体重测定结果ꎮ 填写自然条件下ꎬ 单位体积的矿石的质量ꎬ 用矿石质量与其体

积之比表示ꎬ 单位为 ｇꎮ
１３) 湿度测定结果ꎮ 填写自然条件下ꎬ 单位体积的矿石中所含有的水分ꎬ 用含水量

与湿矿石质量的百分比表示ꎬ 单位为％ꎮ
１４) 记录人员ꎮ 填写对矿石体重测量结果进行编录的人员姓名ꎮ
１５) 记录日期ꎮ 填写对矿石体重测量结果进行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ＭＭ －ＤＤꎮ
１６) 检查人员ꎮ 填写对矿石体重测量结果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ꎮ
１７) 检查日期ꎮ 填写对矿石体重测量结果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２) 钻孔组合分析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组合分析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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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５　 钻孔组合分析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分析报告批号 指对样品进行组合分析的分析报告的批次号

２ 组合样号 指组合样品的编号

３ 基本分析样品起样号 组合样两端基本化学分析样号

４ 基本分析样品止样号 组合样两端基本化学分析样号

５ 组合样品总长 指进行组合分析的样品总长度ꎬ 单位 ｍ

６ 组合样品质量 指进行组合分析的样品质量ꎬ 单位 ｇ

７ 矿体编号 指进行组合分析的矿体编号

８ 矿床分带 分为氧化带、 混合带、 原生带

９ 矿石类型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１０ 矿石品级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１１ 实验室编号 指进行组合分析的实验室编号

１２ 样品分析类型 组合样品分析

１３ 分析项名称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１４ 记录人员 指对组合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人员姓名

１５ 记录日期 指对组合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６ 检查人员 指对组合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

１７ 检查日期 指对组合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分析报告批号ꎮ 填写对样品进行组合分析的分析报告的批次号ꎮ
２) 组合样号ꎮ 填写组合样品的编号ꎮ
３) 基本分析样品起样号ꎮ 填写基本化学分析样号ꎮ
４) 基本分析样品止样号ꎮ 填写基本化学分析样号ꎮ
５) 组合样品总长ꎮ 填写进行组合分析的样品总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组合样品质量ꎮ 填写进行组合分析的样品质量ꎬ 单位为 ｇꎮ
７) 矿体编号ꎮ 填写进行组合分析的矿体编号ꎮ
８) 矿床分带ꎮ 填写氧化带、 混合带、 原生带ꎮ
９) 矿石类型ꎮ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填写ꎮ
１０) 矿石品级ꎮ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填写ꎮ
１１) 实验室编号ꎮ 填写进行组合分析的实验室编号ꎮ
１２) 样品分析类型ꎮ 填写组合样品分析ꎮ
１３) 分析项名称ꎮ 填写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ꎮ
１４) 记录人员ꎮ 填写对组合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人员姓名ꎮ
１５) 记录日期ꎮ 填写对组合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６) 检查人员ꎮ 填写对组合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ꎮ
１７) 检查日期ꎮ 填写对组合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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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钻孔岩石样品全分析数据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岩石样品全分析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１６ꎮ

表 ２ １６　 钻孔岩石样品全分析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分析报告批号 指对岩石样品进行全分析的分析报告的批次号

２ 样品编号 指进行岩石全分析样品的编号

３ 基本分析样品起样号 组合样两端基本化学分析样号

４ 基本分析样品止样号 组合样两端基本化学分析样号

５ 矿体编号 指进行岩石全分析的矿体编号

６ 矿床分带 分为氧化带、 混合带、 原生带

７ 矿石类型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８ 矿石品级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９ 样品总长 指进行岩石全分析的样品总长度ꎬ 单位 ｍ

１０ 样品质量 指进行岩石全分析的样品质量ꎬ 单位 ｇ

１１ 实验室编号 指进行岩石全分析的实验室编号

１２ 样品分析类型 岩石全分析

１３ 分析项名称 １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１４ 分析项名称 ２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１５ 分析项名称 ３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１６ 分析项名称 ４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１７ 分析项名称 ５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１８ 分析项名称 ６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１９ 分析项名称 ７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２０ 分析项名称 ８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２１ 分析项名称 ９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２２ 分析项名称 １０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２３ 分析项名称 １１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２４ 分析项名称 １２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２５ 分析项名称 １３ 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

２６ 记录人员 指对岩石全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人员姓名

２７ 记录日期 指对岩石全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２８ 检查人员 指对岩石全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

２９ 检查日期 指对岩石全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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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分析报告批号ꎮ 填写对岩石样品进行全分析的分析报告的批次号ꎮ
２) 样品编号ꎮ 填写进行岩石全分析样品的编号ꎮ
３) 基本分析样品起样号ꎮ 组合样两端基本化学分析样号ꎮ
４) 基本分析样品止样号ꎮ 组合样两端基本化学分析样号ꎮ
５) 矿体编号ꎮ 填写进行岩石全分析的矿体编号ꎮ
６) 矿床分带ꎮ 分为氧化带、 混合带、 原生带ꎮ
７) 矿石类型ꎮ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填写ꎮ
８) 矿石品级ꎮ 参照 ＧＢ / Ｔ ９６４９ 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填写ꎮ
９) 样品总长ꎮ 填写进行岩石全分析的样品总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０) 样品质量ꎮ 填写进行岩石全分析的样品质量ꎬ 单位为 ｇꎮ
１１) 实验室编号ꎮ 填写进行岩石全分析的实验室编号ꎮ
１２) 样品分析类型ꎮ 填写岩石全分析ꎮ
１３) ~ ２５) 分析项名称ꎮ 填写中文名称或元素代码ꎮ
２６) 记录人员ꎮ 填写对岩石全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人员姓名ꎮ
２７) 记录日期ꎮ 填写对岩石全分析结果进行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２８) 检查人员ꎮ 填写对岩石全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ꎮ
２９) 检查日期ꎮ 填写对岩石全分析结果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４)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１７ꎮ

表 ２ １７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分层号 分层顺序号

２ 测井日期 测井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３ 测井曲线名称 测井曲线名称

４ 层顶板深度 层顶板深度ꎬ 单位 ｍ

５ 层底板深度 层底板深度ꎬ 单位 ｍ

６ 测井数据值 层测井数据值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分层号ꎮ 填写分层顺序号ꎮ
２) 测井日期ꎮ 填写测井曲线测量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３) 测井曲线名称ꎮ 填写测井曲线名称ꎮ
４) 层顶板深度ꎮ 填写层顶板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层底板深度ꎮ 填写层底板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测井数据值ꎮ 填写层测井数据值ꎮ
(１５)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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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８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测井日期 测井曲线点测量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２ 测井曲线名称 测井曲线名称

３ 测井数据深度 测井数据深度ꎬ 单位 ｍ

４ 测井结果 测井数据值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测井日期ꎮ 填写测井曲线点测量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２) 测井曲线名称ꎮ 填写测井曲线名称ꎮ
３) 测井数据深度ꎮ 填写测井数据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测井结果ꎮ 填写测井数据值ꎮ

２ ３ ２ ３　 水文地质钻孔重要数据采集内容及说明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ꎬ 除采集钻孔基础信息数据外ꎬ 还应采集钻孔开口信息、 地

层岩性数据、 结构数据、 抽水试验、 水质分析数据表、 电测井数据等ꎬ 具体采集表内

容如表 ２ １９ 所示ꎮ

表 ２ １９　 水文地质钻孔重要数据采集一览表

序号 地质工作类别 属性表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水文地质勘查类

水文地质钻孔 (井) 基本信息表

钻孔 (井) 地层岩性数据表

钻孔 (井) 结构数据表

钻孔 (井) 抽水试验表

钻孔 (井) 水质分析数据表

钻孔 (井) 电测井数据表

(１) 钻孔 (井) 基本信息表

在进行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采集时ꎬ 表 ２ ２０ 是必填表ꎮ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

钻孔 (井) 基本信息表内容见表 ２ ２０ꎮ

表 ２ ２０　 钻孔 (井) 基本信息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钻孔类别 用以区分钻孔 (井) 施工目的ꎬ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ＴＫＡＡ 项下 ０１—０９

２ 坐标系 对地形图采用的坐标系进行说明ꎬ 包括分带、 投影方式等

３ 孔 (井) 位 县级以下详细地址

４ 钻孔经度 按实际工作时所用地形图填写ꎬ 格式 Ｄ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ꎬ 精确至秒

５ 钻孔纬度 按实际工作时所用地形图填写ꎬ 格式 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ꎬ 精确至秒

６ 钻孔坐标 Ｘ 指孔 (井) 口地面南北向高斯六度带直角坐标值ꎬ 单位 ｍ

７ 钻孔坐标 Ｙ 指孔 (井) 口地面东西向高斯六度带直角坐标值ꎬ 单位 ｍ

９２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８ 钻孔高程 Ｈ
即孔 (井) 竣工后的地面高程ꎬ 与计算后的井口高程一致ꎬ 采用 １９５６ 年

黄海高程系ꎬ 单位 ｍ

９ 地下水类型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 ０１２ 潜水、 ０１４ 承压水、 ０１６ 潜水 － 承压水、 ０１７ 潜水 － 微

承压水、 ０１８ 微承压水 － 承压水

１０ 开孔日期 钻孔 (井) 开孔的起始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１ 终孔日期 钻孔 (井) 完工的终止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２ 终孔深度 指钻孔 (井) 最终结束钻进时经过计算校正后的深度ꎬ 单位 ｍ

１３ 含水层稳定水位 钻孔静水位ꎬ 钻孔完钻后所揭露的所有含水层混合水位的标高ꎬ 单位 ｍ

１４ 地形图编号 填写实际工作时所用比例尺的国际标准分幅编号

１５ 质量等级 钻孔质量评定等级: １ 优ꎻ ２ 良ꎻ ３ 合格ꎻ ４ 不合格

１６ 含水段个数 钻孔揭露的含水段的总个数

１７ 隶属工作项目 指钻孔 (井) 所属地质工作项目汉字全称

１８ 项目来源 指项目来源方式: 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 其他资金安排项目

１９ 报告名称 地质成果报告的汉字全称

２０ 完井井深 成井深度ꎬ 单位 ｍ

２１ 施工单位 指野外完成钻孔 (井) 的单位全称ꎬ 填写汉字全称

２２ 编录单位 钻孔资料编录单位的全称

２３ 钻孔技术人员 进行野外钻探施工的技术人员姓名

２４ 编录人员 进行钻孔编录的工作人员姓名

２５ 质量检查人员 对钻孔施工、 编录质量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

２６ 取样人员 施工现场取水样的人员姓名

２７ 取水样数 该钻孔取水样的总数

２８ 资料所在单位 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的汉字全称

２９ 通讯地址 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的通讯地址

３０ 邮政编码 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

３１ 电话号码 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的联系电话

３２ 电子邮箱 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的电子邮箱

３３ 联系人 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的联系人职务、 姓名

３４ 数据采集日期 本次建库数据录入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３５ 柱状图比例尺 绘制钻孔柱状图时的比例尺分母ꎬ 例如: １∶１００ 填写 １００ 即可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钻孔类别ꎮ 填写用以区分钻孔 (井) 施工目的ꎬ 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ＴＫＡＡ 项下 ０１—０９

填写ꎮ
２) 坐标系ꎮ 填写对地形图采用的坐标系进行说明ꎬ 包括分带、 投影方式等ꎮ
３) 孔 (井) 位ꎮ 填写县级以下详细地址ꎮ
０３



４) 钻孔经度ꎮ 按实际工作时所用地形图填写ꎬ 格式 Ｄ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ꎬ 精确至秒ꎮ
５) 钻孔纬度ꎮ 按实际工作时所用地形图填写ꎬ 格式 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ꎬ 精确至秒ꎮ
６) 钻孔坐标 Ｘꎮ 填写孔 (井) 口地面南北向高斯六度带直角坐标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钻孔坐标 Ｙꎮ 填写孔 (井) 口地面东西向高斯六度带直角坐标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８) 钻孔高程 Ｈꎮ 填写孔 (井) 竣工后的地面高程ꎬ 与计算后的井口高程一致ꎬ 采用

１９５６ 年黄海高程系ꎬ 单位为 ｍꎮ
９) 地下水类型ꎮ 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 填写ꎬ ０１２ 潜水、 ０１４ 承压水、 ０１６ 潜水 － 承压水、

０１７ 潜水 － 微承压水、 ０１８ 微承压水 － 承压水ꎮ
１０) 开孔日期ꎮ 填写钻孔 (井) 开孔的起始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１) 终孔日期ꎮ 填写孔 (井) 完工的终止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２) 终孔深度ꎮ 填写钻孔 (井) 最终结束钻进时经过计算校正后的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３) 含水层稳定水位ꎮ 填写钻孔静水位ꎮ 钻孔完钻后所揭露的所有含水层混合水位

的标高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４) 地形图编号ꎮ 填写实际工作时所用比例尺的国际标准分幅编号ꎮ
１５) 含水段个数ꎮ 填写钻孔揭露的含水段的总个数ꎮ
１６) 质量等级ꎮ 填写钻孔质量评定等级ꎬ 分为: １ 优ꎻ ２ 良ꎻ ３ 合格ꎻ ４ 不合格ꎮ
１７) 隶属工作项目ꎮ 填写钻孔 (井) 所属地质工作项目汉字全称ꎮ
１８) 项目来源ꎮ 填写项目来源方式: 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 其他资金安排项目ꎮ
１９) 报告名称ꎮ 填写地质成果报告的汉字全称ꎮ
２０) 完井井深ꎮ 填写成井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２１) 施工单位ꎮ 填写野外完成钻孔 (井) 的单位汉字全称ꎮ
２２) 编录单位ꎮ 填写钻孔资料编录单位的全称ꎮ
２３) 钻孔技术人员ꎮ 填写进行野外钻探施工的技术人员姓名ꎮ
２４) 编录人员ꎮ 填写进行钻孔编录的工作人员姓名ꎮ
２５) 质量检查人员ꎮ 填写对钻孔施工、 编录质量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ꎮ
２６) 取样人员ꎮ 填写施工现场取水样的人员姓名ꎮ
２７) 取水样数ꎮ 填写该钻孔取水样的总数ꎮ
２８) 资料所在单位ꎮ 填写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的汉字全称ꎮ
２９) 通讯地址ꎮ 填写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的通讯地址ꎮ
３０) 邮政编码ꎮ 填写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ꎮ
３１) 电话号码ꎮ 填写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的联系电话ꎮ
３２) 电子邮箱ꎮ 填写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的电子邮箱ꎮ
３３) 联系人ꎮ 填写保管钻孔 (井) 资料的单位的联系人职务、 姓名ꎮ
３４) 数据采集日期ꎮ 填写本次建库数据录入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３５) 柱状图比例尺ꎮ 填写绘制钻孔柱状图时的比例尺分母ꎮ 例如: １ ∶ １００ 填写 １００

即可ꎮ
(２) 钻孔 (井) 地层岩性数据表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地层岩性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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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１　 钻孔 (井) 地层岩性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柱状图编号 钻孔 (井) 综合柱状图编号

２ 地层层序 指钻孔 (井) 从上至下分层描述的顺序号

３ 年代地层单位名称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 年代地层单位名称

４ 岩石地层单位名称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 岩石地层单位名称

５ 底界深度 层底埋深ꎬ 指孔口地面至每层层底的深度值ꎬ 单位 ｍ

６ 层底标高 指分层描述的每层层底的高程ꎬ 单位 ｍ

７ 岩层厚度 分层描述的岩层厚度ꎬ 单位 ｍ

８ 岩心采取率
指每层岩心的采取率ꎻ 即某一段钻孔内所取得的岩心长度与该段钻

孔长度的比值ꎬ 单位％

９ 岩心完整程度 衡量岩心质量的一项定性指标ꎬ 取值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ꎬ Ｐ７５５

１０ 岩石名称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ꎬ Ｐ３２１ 岩石名称ꎬ 有关松散堆积物类型和松散堆积物产

出状态ꎬ 建库时另行补充

１１ 岩石颜色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ꎬ Ｐ３６４

１２ 地层岩性描述
按原始资料整编ꎬ 采用物探测井方法须注明ꎬ 字数控制在 １００ 个

汉字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柱状图编号ꎮ 填写钻孔 (井) 综合柱状图编号ꎮ
２) 地层层序ꎮ 填写钻孔 (井) 从上至下分层描述的顺序号ꎮ
３) 年代地层单位名称ꎮ 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 年代地层单位名称填写ꎮ
４) 岩石地层单位名称ꎮ 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 岩石地层单位名称填写ꎮ
５) 底界深度ꎮ 填写层底埋深ꎬ 即孔口地面至每层层底的深度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层底标高ꎮ 填写分层描述的每层层底的高程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岩层厚度ꎮ 填写分层描述的岩层厚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８) 岩心采取率ꎮ 填写每层岩心的采取率ꎬ 即某一段钻孔内所取得的岩心长度与该段

钻孔长度的百分比ꎬ 单位为％ꎮ
９) 岩心完整程度ꎮ 衡量岩心质量的一项定性填写标ꎬ 取值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ꎬ Ｐ７５５ꎮ
１０) 岩石名称ꎮ 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ꎬ Ｐ３２１ 岩石名称填写ꎬ 有关松散堆积物类型和松散堆积

物产出状态ꎬ 建库时另行补充ꎮ
１１) 岩石颜色ꎮ 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ꎬ Ｐ３６４ 岩石颜色填写ꎮ
１２) 地层岩性描述ꎮ 按原始资料整编ꎬ 采用物探测井方法须注明ꎮ
(３) 钻孔 (井) 结构数据表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井) 结构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２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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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２　 钻孔 (井) 结构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变径深度
钻孔 (井) 在变径处的埋深值ꎬ 单位 ｍꎮ 第一次变径深度为 “０００ꎬ ００”ꎬ
对应的孔径为开孔直径

２ 钻孔直径 对应于每次变径后钻孔 (井) 的直径ꎬ 单位 ｍｍ

３ 井管类型 按其制造材质进行分类ꎬ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２８ ~ ２９

４ 井管内径 每段井管内壁直径ꎬ 单位 ｍｍ

５ 井管下置深度
指一段连续的、 相同内径的井管 (中间含滤水管) 下置的底面深度ꎬ 单

位 ｍ

６ 井管总长度 指成井后ꎬ 井管 (中间含滤水管) 总长度ꎬ 单位 ｍ

７ 滤水管内径 指滤水管内壁直径ꎬ 单位 ｍｍ

８ 滤水管下置深度
滤水管下置后ꎬ 滤水管的顶、 底部的埋深值ꎬ 若内径不同则分别填写ꎬ 单

位 ｍ

９ 滤水管长度 指成井后滤水管总长度ꎬ 单位 ｍ

１０ 止水目的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３０

１１ 止水方法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３０

１２ 止水层位
指封孔和止水部位顶、 底埋深ꎬ 单位 ｍꎮ 如 １４５ ００—２００ ００ꎬ 如有封孔必

须填写ꎬ 封孔顶部埋深值填 “０００ ００”

１３ 填砾段起止深度 在滤水管与含水层之间的环状间隙中填砾部位上、 下端的埋深值ꎬ 单位 ｍ

１４ 填砾直径 填入砾料的直径ꎬ 单位 ｍｍ

１５ 填砾层厚度 填入砾料的厚度ꎬ 即孔壁与滤水管外壁之间空隙一侧的水平间距ꎬ 单位 ｍｍ

１６ 填砾材料 填入砾料的物质ꎬ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３０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变径深度ꎮ 填写孔在变径处的埋深值ꎬ 单位为 ｍꎮ 第一次变径深度为 “０００ꎬ

００”ꎬ 对应的孔径为开孔直径ꎮ
２) 钻孔直径ꎮ 填写对应于每次变径后钻孔 (井) 的直径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３) 井管类型ꎮ 按其制造材质进行分类ꎬ 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２８ ~ ２９ 填写ꎮ
４) 井管内径ꎮ 填写每段井管内壁直径ꎮ
５) 井管下置深度ꎮ 填写一段连续的、 相同内径的井管 (中间含滤水管) 下置的底面

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井管总长度ꎮ 填写成井后ꎬ 井管 (中间含滤水管) 总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滤水管内径ꎮ 填写滤水管内壁直径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８) 滤水管下置深度ꎮ 填写滤水管下置后ꎬ 滤水管的顶、 底部的埋深值ꎬ 若内径不同

则分别填写ꎬ 单位为 ｍꎮ
９) 滤水管长度ꎮ 填写成井后滤水管总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０) 止水目的ꎮ 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３０ 止水目的填写ꎮ
１１) 止水方法ꎮ 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３０ 止水方法填写ꎮ
１２) 止水层位ꎮ 填写封孔和止水部位顶、 底的埋深ꎬ 单位为 ｍꎬ 如 １４５ ００—２００ ０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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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封孔必须填写ꎬ 封孔顶部埋深值填 “０００ ００”ꎮ
１３) 填砾段起止深度ꎮ 填写在滤水管与含水层之间的环状间隙中填砾部位上、 下端

的埋深值ꎮ
１４) 填砾直径ꎮ 填写砾料的直径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１５) 填砾层厚度ꎮ 填写砾料的厚度ꎬ 即孔壁与滤水管外壁之间空隙一侧的水平间距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１６) 填砾材料ꎮ 填写砾料的物质ꎬ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３０ꎮ
(４) 钻孔 (井) 抽水试验表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井) 抽水试验表内容见表 ２ ２３ꎮ

表 ２ ２３　 钻孔 (井) 抽水试验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洗井方法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３１

２ 洗井日期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３ 含水段起止深度

对潜水含水系统指潜水面、 底板深度ꎬ 承压水系统指顶底板深度ꎮ 填写方法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８０ ００ꎬ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１５０ ０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２００ ００ꎬ 多于三个含水系统

时ꎬ 填三个主要的含水系统ꎬ 单位 ｍ

４ 水泵名称 指抽水设备ꎬ 参见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１２７

５ 试验次数 根据不同抽水试验段进行的编号

６ 水位落程的顺序号 指抽水试验过程中不同降深的顺序号

７ 试验段起始深度 抽水试验段的顶界深度值ꎬ 单位 ｍ

８ 试验段终止深度 抽水试验段的底界深度值ꎬ 单位 ｍ

９ 抽水前的天然水位
又称静止水位ꎬ 是指抽水试验前孔内的地下水天然水位标高ꎬ 通常施工中常填水

位埋深值ꎬ 单位 ｍ

１０ 水位降深值 消除井损后实际的水位降深值ꎬ 这里指水位达到稳定后的水位降深值ꎬ 单位 ｍ

１１ 抽水孔流量
在抽水试验中抽水钻孔 (井) 的出水量即涌水量ꎬ 这里指水位达到稳定后的出水

量ꎬ 单位 ｍ３ / ｄ

１２ 试验总延续时间 指抽水试验开始至抽水试验结束的持续时间ꎬ 单位 ｍｉｎ

１３ 稳定延续时间 又称抽水稳定时间ꎬ 指抽水试验过程中孔内水位达到稳定后的持续时间ꎬ 单位 ｍｉｎ

１４ 抽水试验类型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３６

１５ 非稳定流参数确定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７６ꎬ 取其中一种方法

１６ 水井半径 抽水试验时试验孔的半径ꎬ 单位 ｍｍ

１７ 影响半径计算方法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７６ꎬ 取其中一种方法

１８ 影响半径 由影响半径计算公式获得ꎬ 指抽水井至降落漏斗周边的平均距离ꎬ 单位 ｍ

１９ 渗透系数
又称水力传导系数ꎬ 是指水力坡度为 １ 时ꎬ 地下水在介质中的渗透速度ꎬ 可填写

抽水试验的计算值ꎬ 单位 ｍ / ｄ

２０ 导水系数

表示含水层全部厚度导水能力的参数ꎬ 通常可定义为水力坡度为 １ 时ꎬ 地下水通

过单位含水层垂直断面的流量ꎬ 其值等于含水层渗透系数与含水层厚度的乘积ꎬ

保留两位小数ꎬ 单位 ｍ２ /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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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洗井方法ꎮ 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３１ 的洗井方法填写ꎮ
２) 洗井日期ꎮ 填写洗井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３) 含水段起止深度ꎮ 对潜水含水系统指潜水面、 底板深度ꎬ 承压水系统指顶底板深

度ꎬ 单位为 ｍꎮ 填写方法: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８０ ００ꎬ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１５０ ０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２００ ００ꎬ
多于三个含水系统时ꎬ 填三个主要的含水系统ꎮ

４) 水泵名称ꎮ 抽水设备名称参照 ＧＢ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１２７ 填写ꎮ
５) 试验次数ꎮ 填写根据不同抽水试验段进行的编号ꎮ
６) 水位落程的顺序号ꎮ 填写抽水试验过程中不同降深的顺序号ꎮ
７) 试验段起始深度ꎮ 填写抽水试验段的顶界深度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８) 试验段终止深度ꎮ 填写抽水试验段的底界深度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９) 抽水前的天然水位ꎮ 又称静止水位ꎬ 填写抽水试验前孔内的地下水天然水位标

高ꎬ 通常施工中常填水位埋深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０) 水位降深值ꎮ 填写消除井损后实际的水位降深值ꎬ 这里指水位达到稳定后的水

位降深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１) 抽水孔流量ꎮ 填写在抽水试验中抽水钻孔 (井) 的出水量即涌水量ꎬ 这里指水

位达到稳定后的出水量ꎬ 单位为 ｍ３ / ｄꎮ
１２) 试验总延续时间ꎮ 填写抽水试验开始至抽水试验结束的持续时间ꎬ 单位为 ｍｉｎꎮ
１３) 稳定延续时间ꎮ 又称抽水稳定时间ꎬ 填写抽水试验过程中ꎬ 孔内水位达到稳定

后的持续时间ꎬ 单位为 ｍｉｎꎮ
１４) 抽水试验类型ꎮ 抽水试验类型参照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３６ 填写ꎮ
１５) 非稳定流参数确定ꎮ 参照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７６ 填写ꎬ 取一种方法ꎮ
１６) 水井半径ꎮ 填写抽水试验时试验孔的半径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１７) 影响半径计算方法ꎮ 参照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７６ 填写ꎬ 取一种方法ꎮ
１８) 影响半径ꎮ 由影响半径计算公式获得ꎬ 填写抽水井至降落漏斗周边的平均距离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９) 渗透系数ꎬ 又称水力传导系数ꎮ 指水力坡度为 １ 时地下水在介质中的渗透速度ꎬ

可填写抽水试验的计算值ꎬ 单位为 ｍ / ｄꎮ
２０) 导水系数ꎮ 表示含水层全部厚度导水能力的参数ꎬ 通常可定义为水力坡度为 １

时地下水通过单位含水层垂直断面的流量ꎮ 其值等于含水层渗透系数与含水层厚度的乘

积ꎬ 保留两位小数ꎬ 单位为 ｍ２ / ｄꎮ
(５) 钻孔 (井) 水质分析数据表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井) 水质分析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２４ꎮ

表 ２ ２４　 钻孔 (井) 水质分析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样品编号 钻孔 (井) 水样品取样编号

２ 水样采取深度 指水样采取的层位 (或含水段、 含水组)ꎬ 单位 ｍ

３ 水样采取时间 水样采取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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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４ 水样化验时间 水样化验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５ 透明度 即浑浊度ꎬ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４８

６ 色度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４８

７ 味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４９

８ 气味 按以下分级: １ 极强ꎻ ２ 强ꎻ ３ 显著ꎻ ４ 弱ꎻ ５ 极微弱ꎻ ６ 无

９ 地下水化学类型

按修改后舒卡列夫分类ꎬ 即将含量大于 ２５％毫克当量的阴离子和阳离子进行组

合ꎬ 如重碳酸钠钙镁型包含了重碳酸钠镁钙型、 重碳酸钙钠镁型、 重碳酸钙镁

钠型、 重碳酸镁钠钙型、 重碳酸镁钙镁型、 重碳酸钠钙镁型六种

１０ ｐＨ 值 表示氢离子浓度的负对数值ꎬ 是衡量地下水酸碱性的指标

１１ 总碱度
地下水中能与强酸作用的重碳酸盐、 碳酸盐、 氢氧化物、 有机碱及其他弱酸强

碱盐的总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２ 总硬度
地下水中含盐的特性指标ꎬ 其值为钙、 镁、 铁、 锰、 锶、 铝等溶解类的含量ꎬ
通常指水中钙、 镁盐类的总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３ 暂时硬度 水沸腾后ꎬ 发生沉淀的钙、 镁离子数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４ 永久硬度 水沸腾后ꎬ 残留于水中的钙、 镁离子数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５ 负硬度 大于总硬度的碱度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６ 游离二氧化碳 溶解于水中的二氧化碳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７ 侵蚀性二氧化碳 超过平衡量并能与碳酸钙起反应的游离二氧化碳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８ 可溶性二氧化碳 以分子形式存在的二氧化碳的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９ 溶解氧 溶解于水中的游离氧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０ 细菌总数 一定量水在培养基和定温定时下培养后ꎬ 算得的细菌数量ꎬ 单位个 / ｍＬ

２１ 大肠菌群数 每升水中大肠菌群残留的个数ꎬ 单位个 / Ｌ

２２ 总矿化度

又称溶解性固体总量ꎬ 指水中所含离子、 分子、 化合物的总量ꎮ 其值等于 １Ｌ 水

加热到 １０５ ~ １１０℃ꎬ 使水全部蒸发剩下的残渣质量ꎻ 或等于阴、 阳离子总和减

去 ＨＣＯ３ 含量的 １ / ２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３ 总固体 水中悬浮物和溶解性总固体总和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４ 灼热残渣 地下水的干涸残渣经 ５００℃高温灼烧后残余的质量ꎬ 单位 ｍｇ

２５ 固定残渣
又称干涸残渣ꎬ 是经过 １％ 碳酸钠溶液处理的地下水ꎬ 在 １８０℃ 恒温上焙干后

(扣除碳酸钠的焙干量) 为固体残余物的质量ꎬ 单位 ｍｇ

２６ 钙离子 钙离子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７ 镁离子 镁离子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８ 钾离子 钾离子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９ 钠离子 钠离子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０ 钾加钠 钾加钠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１ 氯离子 氯离子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２ 硫酸根 硫酸根ꎬ 单位 ｍｇ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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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３３ 重碳酸根 重碳酸根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４ 碳酸根 碳酸根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５ 硝酸根 硝酸根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６ 亚硝酸根 亚硝酸根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７ 铵 铵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８ 三价铁 三价铁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９ 二价铁 二价铁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４０ 全铁 全铁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４１ 氟化物 氟化物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４２ 磷酸根 磷酸根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４３ 化学需氧量
指在一定条件下ꎬ 易受强化学氧化剂氧化的有机物所消耗的氧量 (简称 ＣＯＤ)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４４ 生化需氧量
水中有机物在有氧条件下ꎬ 被微生物分解成水、 二氧化碳、 硝酸盐、 硫酸盐的

生化过程所消耗的氧量 (简称 ＢＯＤ)ꎬ 单位 ｍｇ / Ｌ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样品编号ꎮ 填写钻孔 (井) 水样品取样编号ꎮ
２) 水样采取深度ꎮ 填写水样采取的层位 (或含水段、 含水组)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水样采取时间ꎮ 填写水样采取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４) 水样化验时间ꎮ 填写水样化验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５) 透明度ꎮ 即浑浊度ꎬ 参照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４８ 填写ꎮ
６) 色度ꎮ 参照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４８ 填写ꎮ
７) 味ꎮ 参照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０—２００９ꎬ Ｐ４９ 填写ꎮ
８) 气味ꎮ 按以下分级填写: １ 极强ꎻ ２ 强ꎻ ３ 显著ꎻ ４ 弱ꎻ ５ 极微弱ꎻ ８ 无ꎮ
９) 地下水化学类型ꎮ 按修改后舒卡列夫分类ꎬ 即将含量大于 ２５％毫克当量的阴离子

和阳离子进行组合ꎬ 包括: ①重碳酸钙型ꎻ ②重碳酸钙镁型ꎻ ③重碳酸镁型ꎻ ④重碳酸钠

钙型ꎻ ⑤重碳酸钠钙镁型ꎻ ⑥重碳酸钠镁型ꎻ ⑦重碳酸钠型ꎻ ⑧重碳酸硫酸钙型ꎻ ⑨重碳

酸硫酸钙镁型ꎻ ⑩重碳酸硫酸镁型ꎻ 重碳酸硫酸钠钙型ꎻ 重碳酸硫酸钠钙镁型ꎻ 重

碳酸硫酸钠镁型ꎻ 重碳酸硫酸钠型ꎻ 重碳酸硫酸氯钙型ꎻ 重碳酸硫酸氯钙镁型ꎻ
碳酸硫酸氯镁型ꎻ 重碳酸硫酸氯钠钙型ꎻ 重碳酸硫酸氯钠钙镁型ꎻ 重碳酸硫酸氯

钠镁型ꎻ 重碳酸硫酸氯钠型ꎻ 重碳酸氯钙型ꎻ 重碳酸氯钙镁型ꎻ 重碳酸氯镁型ꎻ
重碳酸氯钠钙型ꎻ 重碳酸氯钠钙镁型ꎻ 重碳酸氯钠镁型ꎻ 重碳酸氯钠型ꎻ 硫酸

钙型ꎻ 硫酸钙镁型ꎻ 硫酸镁型ꎻ 硫酸钠钙型ꎻ 硫酸钠钙镁型ꎻ 硫酸钠镁型ꎻ
硫酸钠型ꎻ 硫酸氯钙型ꎻ 硫酸氯钙镁型ꎻ 硫酸氯镁型ꎻ 硫酸氯钠钙型ꎻ 硫酸

氯钠钙镁型ꎻ 硫酸氯钠镁型ꎻ 硫酸氯钠型ꎻ 氯钙型ꎻ 氯钙镁型ꎻ 氯镁型ꎻ 氯

钠钙型ꎻ 氯钠钙镁型ꎻ 氯钠镁型ꎻ 氯钠型ꎮ
１０) ｐＨ 值ꎮ 填写 ｐＨ 值ꎬ ｐＨ 值是表示氢离子浓度的负对数值ꎬ 是衡量地下水酸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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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ꎮ
１１) 总碱度ꎮ 填写地下水中能与强酸作用的重碳酸盐、 碳酸盐、 氢氧化物、 有机碱

及其他弱酸强碱盐的总含量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１２) 总硬度ꎮ 反映地下水中含盐的特性指标ꎬ 其值为钙、 镁、 铁、 锰、 锶、 铝等溶

解类的含量ꎬ 通常填写水中钙、 镁盐类的总量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１３) 暂时硬度ꎮ 填写水沸腾后ꎬ 发生沉淀的钙、 镁离子数量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１４) 永久硬度ꎮ 填写水沸腾后ꎬ 残留于水中的钙、 镁离子数量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１５) 负硬度ꎮ 填写大于总硬度的碱度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１６) 游离二氧化碳ꎮ 填写溶解于水中的二氧化碳含量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１７) 侵蚀性二氧化碳ꎮ 填写超过平衡量并能与碳酸钙起反应的游离二氧化碳含量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１８) 可溶性二氧化硅ꎮ 填写以分子的形式存在的二氧化碳的含量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１９) 溶解氧ꎮ 填写溶解于水中的游离氧含量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２０) 细菌总数ꎮ 填写一定量水在培养基和定温定时下培养后ꎬ 算得的细菌数量ꎬ 单

位为个 / ｍＬꎮ
２１) 大肠菌群数ꎮ 填写每升水中大肠菌群残留的个数ꎬ 单位为个 / Ｌꎮ
２２) 总矿化度ꎮ 又称溶解性固体总量ꎬ 填写水中所含离子、 分子、 化合物的总量ꎮ

其值等于一升水加热到 １０５ ~ １１０℃ꎬ 使水全部蒸发剩下的残渣质量ꎻ 或等于阴、 阳离子

总和减去 ＨＣＯ３ 含量的 １ / ２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２３) 总固体ꎮ 填写水中悬浮物和溶解性总固体总和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２４) 灼热残渣ꎮ 填写地下水的干涸残渣经 ５００℃高温灼烧后残余的质量ꎬ 单位为 ｍｇꎮ
２５) 固定残渣ꎮ 又称干涸残渣ꎬ 是经过 １％ 碳酸钠溶液处理的地下水ꎬ 在 １８０℃恒温

上焙干后 (扣除碳酸钠的焙干量) 为固体残余物的质量ꎮ
２６) ~ ４２) 各项均填写其在水中的含量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４３) 化学需氧量ꎮ 填写在一定条件下ꎬ 易受强化学氧化剂氧化的有机物所消耗的氧

量 (简称 ＣＯＤ)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４４) 生化需氧量ꎮ 填写水中有机物在有氧条件下ꎬ 被微生物分解成水、 二氧化碳、

硝酸盐、 硫酸盐的生化过程所消耗的氧量 (简称 ＢＯＤ)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６) 钻孔 (井) 电测井数据表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井) 电测井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２５ꎮ

表 ２ ２５　 钻孔 (井) 电测井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测井方法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２ 测井起始深度 测井起始点的深度值ꎬ 单位 ｍ

３ 测井终止深度 测井终止点的深度值ꎬ 单位 ｍ

４ 测井日期 测井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５ 测井曲线名称 利用测井数据绘制的测井曲线名称ꎬ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８３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６ 电极距
电极电位系的电极距为不成对电极到成对电极与其相邻的一个电极的距离ꎮ
梯度电极的电极距为记录点到不成对电极的距离ꎬ 单位 ｍ

７ 电极系类型
电极系即为电法测井时通过电缆放入井中的一组电极ꎬ 按电极系结构特点和

电极之间的排列方式进行分类ꎬ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８ 电极系结构 电极系的电极排列方式

９ 深度比例尺 图中单位距离所代表的井深实际长度

１０ 测井曲线横向比例尺 测井曲线在横坐标上每厘米所代表的各种曲线数值

１１ 含水层顶界面深度 通过物探方法测得的潜水位或承压含水层顶板的埋深值ꎬ 单位 ｍ

１２ 含水层底界面深度 通过物探方法测得的潜水位或承压含水层底板的埋深值ꎬ 单位 ｍ

１３ 咸淡水面埋深
在地下淡水与地下咸水同时存在的地区ꎬ 咸水与淡水之间交界的埋深值ꎬ 单

位 ｍ

１４ 质量评定等级 单孔全部原始测井曲线资料质量的评定: １ 优良ꎻ ２ 合格ꎻ ３ 废品

１５ 备注 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内容

采集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测井方法ꎮ 参照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填写ꎮ
２) 测井起始深度ꎮ 填写测井起始点的深度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测井终止深度ꎮ 填写测井终止点的深度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测井日期ꎮ 填写测井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５) 测井曲线名称ꎮ 填写利用测井数据绘制的测井曲线名称ꎬ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ꎮ
６) 电极距ꎮ 填写电极距ꎮ 电极电位系的电极距为不成对电极到成对电极与其相邻的

一个电极的距离ꎻ 梯度电极的电极距为记录点到不成对电极的距离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电极系类型ꎮ 填写电极系类型ꎮ 电极系即为电法测井时通过电缆放入井中的一组

电极ꎬ 按电极系结构特点和电极之间的排列方式进行分类ꎬ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ꎮ
８) 电极系结构ꎮ 填写电极系的电极排列方式ꎮ
９) 深度比例尺ꎮ 填写图中单位距离所代表的井深实际长度ꎮ
１０) 测井曲线横向比例尺ꎮ 填写测井曲线在横坐标上每厘米所代表的各种曲线数值ꎮ
１１) 含水层顶界面深度ꎮ 填写通过物探方法测得的潜水位或承压含水层顶板的埋

深值ꎮ
１２) 含水层底界面深度ꎮ 填写通过物探方法测得的潜水位或承压含水层底板的埋

深值ꎮ
１３) 咸淡水面埋深ꎮ 填写在地下淡水与地下咸水同时存在的地区ꎬ 咸水与淡水之间

交界的埋深值ꎮ
１４) 质量评定等级ꎮ 填写单孔全部原始测井曲线资料质量的评定ꎬ 分为: １ 优良ꎻ

２ 合格ꎻ ３ 废品ꎮ
１５) 备注: 填写其他需补充说明的内容ꎮ

２ ３ ２ ４　 工程地质钻孔重要数据采集内容及说明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ꎬ 除采集钻孔基础信息数据外ꎬ 还应采集钻孔开口信息、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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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入、 动力触探试验记录数据、 岩石物理力学试验数据、 室内土工试验记录数据、 土物理

力学性质指标分层统计数据、 抽水试验数据、 水质分析成果数据、 工程地质信息记录数

据、 波速测试记录数据、 综合测井曲线记录数据等ꎬ 具体采集表内容如表 ２ ２６ 所示ꎮ

表 ２ ２６　 工程地质钻孔重要数据采集一览表

序号 地质工作类别 属性表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工程地质勘查类

工程地质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标准贯入、 动力触探试验记录表

钻孔岩石物理力学试验表

室内土工试验记录表

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层统计表

钻孔抽水试验数据表

钻孔水质分析成果表

钻孔工程地质信息记录表

钻孔波速测试记录表

钻孔综合测井曲线记录表

(１) 钻孔基本信息表

在进行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采集时ꎬ 本表是必填表ꎮ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基本信息表内容见表 ２ ２７ꎮ

表 ２ ２７　 钻孔基本信息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钻孔类别 指钻孔的类别

２ 坐标系
如果是其他自定义坐标系统必须换算成 １９８０ 年西安坐标系或 １９５４ 年

北京坐标系或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ꎬ 填写其中之一

３ 钻孔纬度 钻孔纬度ꎬ 格式 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ꎬ 精确到秒

４ 钻孔经度 钻孔纬度ꎬ 格式 Ｄ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ꎬ 精确到秒

５ 钻孔坐标 Ｘ 钻孔大地直角 Ｘ 坐标ꎬ 单位 ｍ

６ 钻孔坐标 Ｙ 钻孔大地直角 Ｙ 坐标ꎬ 单位 ｍ

７ 钻孔高程 Ｈ 钻孔的高程ꎬ 单位 ｍ

８ 开孔日期 指钻孔的开工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９ 终孔日期 指钻孔的完工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０ 设计孔深 开钻前设计的钻孔深度ꎬ 单位 ｍ

１１ 实际孔深 钻孔的终孔深度ꎬ 单位 ｍ

１２ 初始水位深度 初见时期的水位ꎬ 以高程 / 深度表示ꎬ 单位 ｍ

１３ 稳定水位深度 稳定时期的水位ꎬ 以高程 / 深度表示ꎬ 单位 ｍ

１４ 施工质量类别 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报废

１５ 编录质量类别 优、 良、 合格

０４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６ 施工单位 钻探的施工单位全称

１７ 编录单位 钻孔编录的单位全称

１８ 钻孔技术人员 打钻主要技术人员姓名

１９ 地质编录人员 钻孔编录人员姓名

２０ 水文观测人员 观测水位的人员姓名

２１ 质量检查人员 钻孔质量检查人员姓名

２２ 取样数 指本钻孔取样的数量ꎬ 单位个

２３ 取样技术人员 负责取样的人员姓名

２４ 测试类型 指原位测试的试验类型ꎬ 波速还是动力触探

２５ 原位测试操作人员 原位测试的具体操作人员姓名

２６ 原位测试记录人员 测试数据记录人员姓名

２７ 编录日期 指钻孔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２８ 柱状图比例尺 绘制钻孔柱状图时的比例尺分母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钻孔类别ꎮ 填写钻孔的类别ꎮ
２) 坐标系ꎮ 如果是其他自定义坐标系统必须换算成 １９８０ 年西安坐标系或 １９５４ 年北

京坐标系或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ꎮ 填写其中之一ꎮ
３) 钻孔纬度ꎮ 按照 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 格式填写ꎬ 精确到秒ꎮ
４) 钻孔经度ꎮ 按照 Ｄ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 格式填写ꎬ 精确到秒ꎮ
５) 钻孔坐标 Ｘꎮ 填写钻孔大地直角 Ｘ 坐标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钻孔坐标 Ｙꎮ 填写钻孔大地直角 Ｙ 坐标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钻孔高程 Ｈꎮ 填写钻孔的高程ꎬ 单位为 ｍꎮ
８) 开孔日期ꎮ 填写钻孔的开工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９) 终孔日期ꎮ 填写钻孔的完工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０) 设计孔深ꎮ 填写开钻前设计的钻孔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１) 实际孔深ꎮ 填写钻孔的终孔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２) 初始水位深度ꎮ 填写初见时期的水位ꎬ 以高程 /深度表示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３) 稳定水位深度ꎮ 填写稳定时期的水位ꎬ 以高程 /深度表示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４) 施工质量类别ꎮ 填写优、 良、 合格、 不合格、 报废ꎮ
１５) 编录质量类别ꎮ 填写优、 良、 合格ꎮ
１６) 施工单位ꎮ 填写钻探的施工单位全称ꎮ
１７) 编录单位ꎮ 填写钻孔编录的单位全称ꎮ
１８) 钻孔技术人员ꎮ 填写打钻主要技术人员姓名ꎮ
１９) 地质编录人员ꎮ 填写钻孔编录人员姓名ꎮ
２０) 水文观测人员ꎮ 填写观测水位的人员姓名ꎮ
２１) 质量检查人员ꎮ 填写钻孔质量检查人员姓名ꎮ

１４



２２) 取样数ꎮ 填写本钻孔取样的数量ꎬ 单位为个ꎮ
２３) 取样技术人员ꎮ 填写负责取样的人员姓名ꎮ
２４) 测试类型ꎮ 填写原位测试的试验类型ꎬ 波速或者动力触探ꎮ
２５) 原位测试操作人员ꎮ 填写原位测试的具体操作人员姓名ꎮ
２６) 原位测试记录人员ꎮ 填写测试数据记录人员姓名ꎮ
２７) 编录日期ꎮ 填写钻孔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２８) 柱状图比例尺ꎮ 填写绘制钻孔柱状图时的比例尺分母ꎮ 例如 １ ∶ １００ 填写 １００

即可ꎮ
(２) 钻孔标准贯入、 动力触探试验记录表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标准贯入、 动力触探试验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２８ꎮ

表 ２ ２８　 钻孔标准贯入、 动力触探试验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高程ꎬ 单位 ｍ

２ 动力触探类型 分别为重型或超重型动力触探类型

３ 锤重 分别为 ６２ ５ｋｇ、 １００ｋｇ

４ 土层名称 参见 ＧＢ / Ｔ９６４９—１９８８ 对土的定名

５ 标贯深度 标贯器刃靴在钻孔的深度ꎬ 单位 ｍ

６ 实测击数 实际打入深度 ３０ｃｍ 时ꎬ ６２ ５ｋｇ 锤自由落体锤击数ꎬ 单位击

７ 动探深度 动探实验点的深度ꎬ 单位 ｍ

８ 实测击数 分别为击入 １０ｃｍ、 ２０ｃｍ、 ３０ｃｍ 时的锤击数ꎬ 单位击

９ 触探杆长度 钻杆总长度ꎬ 单位 ｍ

１０ 杆长修正系数 由于能量传递损失的一个小于 １ 的系数ꎬ 触探杆长度小于 ３ｍ 时ꎬ 修正系数为 １

１１ 修正击数 实际锤击数和修正系数之积ꎬ 单位击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地下水位ꎮ 填写地下水位高程ꎬ 单位为 ｍꎮ
２) 动力触探类型ꎮ 填写分别为重型或超重型动力触探类型ꎮ
３) 锤重ꎮ 填写质量ꎬ 分别为 ６２ ５ｋｇ、 １００ｋｇꎮ
４) 土层名称ꎮ 参照 ＧＢ / Ｔ９６４９—１９８８ 填写土的定名ꎮ
５) 标贯深度ꎮ 填写标贯器刃靴在钻孔的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实测击数ꎮ 填写实际打入深度 ３０ｃｍ 时ꎬ ６２ ５ｋｇ 锤自由落体锤击数ꎬ 单位为击ꎮ
７) 动探深度ꎮ 填写动探实验点的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８) 实测击数ꎮ 填写分别击入 １０ｃｍ、 ２０ｃｍ、 ３０ｃｍ 时的锤击数ꎬ 单位为击ꎮ
９) 触探杆长度ꎮ 填写钻杆总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０) 杆长修正系数ꎮ 填写由于能量传递损失的一个小于 １ 的系数ꎬ 触探杆长度小于

３ｍ 时ꎬ 修正系数为 １ꎮ
１１) 修正击数ꎮ 填写实际锤击数和修正系数之积ꎬ 单位为击ꎮ
２４



(３) 钻孔岩石物理力学试验表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岩石物理力学试验表内容见表 ２ ２９ꎮ

表 ２ ２９　 钻孔岩石物理力学试验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试验报告批号 指对钻孔样品进行岩石物理力学的试验报告的批次号

２ 样品编号 指野外岩样的编号

３ 取样深度 采取岩样的深度ꎬ 单位 ｍ

４ 岩石名称 岩石的定名

５ 比重 岩石的比重ꎬ 量纲为 １

６ 重度 岩石的单位体积土的质量ꎬ 单位 ｋＮ / ｍ３

７ 吸水率 岩石吸水的多少ꎬ 单位％

８ 孔隙度 岩石中孔隙体积占总体积的比率ꎬ 单位％

９ 自由膨胀率 指岩石通过人工制备的烘干土在饱水环境下增加的体积与原体积之比ꎬ 单位％

１０ 泊松比 饱和抗压强度ꎬ 量纲为 １

１１ 抗拉强度 岩体、 土体在单向受拉条件下破坏时的最大拉应力ꎬ 单位 ｋＰａ

１２ 弹性模量 岩石在荷载作用下应力与应变中可恢复部分 (弹性变形) 之比ꎬ 单位 ｋＰａ

１３ 抗剪强度 (内聚力) 内聚力 Ｃꎬ 单位 ＭＰａ

１４ 抗剪强度 (似摩擦角) 似摩擦角 φꎬ 单位 (°)

１５ 干燥抗压强度 指干燥时的抗压强度ꎬ 单位 ＭＰａ

１６ 饱和抗压强度 指饱和时的抗压强度ꎬ 单位 ＭＰａ

１７ 软化系数 岩石的饱和系数ꎬ 量纲为 １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试验报告批号ꎮ 填写对钻孔样品进行岩石物理力学的试验报告的批次号ꎮ
２) 样品编号ꎮ 填写野外岩样的编号ꎮ
３) 取样深度ꎮ 填写采取岩样的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岩石名称ꎮ 填写岩石的定名ꎮ
５) 密度ꎮ 填写岩石的密度ꎬ 量纲为 １ꎮ
６) 重度ꎮ 填写岩石的单位体积土的重量ꎬ 单位为 ｋＮ / ｍ３ꎮ
７) 吸水率ꎮ 填写岩石吸水的多少ꎬ 单位为％ꎮ
８) 孔隙度ꎮ 填写岩石中孔隙体积占总体积的比率ꎬ 单位为％ꎮ
９) 自由膨胀率ꎮ 填写岩石通过人工制备的烘干土在饱水环境下增加的体积与原体积

之比ꎬ 单位为％ꎮ
１０) 泊松比ꎮ 填写饱和抗压强度ꎬ 量纲为 １ꎮ
１１) 抗拉强度ꎮ 填写岩体、 土体在单向受拉条件下破坏时的最大拉应力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１２) 弹性模量ꎮ 填写岩石在荷载作用下应力与应变中可恢复部分 (弹性变形) 之比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１３) 抗剪强度 (内聚力)ꎮ 填写内聚力 Ｃꎬ 单位为 ＭＰａꎮ
１４) 抗剪强度 (似摩擦角)ꎮ 填写似摩擦角 φꎬ 单位为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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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干燥抗压强度ꎮ 填写干燥时的抗压强度ꎬ 单位为 ＭＰａꎮ
１６) 饱和抗压强度ꎮ 填写饱和时的抗压强度ꎬ 单位为 ＭＰａꎮ
１７) 软化系数ꎮ 填写岩石的饱和系数ꎬ 量纲为 １ꎮ
(４) 室内土工试验记录表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室内土工试验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３０ꎮ

表 ２ ３０　 室内土工试验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试验编号 试验编号与钻孔取样编号一致

２ 取样深度 取样深度ꎬ 单位 ｍ

３ 天然含水量 天然含水量ꎬ 单位％

４ 天然密度 天然密度ꎬ 单位 ｇ / ｃｍ３

５ 干燥密度 土体经烘干失去水分状态的密度ꎬ 单位 ｇ / ｃｍ３

６ 密度 某物质的密度与取作标准物质的密度之比ꎬ 量纲为 １

７ 天然孔隙比 天然孔隙比ꎬ 量纲为 １

８ 饱和度 饱和度ꎬ 单位％

９ 液限 液限ꎬ 单位％

１０ 塑限 塑限ꎬ 单位％

１１ 塑性指数 塑性指数ꎬ 量纲为 １

１２ 液性指数 液性指数ꎬ 量纲为 １

１３ 卵石 砾径 ２０ ~ ２００ｍｍ

１４ 砾石 砾径 ２ ~ ２０ｍｍ

１５ 砂粒 ２ ０ ~ ０ ５ 粒径 ２ ０ ~ ０ ５ｍｍ

１６ 砂粒 ０ ５ ~ ０ ２５ 粒径 ０ ５ ~ ０ ２５ｍｍ

１７ 砂粒 ０ ２５ ~ ０ １ 粒径 ０ ２５ ~ ０ １ｍｍ

１８ 砂粒 ０ １ ~ ０ ０５ 粒径 ０ １ ~ ０ ０５ｍｍ

１９ 粉粒 粒径 ０ ０５ ~ ０ ００５ｍｍ

２０ 黏粒 粒径小于 ０ ００５ｍｍ

２１ 土名 土样的名称

２２ 压缩系数 土在 １００ ~ ２００ｋＰａ 时的压缩系数ꎬ 单位 ＭＰａ － １

２３ 压缩模量 土在 １００ ~ ２００ｋＰａ 的压缩模量ꎬ 单位 ＭＰａ

２４ 固结系数 ＣＶ 垂直向固结系数ꎬ 量纲为 １

２５ 固结系数 ＣＨ 水平向固结系数ꎬ 量纲为 １

２６ 黏聚力 Ｃ 快剪时的黏聚力ꎬ 单位 ｋＰａ

２７ 内摩擦角 φ 快剪时的内摩擦角ꎬ 单位 (°)

２８ 黏聚力 Ｃｇ 固结快剪时的黏聚力ꎬ 单位 ｋＰａ

２９ 内摩擦角 φｇ 固结快剪时的内摩擦角ꎬ 单位 (°)

３０ 原状土抗剪强度 土体保持原始结构土样时的抗剪强度ꎬ 单位 ｋＰａ

３１ 扰动土抗剪强度 土体经扰动或重塑后土样的抗剪强度ꎬ 单位 ｋＰａ

３２ 抗剪强度灵敏度 土体原状土抗压强度与扰动土 (重塑土) 抗压强度之比ꎬ 量纲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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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试验编号ꎮ 填写试验编号ꎬ 与钻孔取样编号一致ꎮ
２) 取样深度ꎮ 填写取样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天然含水量ꎮ 填写天然含水量ꎬ 单位为％ꎮ
４) 天然密度ꎮ 填写天然密度ꎬ 单位为 ｇ / ｃｍ３ꎮ
５) 干燥密度ꎮ 填写土体经烘干失去水分状态的密度ꎬ 单位为 ｇ / ｃｍ３ꎮ
６) 比重ꎮ 某物质的密度与取作标准物的密度之比ꎬ 量纲为 １ꎮ
７) 天然孔隙比ꎮ 填写天然孔隙比ꎬ 量纲为 １ꎮ
８) 饱和度ꎮ 填写饱和度ꎬ 单位为％ꎮ
９) 液限ꎮ 填写液限ꎬ 单位为％ꎮ
１０) 塑限ꎮ 填写塑限ꎬ 单位为％ꎮ
１１) 塑性指数ꎮ 填写塑性指数ꎬ 量纲为 １ꎮ
１２) 液性指数ꎮ 填写液性指数ꎬ 量纲为 １ꎮ
１３) 卵石ꎮ 填写砾径 ２０ ~ ２００ｍｍꎮ
１４) 砾石ꎮ 填写砾径 ２ ~ ２０ｍｍꎮ
１５) 砂粒 ２ ０ ~ ０ ５ꎮ 填写粒径 ２ ０ ~ ０ ５ｍｍꎮ
１６) 砂粒 ０ ５ ~ ０ ２５ꎮ 填写粒径 ０ ５ ~ ０ ２５ｍｍꎮ
１７) 砂粒 ０ ２５ ~ ０ １０ꎮ 填写粒径 ０ ２５ ~ ０ １ｍｍꎮ
１８) 砂粒 ０ １ ~ ０ ０５ꎮ 填写粒径 ０ １ ~ ０ ０５ｍｍꎮ
１９) 粉粒ꎮ 填写粒径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５ｍｍꎮ
２０) 黏粒ꎮ 填写粒径小于 ０ ００５ｍｍꎮ
２１) 土名ꎮ 填写土样的名称ꎮ
２２) 压缩系数ꎮ 填写土在 １００ ~ ２００ｋＰａ 时的压缩系数ꎬ 单位为 ＭＰａ － １ꎮ
２３) 压缩模量ꎮ 填写土在 １００ ~ ２００ｋＰａ 的压缩模量ꎬ 单位为 ＭＰａꎮ
２４) 固结系数 Ｃｖꎮ 填写垂直向固结系数ꎬ 量纲为 １ꎮ
２５) 固结系数 ＣＨꎮ 填写水平向固结系数ꎬ 量纲为 １ꎮ
２６) 黏聚力 Ｃꎮ 填写快剪时的黏聚力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２７) 内摩擦角 φꎮ 填写快剪时的内摩擦角ꎬ 单位为 (°)ꎮ
２８) 黏聚力 Ｃｇꎮ 填写固结快剪时的黏聚力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２９) 内摩擦角 φｇꎮ 填写固结快剪时的内摩擦角ꎬ 单位为 (°)ꎮ
３０) 原状土抗剪强度ꎮ 填写土体保持原始结构土样时的抗剪强度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３１) 扰动土抗剪强度ꎮ 填写土体经扰动或重塑后土样的抗剪强度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３２) 抗剪强度灵敏度ꎮ 填写土体原状土抗压强度与扰动土 (重塑土) 抗压强度之比ꎬ

量纲为 １ꎮ
(５) 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层统计表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层统计表内容见表 ２ ３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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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３１　 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层统计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工程地质分层
勘察场地岩土按其成因、 工程性质划分的分层ꎬ 代号为Ⅰꎬ Ⅱꎬ

Ⅲꎬ ꎬ 也可以为 １ꎬ ２ꎬ ３ꎬ 

２ 样本数 参与统计参数总数ꎬ 单位个

３ 最大值 参与统计指标值的最大值

４ 最小值 参与统计指标值的最小值

５ 平均值 参与统计指标值的算术平均值

６ 建议值 提出各指标的建议值

７ 天然含水量 土中水的质量与土粒质量之比ꎬ 量纲为 １

８ 密度 密度ꎬ 单位 ｇ / ｃｍ３

９ 比重 土粒密度与 ４℃水的密度之比ꎬ 量纲为 １

１０ 天然空隙比 孔隙体积与土粒体积之比ꎬ 量纲为 １

１１ 饱和度 土中水的体积与孔隙总体积之比ꎬ 量纲为 １

１２ 液限 土由半固态转到可塑状态的界限含水量

１３ 塑限 土由可塑状转到流动状态的界限含水量

１４ 塑性指数 表示土处在可塑状态的含水量变化范围

１５ 液性指标 粘性土所处的软硬状态

１６ 压缩系数 物体压缩性的大小

１７ 压缩模量 在受三轴压缩时应力与应变的比值

１８ 固结系数 受侧限土体在荷载作用下固结速度ꎬ 单位 ｃｍ２ / ｓ

１９ 快剪黏聚力 单位 ｋＰａ

２０ 快剪内摩擦角 单位 (°)

２１ 固结快剪黏聚力 单位 ｋＰａ

２２ 固结快剪内摩擦角 单位 (°)

２３ 原状土无侧限抗压强度 原状土在无侧向压力情况下ꎬ 抵抗轴向压力的极限强度ꎬ 单位 ｋＰａ

２４ 重塑土无侧限抗压强度 重塑土在无侧向压力情况下ꎬ 抵抗轴向压力的极限强度ꎬ 单位 ｋＰａ

２５ 无侧限抗压强度灵敏度 原状土与其重塑后立即进行试验的无侧限抗压强度之比值ꎬ 量纲为 １

２６ 垂直向渗透系数 垂直方向单位水力梯度下的单位流量ꎬ 单位 ｍ / ｄ

２７ 水平向渗透系数 水平方向单位水力梯度下的单位流量ꎬ 单位 ｍ / ｄ

２８ 自由膨胀率 土体在无荷载时的膨胀率ꎬ 单位％

２９ 膨胀率 土体在 ５０ｋＰａ 压力作用下的膨胀率ꎬ 单位％

３０ 胀缩总率 土体在 ５０ｋＰａ 压力作用下的膨胀率与收缩率之和ꎬ 单位％

３１ 自重湿陷系数
单位厚度土样在该试样所处深度处上覆饱和自重压力作用下产生的

湿陷变形ꎬ 量纲为 １

３２ 湿陷系数 单位厚度土样湿陷变形ꎬ 量纲为 １

３３ 湿陷起始压力 产生湿陷变形时所作用的压力ꎬ 单位 ｋＰａ

３４ 融化下沉系数 冻土在自重压力作用下融化下沉量与冻结下沉量之比ꎬ 量纲为 １

３５ 承载比 土的承载比ꎬ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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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工程地质分层ꎮ 填写勘察场地岩土按其成因、 工程性质划分的分层ꎬ 代号为Ⅰꎬ

Ⅱꎬ Ⅲꎬ ꎬ 也可以为 １ꎬ ２ꎬ ３ꎬ ꎮ
２) 样本数ꎮ 填写参与统计参数总数ꎬ 单位为个ꎮ
３) 最大值ꎮ 填写参与统计指标值的最大值ꎮ
４) 最小值ꎮ 填写参与统计指标值的最小值ꎮ
５) 平均值ꎮ 填写参与统计指标值的算术平均值ꎮ
６) 建议值ꎮ 填写提出各指标的建议值ꎮ
７) 天然含水量ꎮ 填写土中水的质量与土粒质量之比ꎬ 量纲为 １ꎮ
８) 密度ꎮ 填写密度ꎬ 单位为 ｇ / ｃｍ３ꎮ
９) 比重ꎮ 填写土粒密度与 ４℃水的密度之比ꎬ 量纲为 １ꎮ
１０) 天然空隙比ꎮ 填写孔隙体积与土粒体积之比ꎬ 量纲为 １ꎮ
１１) 饱和度ꎮ 填写土中水的体积与孔隙总体积之比ꎬ 量纲为 １ꎮ
１２) 液限ꎮ 填写土由半固态转到可塑状态的界限含水量ꎮ
１３) 塑限ꎮ 填写土由可塑状转到流动状态的界限含水量ꎮ
１４) 塑性指数ꎮ 填写表示土处在可塑状态的含水量变化范围ꎮ
１５) 液性指标ꎮ 填写粘性土所处的软硬状态ꎮ
１６) 压缩系数ꎮ 填写物体压缩性的大小ꎮ
１７) 压缩模量ꎮ 填写在受三轴压缩时应力与应变的比值ꎮ
１８) 固结系数ꎮ 填写受侧限土体在荷载作用下固结速度ꎬ 单位为 ｃｍ２ / ｓꎮ
１９) 快剪黏聚力ꎮ 填写快剪黏聚力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２０) 快剪内摩擦角ꎮ 填写快剪内摩擦角ꎬ 单位为 (°)
２１) 固结快剪黏聚力ꎮ 填写固结快剪黏聚力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２２) 固结快剪内摩擦角ꎮ 填写固结快剪内摩擦角ꎬ 单位为 (°)
２３) 原状土无侧限抗压强度ꎮ 填写原状土在无侧向压力情况下ꎬ 抵抗轴向压力的极

限强度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２４) 重塑土无侧限抗压强度ꎮ 填写重塑土在无侧向压力情况下ꎬ 抵抗轴向压力的极

限强度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２５) 无侧限抗压强度灵敏度ꎮ 填写原状土与其重塑后立即进行试验的无侧限抗压强

度之比值ꎬ 量纲为 １ꎮ
２６) 垂直向渗透系数ꎮ 填写垂直方向单位水力梯度下的单位流量ꎬ 单位为 ｍ / ｄꎮ
２７) 水平向渗透系数ꎮ 填写水平方向单位水力梯度下的单位流量ꎬ 单位为 ｍ / ｄꎮ
２８) 自由膨胀率ꎮ 填写土体在无荷载时的膨胀率ꎬ 单位为％ꎮ
２９) 膨胀率ꎮ 填写土体在 ５０ｋＰａ 压力作用下的膨胀率ꎬ 单位为％ꎮ
３０) 胀缩总率ꎮ 填写土体在 ５０ｋＰａ 压力作用下的膨胀率与收缩率之和ꎬ 单位为％ꎮ
３１) 自重湿陷系数ꎮ 填写单位厚度土样在该试样所处深度处上覆饱和自重压力作用

下产生的湿陷变形ꎬ 量纲为 １ꎮ
３２) 湿陷系数ꎮ 填写单位厚度土样湿陷变形ꎬ 量纲为 １ꎮ
３３) 湿陷起始压力ꎮ 填写产生湿陷变形时所作用的压力ꎬ 单位为 ｋＰ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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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融化下沉系数ꎮ 填写冻土在自重压力作用下融化下沉量与冻结下沉量之比ꎬ 量

纲为 １ꎮ
３５) 承载比ꎮ 填写土的承载比ꎬ 单位为％ꎮ
(６) 钻孔抽水试验数据表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抽水试验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３２ꎮ

表 ２ ３２　 钻孔抽水试验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水样编号 水样的顺序编号

２ 试段编号 试段的顺序编号

３ 试段深度 试段的深度ꎬ 单位 ｍ

４ 抽水前孔深 抽水前孔深ꎬ 单位 ｍ

５ 抽水后孔深 抽水后孔深ꎬ 单位 ｍ

６ 抽水开始日期 抽水开始日期ꎬ 格式日、 时、 分

７ 抽水结束日期 抽水结束日期ꎬ 格式日、 时、 分

８ 抽水延续时间 抽水延续时间ꎬ 格式时、 分

９ 抽水稳定时间 抽水稳定时间ꎬ 格式时、 分

１０ 水位恢复时间 水位恢复时间ꎬ 单位 ｈ

１１ 抽水前静止水位 抽水前静止水位ꎬ 单位 ｍ

１２ 抽水后静止水位 抽水后静止水位ꎬ 单位 ｍ

１３ 水位降深 水位降深ꎬ 单位 ｍ

１４ 瞬时涌水量 涌水量ꎬ 单位 Ｌ / ｓ

１５ 日涌水量 日涌水量ꎬ 单位 ｔ / ｄ

１６ 单位涌水量 单位涌水量ꎬ 单位 Ｌ / (ｓｍ)

１７ 含水层厚度 含水层厚度ꎬ 单位 ｍ

１８ 滤水管半径 滤水管半径ꎬ 单位 ｍ

１９ 影响半径 影响半径ꎬ 单位 ｍ

２０ 渗透系数 渗透系数ꎬ 单位 ｍ / ｄ

２１ 最大可能涌水量 最大可能涌水量ꎬ 单位 ｔ / ｄ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水样编号ꎮ 填写水样的顺序编号ꎮ
２) 试段编号ꎮ 填写试段的顺序编号ꎮ
３) 试段深度ꎮ 填写试段的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抽水前孔深ꎮ 填写抽水前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抽水后孔深ꎮ 填写抽水后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抽水开始日期ꎮ 填写抽水开始日期ꎬ 格式为日、 时、 分ꎮ
７) 抽水结束日期ꎮ 填写抽水结束日期ꎬ 格式为日、 时、 分ꎮ
８) 抽水延续时间ꎮ 填写抽水延续时间ꎬ 格式为时、 分ꎮ
８４



９) 抽水稳定时间ꎮ 填写抽水稳定时间ꎬ 格式为时、 分ꎮ
１０) 水位恢复时间ꎮ 填写水位恢复时间ꎬ 单位为 ｈꎮ
１１) 抽水前静止水位ꎮ 填写抽水前静止水位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２) 抽水后静止水位ꎮ 填写抽水后静止水位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３) 水位降深ꎮ 填写水位降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４) 瞬时涌水量  填写涌水量ꎬ 单位为 Ｌ / ｓꎮ
１５) 日涌水量ꎮ 填写日涌水量ꎬ 单位为 ｔ / ｄꎮ
１６) 单位涌水量ꎮ 填写单位涌水量ꎬ 单位为 Ｌ / (ｓｍ)ꎮ
１７) 含水层厚度ꎮ 填写含水层厚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８) 滤水管半径ꎮ 填写滤水管半径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９) 影响半径ꎮ 填写影响半径ꎬ 单位为 ｍꎮ
２０) 渗透系数ꎮ 填写渗透系数ꎬ 单位为 ｍ / ｄꎮ
２１) 最大可能涌水量ꎮ 填写最大可能涌水量ꎬ 单位为 ｔ / ｄꎮ
(７) 钻孔水质分析成果表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水质分析成果表内容见表 ２ ３３ꎮ

表 ２ ３３　 钻孔水质分析成果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水样编号 水样的顺序编号

２ 分析时间 水样的分析时间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３ Ｋ ＋ ＋ Ｎａ ＋ Ｋ ＋ 、 Ｎａ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４ Ｃａ２ ＋ Ｃａ２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５ Ｍｇ２ ＋ Ｍｇ２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６ Ｆｅ３ ＋ Ｆｅ３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７ Ｆｅ２ ＋ Ｆｅ２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８ Ａｌ３ ＋ Ａｌ３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９ ＮＨ ＋
４ ＮＨ ＋

４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０ Ｃｕ２ ＋ Ｃｕ２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１ Ｐｂ２ ＋ Ｐｂ２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２ Ｚｎ２ ＋ Ｚｎ２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３ Ｍｎ２ ＋ Ｍｎ２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４ Ｃｌ － Ｃｌ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５ ＳＯ２ －
４ ＳＯ２ －

４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６ ＨＣＯ －
３ ＨＣＯ －

３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７ ＣＯ２ －
３ ＣＯ２ －

３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８ ＮＯ －
３ ＮＯ －

３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１９ ＮＯ －
２ ＮＯ －

２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０ Ｆ － Ｆ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１ Ｂｒ － Ｂｒ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９４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２２ Ｉ － Ｉ － 离子含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３ 总硬度 总硬度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４ 永久硬度 永久硬度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５ 暂时硬度 暂时硬度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６ 负硬度 负硬度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７ 总碱度 总碱度ꎬ ｍｇ / Ｌ 或 ｍｍｏｌ / Ｌ

２８ 游离 ＣＯ２ 游离 ＣＯ２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２９ 可溶性 ＳｉＯ２ 可溶性 ＳｉＯ２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０ 耗氧量 耗氧量ꎬ 单位 ｍｇ / Ｌ

３１ 固形物 固形物ꎬ 单位 ｍｇ / Ｌ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水样编号ꎮ 填写水样的顺序编号ꎮ
２) 分析时间ꎮ 填写水样的分析时间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３ ~ ３１) 水样测试分析ꎮ 填写离子含量数据ꎬ 单位为 ｍｇ / Ｌꎮ
(８) 钻孔工程地质信息记录表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工程地质信息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３４ꎮ

表 ２ ３４　 钻孔工程地质信息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综合柱状图编号 综合柱状图编号

２ 岩土层总数 岩土层总数

３ 测试总数 测试总数

４ 岩土试样编号 岩土试样编号

５ 取样深度 取样深度ꎬ 单位 ｍ

６ 地层时代 地层时代

７ 地层代号 地层代号

８ 层底深度 层底深度ꎬ 单位 ｍ

９ 分层厚度 分层厚度ꎬ 单位 ｍ

１０ 工程地质分层描述 工程地质分层描述

１１ 冲洗液消耗量 观测的实际冲洗液消耗量值ꎬ 单位 ｍ３ / ｈ

１２ 标贯击数 标贯击数ꎬ 单位击

１３ 重Ⅱ击数 重Ⅱ击数ꎬ 单位击

１４ 测试深度 测试深度ꎬ 单位 ｍ

１５ 初见水位 初见水位ꎬ 单位 ｍ

１６ 静止水位 静止水位ꎬ 单位 ｍ

１７ 钻孔结构 钻孔结构

０５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８ 钻进平均速度 钻进平均速度ꎬ 单位 ｍ / ｈ

１９ 钻进情况 钻进情况

２０ 累计深度 累计深度ꎬ 单位 ｍ

２１ 岩心样品编号 岩心样品编号

２２ 岩心直径 岩心直径ꎬ 单位 ｍｍ

２３ 岩心各段平均长度 岩心各段平均长度ꎬ 单位 ｍ

２４ 岩心每层全长 岩心每层全长ꎬ 单位 ｍ

２５ 岩心采取率 岩心采取率ꎬ 单位％

２６ 岩心地质描述 岩心地质描述信息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综合柱状图编号ꎮ 填写综合柱状图的编号ꎮ
２) 岩土层总数ꎮ 填写岩土层的总层数ꎮ
３) 测试总数ꎮ 填写测试总数ꎮ
４) 岩土试样编号ꎮ 填写岩土试样的编号ꎮ
５) 取样深度ꎮ 填写取样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地层时代ꎮ 填写地层时代ꎮ
７) 地层代号ꎮ 填写地层代号ꎮ
８) 层底深度ꎮ 填写层底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９) 分层厚度ꎮ 填写分层厚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０) 工程地质分层描述ꎮ 填写工程地质分层的描述ꎮ
１１) 冲洗液消耗量ꎮ 填写观测的实际冲洗液消耗量值ꎬ 单位为 ｍ３ / ｈꎮ
１２) 标贯击数ꎮ 填写标贯的击数ꎬ 单位为击ꎮ
１３) 重Ⅱ击数ꎮ 填写重Ⅱ击数ꎬ 单位为击ꎮ
１４) 测试深度ꎮ 填写测试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５) 初见水位ꎮ 填写初见水位ꎬ 单位为 ｍꎬ 精确到 ｃｍꎮ
１６) 静止水位ꎮ 填写静止水位ꎬ 单位为 ｍꎬ 精确到 ｃｍꎮ
１７) 钻孔结构ꎮ 填写钻孔结构ꎮ
１８) 钻进平均速度ꎮ 填写钻进平均速度ꎬ 单位为 ｍ / ｈꎮ
１９) 钻进情况ꎮ 填写钻进情况ꎮ
２０) 累计深度ꎮ 填写累计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ꎬ 精确到 ｃｍꎮ
２１) 岩心样品编号ꎮ 填写岩心样品的编号ꎮ
２２) 岩心直径ꎮ 填写岩心直径ꎬ 单位为 ｍꎬ 精确到 ｃｍꎮ
２３) 岩心各段平均长度ꎮ 填写岩心各段平均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２４) 岩心每层全长ꎮ 填写岩心每层全长ꎬ 单位为 ｍꎮ
２５) 岩心采取率ꎮ 填写岩心采取率ꎬ 单位为％ꎮ
２６) 岩心地质描述ꎮ 填写岩心地质描述信息ꎮ

１５



(９) 钻孔波速测试记录表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波速测试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３５ꎮ

表 ２ ３５　 钻孔波速测试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主要钻进方法 主要钻进方法

２ 深度 钻进深度ꎬ 单位 ｍ

３ 到时 波速到时ꎬ 单位 ｍｓ

４ 剪切波速 剪切波速ꎬ 单位 ｍ / ｓ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主要钻进方法ꎮ 填写主要钻进方法ꎮ
２) 深度ꎮ 填写钻进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到时ꎮ 填写波速到时ꎬ 单位为 ｍｓꎮ
４) 剪切波速ꎮ 填写剪切波速ꎬ 单位为 ｍ / ｓꎮ
(１０) 钻孔综合测井曲线记录表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综合测井曲线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３６ꎮ

表 ２ ３６　 钻孔综合测井曲线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测井日期 测井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２ 测井点曲线名 利用测井数据绘制的测井点曲线名称

３ 点曲线图编号 测井点曲线图的编号

４ 点编号 测井点的编号

５ 孔深 每个测量点在钻孔内的深度ꎬ 单位 ｍ

６ 测井结果 在每个测量点获得的测量数据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测井日期ꎮ 填写测井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２) 测井点曲线名ꎮ 填写利用测井数据绘制的测井点曲线名称ꎮ
３) 点曲线图编号ꎮ 填写测井点曲线图的编号ꎮ
４) 点编号ꎮ 填写测井点的编号ꎮ
５) 孔深ꎮ 填写每个测量点在钻孔内的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测井结果ꎮ 填写在每个测量点获得的测量数据ꎮ

２ ３ ２ ５　 煤田地质钻孔重要数据采集内容及说明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ꎬ 除采集钻孔基础信息数据外ꎬ 还应采集钻孔开口信息、 地

质记录数据、 煤层记录数据、 煤质分析信息数据、 煤样试验记录数据、 孔深校正及弯

曲度测量数据、 测井曲线层记录数据、 测井曲线点记录数据等ꎮ 具体采集表内容如

表 ２ ３７ 所示ꎮ

２５



表 ２ ３７　 煤田地质钻孔重要数据采集一览表

序号 地质工作类别 属性表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煤田地质勘查类

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地质记录表

钻孔煤层记录表

钻孔煤质分析信息表

钻孔煤样试验记录表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表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

(１) 钻孔基本信息表

在进行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采集时ꎬ 本表是必填表ꎮ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基本信息表内容见表 ２ ３８ꎮ

表 ２ ３８　 钻孔基本信息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坐标系

矿区地形图采用的坐标系统ꎬ 包括分带、 投影方式等ꎮ 如果是其他坐标必

须换算成 １９８０ 年西安坐标系或 １９５４ 年北京坐标系或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

系ꎬ 填写三种坐标之一

２ 钻孔经度 钻孔中心点大地坐标经度值ꎬ 格式 Ｄ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

３ 钻孔纬度 钻孔中心点大地坐标纬度值ꎬ 格式 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

４ 钻孔坐标 Ｘ 钻孔中心点直角坐标 Ｘ 值ꎬ 单位 ｍ

５ 钻孔坐标 Ｙ 钻孔中心点直角坐标 Ｙ 值ꎬ 单位 ｍ

６ 钻孔高程 Ｈ 钻孔开钻位置的高程ꎬ 单位 ｍ

７ 钻孔类型 钻孔的地质类别

８ 开孔日期 钻孔开工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９ 终孔日期 钻孔完工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０ 设计方位角 开钻前设计的钻孔方位角ꎬ 单位 (°)

１１ 实际方位角

钻孔轴线的任意一点切线在水平上的投影ꎬ 与子午线指北方向顺时针旋转

的夹角ꎬ 单位 (°)ꎮ 正北填写 ３６０°ꎮ 前 ３ 位为度ꎬ 小数点后两位为分ꎬ 最

后两位为秒ꎮ 范围: > ０°且≤３６０°

１２ 设计倾角 开钻前设计的钻孔倾角ꎬ 单位 (°)

１３ 实际倾角
钻孔轴线上某点的切线与包括该点水平面之间的夹角ꎬ 单位 (°)ꎮ 前 ３ 位

为度ꎬ 小数点后两位为分ꎬ 最后两位为秒ꎮ 范围: ≥ －９０°且≤９０°

１４ 设计孔深 开钻前设计的钻孔深度ꎬ 单位 ｍ

１５ 终孔深度 钻孔的实际终孔深度ꎬ 单位 ｍ

１６ 直径 钻孔的直径 φꎬ 单位 ｍｍ

１７ 变径深度 钻孔直径发生改变的孔深位置ꎬ 单位 ｍ

１８ 终孔孔径 钻孔结束钻进时的钻孔直径ꎬ 单位 ｍｍ

３５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９ 终孔层位 结束钻进时钻孔最深位置的地层名称

２０ 钻进方法 指钻孔的打钻方式

２１ 岩心总采取率 钻孔中各岩层岩心的总采取率ꎬ 单位％

２２ 煤心总采取率 钻孔中各煤层煤心的总采取率ꎬ 单位％

２３ 可采煤层总采取率 钻孔中各可采煤层煤心的总采取率ꎬ 单位％

２４ 见煤深度 钻孔钻进时首次见煤的钻孔深度ꎬ 单位 ｍ

２５ 止煤深度 钻孔结束钻进时ꎬ 最后一次穿透煤层的钻孔深度ꎬ 单位 ｍ

２６ 钻探质量 钻探工程质量等级

２７ 封孔区间 钻孔封闭段的个数

２８ 封孔描述 对封孔位置、 封孔方法及使用材料的描述

２９ 柱状图比例尺 填写绘制钻孔 (综合) 柱状图时的比例尺

３０ 岩心保管状况 指岩心保存情况、 保存环境、 保存单位等信息ꎬ 如有岩心则需填写此项

３１ 编录质量类别 钻孔地质编录质量类别

３２ 施工单位 野外完成钻孔施工的单位全称

３３ 编录单位 钻孔资料编录单位的全称

３４ 钻探技术人员 进行野外钻探施工的技术人员姓名

３５ 地质编录人员 进行钻孔编录的工作人员姓名

３６ 水文编录人员 进行钻孔简易水文编录的人员姓名

３７ 质量检查人员 对钻孔施工、 编录质量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

３８ 填写日期 填写本表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坐标系ꎮ 填写矿区地形图采用的坐标系统ꎬ 包括分带、 投影方式等ꎮ 如果是其他

坐标必须换算成 １９８０ 年西安坐标系或 １９５４ 年北京坐标系或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ꎬ 填写

三种坐标之一ꎮ
２) 钻孔经度ꎮ 填写钻孔中心点大地坐标经度值ꎮ
３) 钻孔纬度ꎮ 填写钻孔中心点大地坐标纬度值ꎮ
４) 钻孔坐标 Ｘꎮ 填写钻孔中心点直角坐标 Ｘ 值ꎮ
５) 钻孔坐标 Ｙꎮ 填写钻孔中心点直角坐标 Ｙ 值ꎮ
６) 钻孔高程 Ｈꎮ 填写钻孔开钻位置的高程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钻孔类型ꎮ 填写钻孔的地质工作类别ꎮ
８) 开孔日期ꎮ 填写钻孔开工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９) 终孔日期ꎮ 填写钻孔完工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０) 设计方位角ꎮ 填写开钻前设计的钻孔方位角ꎬ 单位为 (°)ꎮ
１１) 实际方位角ꎮ 填写开钻后实际的钻孔方位角ꎮ 钻孔轴线的任意一点切线在水平

上的投影ꎬ 与子午线指北方向顺时针旋转的夹角ꎬ 单位为 (°)ꎮ 正北填写 ３６０°ꎮ 前 ３ 位

为度ꎬ 小数点后 ２ 位为分ꎬ 最后两位为秒ꎮ 范围: > ０°且≤３６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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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设计倾角ꎮ 填写开钻前设计的钻孔倾角ꎬ 单位为 (°)ꎮ
１３) 实际倾角ꎮ 填写开钻后实际的钻孔倾角ꎮ 钻孔轴线上某点的切线与包括该点水平面

之间的夹角ꎬ 单位为 (°)ꎮ 前 ３ 位为度ꎬ 小数点后 ２ 位为分ꎬ 最后两位为秒ꎮ 范围:
≥ －９０°且≤９０°ꎮ

１４) 设计孔深ꎮ 填写开钻前设计的钻孔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５) 终孔深度ꎮ 填写钻孔的实际终孔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６) 直径ꎮ 填写钻孔的直径 φ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１７) 变径深度ꎮ 填写钻孔直径发生改变的孔深位置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８) 终孔孔径ꎮ 填写钻孔结束钻进时的钻孔直径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１９) 终孔层位ꎮ 填写钻孔结束钻进时最深位置的地层名称ꎮ
２０) 钻进方法ꎮ 填写钻孔的打钻方式ꎮ
２１) 岩心总采取率ꎮ 填写钻孔中各岩层岩心的总采取率ꎬ 单位为％ꎮ
２２) 煤心总采取率ꎮ 填写钻孔中各煤层煤心的总采取率ꎬ 单位为％ꎮ
２３) 可采煤层总采取率ꎮ 填写钻孔中各可采煤层煤心的总采取率ꎬ 单位为％ꎮ
２４) 见煤深度ꎮ 填写钻孔钻进时首次见煤的钻孔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２５) 止煤深度ꎮ 填写钻孔结束钻进时最后一次穿透煤层的钻孔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２６) 钻探质量ꎮ 填写钻探工程质量等级ꎮ
２７) 封孔区间数ꎮ 填写钻孔封闭段的个数ꎮ
２８) 封孔描述ꎮ 填写对封孔位置、 封孔方法及使用材料进行的描述ꎮ
２９) 柱状图比例尺ꎮ 填写绘制钻孔 (综合) 柱状图时的比例尺ꎮ
３０) 岩心保管状况ꎮ 填写岩心保存情况、 保存环境、 保存单位等信息ꎬ 如有岩心则

需填写此项ꎮ
３１) 编录质量类别ꎮ 填写钻孔地质编录质量类别ꎮ
３２) 施工单位ꎮ 填写野外完成钻孔施工的单位全称ꎮ
３３) 编录单位ꎮ 填写钻孔资料编录单位的全称ꎮ
３４) 钻探技术人员ꎮ 填写进行野外钻探施工的技术人员姓名ꎮ
３５) 地质编录人员ꎮ 填写进行钻孔编录的工作人员姓名ꎮ
３６) 水文编录人员ꎮ 填写进行钻孔简易水文编录的人员姓名ꎮ
３７) 质量检查人员ꎮ 填写对钻孔施工、 编录质量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ꎮ
３８) 填写日期ꎮ 填写本表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２) 钻孔地质记录表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地质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３９ꎮ

表 ２ ３９　 钻孔地质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层号 经地层对比划分的钻孔岩层代号

２ 层位 沉积岩层的地质年代或侵入岩的侵入时期代码

３ 分层深度 岩层在钻孔内底部深度ꎬ 单位 ｍ

４ 岩石地层单位名称 经地层对比划分的岩层名称 (按照各省 (区、 市) 地层清理成果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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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５ 岩层倾角 描述岩层的倾角ꎬ 单位 (°)

６ 岩层厚度 描述岩层的厚度ꎬ 描述层在钻孔内的顶深度与底深度之差ꎬ 单位 ｍ

７ 接触关系 描述层与下伏地层之间的地质接触关系ꎬ 即本层与其下一层的接触关系

８ 岩矿心长度 所描述地层的岩 (矿) 心长度ꎬ 单位 ｍ

９ 采取率 描述层的层采取率ꎬ 即层岩 (矿) 心长度 / 层进尺 × １００％ ꎬ 单位％

１０ 岩石名称 描述岩层主要岩石名称

１１ 岩性描述 描述层的岩性特征、 构造特征和变质特征等

１２ 测点地面高程 水文测量点的地面高程值ꎬ 单位 ｍ

１３ 地下水位高程 钻孔地下水位的高程值ꎬ 单位 ｍ

１４ 静止水位 钻孔地下水静止水位的高程值ꎬ 单位 ｍ

１５ 冲洗液消耗量 钻孔冲洗液的使用量ꎬ 单位 ｍ３ / ｈ

１６ 泥浆密度 钻孔使用泥浆的密度ꎬ 单位 ｇ / ｃｍ３

１７ 编录人员 钻孔记录编录人员的姓名

１８ 编录日期 钻孔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９ 检查人员 对钻孔记录编录表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

２０ 检查日期 对钻孔记录编录表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层号ꎮ 填写经地层对比划分的钻孔岩层代号ꎮ
２) 层位ꎮ 填写沉积岩层的地质年代或侵入岩的侵入时期代码ꎮ
３) 分层深度ꎮ 填写岩层在钻孔内底部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岩石地层单位名称ꎮ 填写经地层对比划分的岩层名称 (按照各省 (区、 市) 地层清理

成果填写)ꎮ
５) 岩层倾角ꎮ 填写描述岩层的倾斜角ꎬ 单位为 (°)ꎮ
６) 岩层厚度ꎮ 填写描述岩层的厚度ꎬ 描述层在钻孔内的顶深度与底深度之差ꎬ 单位

为 ｍꎮ
７) 接触关系ꎮ 填写描述层与下伏地层之间的地质接触关系ꎬ 即本层与其下一层的接

触关系ꎮ
８) 岩矿心长度ꎮ 填写所描述地层的岩 (矿) 心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９) 采取率ꎮ 填写描述层的层采取率ꎬ 即层岩 (矿) 心长度 /层进尺 × １００％ ꎬ 单

位为％ꎮ
１０) 岩石名称ꎮ 填写描述岩层主要岩石名称ꎮ
１１) 岩性描述ꎮ 填写描述层的岩性特征、 构造特征和变质特征等ꎮ
１２) 测点地面高程ꎮ 填写水文测量点的地面高程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３) 地下水位高程ꎮ 填写钻孔地下水位的高程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４) 静止水位ꎮ 填写钻孔地下水静止水位的高程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５) 冲洗液消耗量ꎮ 填写钻孔冲洗液的使用量ꎬ 单位为 ｍ３ / ｈꎮ
１６) 泥浆密度ꎮ 填写钻孔使用泥浆的密度ꎬ 单位为 ｇ / ｃｍ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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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编录人员ꎮ 填写钻孔记录编录人员的姓名ꎮ
１８) 编录日期ꎮ 填写钻孔编录的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９) 检查人员ꎮ 填写对钻孔记录编录表进行检查的人员姓名ꎮ
２０) 检查日期ꎮ 填写对钻孔记录编录表进行检查的日期ꎬ 格式为ＹＹＹＹ －ＭＭ －ＤＤꎮ
(３) 钻孔煤层记录表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煤层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４０ꎮ

表 ２ ４０　 钻孔煤层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煤层编号 矿区或钻孔对煤层划分的编号

２ 煤层名称 矿区或钻孔对煤层划分的名称

３ 煤炭分类 描述煤层的中国煤炭分类类别名称ꎬ 参见 ＧＢ / Ｔ ５７５１—２００９

４ 含煤地层 描述含煤层位的年代地层代码

５ 煤层底板标高 描述煤层底板的高程值ꎬ 单位 ｍ

６ 夹矸岩性 描述煤层中夹矸的主要岩性名称

７ 含矸率 描述煤层所含夹矸石的比率ꎬ 单位％

８ 厚度分级 煤层的厚度分级参见 ＣＢ０１ － １９

９ 煤层倾斜分级 煤层的倾斜程度分级参见 ＣＢ０１ － １６

１０ 煤层结构复杂程度 煤层的结构复杂程度分级参见 ＣＢ０１ － １７

１１ 层位稳定性 煤层层位的稳定程度分级参见 ＣＢ０１ － ２１

１２ 煤层对比可靠程度 煤层在矿区、 井田内对比的可靠程度分级参见 ＣＢ０１ － ２０

１３ 煤层几何形态 煤层分布的形态分类参见 ＣＢ０１ － ２２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煤层编号ꎮ 填写矿区或钻孔对煤层划分的编号ꎮ
２) 煤层名称ꎮ 填写矿区或钻孔对煤层划分的名称ꎮ
３) 中国煤炭分类ꎮ 填写描述煤层的中国煤炭分类类别名称ꎬ 参见 ＧＢ / Ｔ ５７５１—２００９ꎮ
４) 含煤地层ꎮ 填写描述含煤层位的年代地层代码ꎮ
５) 煤层底板标高ꎮ 填写描述煤层底板的高程值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夹矸岩性ꎮ 填写描述煤层中夹矸的主要岩性名称ꎮ
７) 含矸率ꎮ 填写描述煤层所含夹矸石的比率ꎬ 单位为％ꎮ
８) 厚度分级ꎮ 填写煤层的厚度分级ꎬ 参见 ＣＢ０１ － １９ꎮ
９) 煤层倾斜分级ꎮ 填写煤层的倾斜程度分级ꎬ 参见 ＣＢ０１ － １６ꎮ
１０) 煤层结构复杂程度ꎮ 填写煤层的结构复杂程度分级ꎬ 参见 ＣＢ０１ － １７ꎮ
１１) 层位稳定性ꎮ 填写煤层层位的稳定程度分级ꎬ 参见 ＣＢ０１ － ２０ꎮ
１２) 煤层对比可靠程度ꎮ 填写煤层在矿区、 井田内对比的可靠程度分级ꎬ 参见

ＣＢ０１ － ２０ꎮ
１３) 煤层几何形态ꎮ 填写煤层分布的形态分类ꎬ 参见 ＣＢ０１ － ２２ꎮ
(４) 钻孔煤质分析信息表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煤质分析信息表内容见表 ２ ４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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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４１　 钻孔煤质分析信息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样品编号 样品编号

２ 实验室编号 实验室编号

３ 煤层编号 煤层编号

４ 全水分 全水分ꎬ 单位％

５ 最高内在水分 最高内在水分ꎬ 单位％

６ 外在水分 外在水分ꎬ 单位％

７ 空气干燥基灰分 空气干燥基灰分ꎬ 单位％

８ 干燥基挥发分 干燥基挥发分ꎬ 单位％

９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ꎬ 单位％

１０ 收到基挥发分 收到基挥发分ꎬ 单位％

１１ 分析基全硫 分析基全硫ꎬ 单位％

１２ 干燥基全硫 干燥基全硫ꎬ 单位％

１３ 收到基全硫 收到基全硫ꎬ 单位％

１４ 硫铁矿硫 硫铁矿硫ꎬ 单位％

１５ 硫酸盐硫 硫酸盐硫ꎬ 单位％

１６ 有机硫 有机硫ꎬ 单位％

１７ 分析基弹筒发热量 分析基弹筒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１８ 干燥基弹筒发热量 干燥基弹筒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１９ 收到基弹筒发热量 收到基弹筒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２０ 干燥无灰基弹筒发热量 干燥无灰基弹筒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２１ 分析基高位发热量 分析基高位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２２ 干燥高位发热量 干燥高位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２３ 收到基高位发热量 收到基高位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２４ 干燥无灰基高位发热量 干燥无灰基高位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２５ 分析基低位发热量 分析基低位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２６ 干燥基低位发热量 干燥基低位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２７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２８ 干燥无灰基低位发热量 干燥无灰基低位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２９ 恒温无灰基高位发热量 恒温无灰基高位发热量ꎬ 单位 Ｊ / ｇ

３０ 原煤碳 Ｃ 原煤碳 Ｃꎬ 单位％

３１ 精煤碳 Ｃ 精煤碳 Ｃꎬ 单位％

３２ 原煤氢 Ｈ 原煤氢 Ｈꎬ 单位％

３３ 精煤氢 Ｈ 精煤氢 Ｈꎬ 单位％

３４ 原煤氧 Ｏ 原煤氧 Ｏꎬ 单位％

３５ 精煤氧 Ｏ 精煤氧 Ｏꎬ 单位％

３６ 原煤全硫 ＳＴ 原煤全硫 ＳＴꎬ 单位％

８５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３７ 精煤全硫 ＳＴ 精煤全硫 ＳＴꎬ 单位％

３８ 原煤砷 Ａｓ 原煤砷 Ａｓꎬ 单位％

３９ 原煤磷 Ｐ 原煤磷 Ｐꎬ 单位％

４０ 原煤氟 Ｆ 原煤氟 Ｆꎬ 单位％

４１ 原煤氯 Ｃｌ 原煤氯 Ｃｌꎬ 单位％

４２ 腐殖酸产率 腐殖酸产率ꎬ 单位％

４３ 氧化钾 氧化钾ꎬ 单位％

４４ 氧化钠 氧化钠ꎬ 单位％

４５ 三氧化硫 三氧化硫ꎬ 单位％

４６ 五氧化二磷 五氧化二磷ꎬ 单位％

４７ 三氧化二铁 三氧化二铁ꎬ 单位％

４８ 氧化钙 氧化钙ꎬ 单位％

４９ 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ꎬ 单位％

５０ 三氧化二铝 三氧化二铝ꎬ 单位％

５１ 二氧化钛 二氧化钛ꎬ 单位％

５２ 氧化镁 氧化镁ꎬ 单位％

５３ 氧化锰 氧化锰ꎬ 单位％

５４ 锗 锗ꎬ 单位％

５５ 镓 镓ꎬ 单位％

５６ 铀 铀ꎬ 单位％

５７ 钒 钒ꎬ 单位％

５８ 磷 磷ꎬ 单位％

５９ 氟 氟ꎬ 单位％

６０ 砷 砷ꎬ 单位％

６１ 氯 氯ꎬ 单位％

表 ２ ４１ 主要采集钻孔的煤质分析测试数据ꎮ
(５) 钻孔煤样试验记录表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煤样试验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４２ꎮ

表 ２ ４２　 钻孔煤样试验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样品编号 分析样品的采样编号

２ 实验室编号 分析样品的实验室编号

３ 煤层编号 采样煤层的编号

４ 采样止深 分析样采取的截止孔深位置ꎬ 单位 ｍ

５ 样品岩石名称 分析样品的岩石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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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６ 岩心长度 采取分析样岩心的长度ꎬ 单位 ｍ

７ 样品长度 分析样采取的长度ꎬ 单位 ｍ

８ 岩心直径 采集分析样岩心的直径ꎬ 单位 ｍｍ

９ 样品质量 分析样的质量ꎬ 单位 ｇ

１０ 体重 (视密度) 分析样的体重为煤样单位体积的质量ꎬ 单位 ｇ

１１ 湿度 煤样中水的含量ꎬ 单位％

１２ 焰长 煤样燃烧时火苗的长度ꎬ 单位 ｍ

１３ 粉尘量 煤样燃烧后产生的粉尘数量ꎬ 单位 ｇ

１４ 甲烷 瓦斯煤样试验时甲烷的质量分数ꎬ 单位％

１５ 二氧化碳 瓦斯煤样试验时二氧化碳的质量分数ꎬ 单位％

１６ 氮气 瓦斯煤样试验时氮气的质量分数ꎬ 单位％

１７ 可燃性 煤样燃烧中碳与氧发生反应的速度

１８ 取样孔深 采集煤样的钻孔深度ꎬ 单位 ｍ

１９ 鉴定结果 煤样的测试、 鉴定结果值

２０ 胶质层厚度 样品煤含胶质层的最大厚度值ꎬ 单位 ｍ

２１ 最终收缩度
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中温度为 ７３０℃时ꎬ 体积曲线终点与零点线间的

距离ꎬ 单位 ｍ

２２ 罗家指数
表征烟煤黏结惰性添加物 (无烟煤) 能力的塑性指标ꎬ 用 ＲＩ 表示ꎬ
单位％

２３ 黏结指数 评价煤的塑性的一个指标ꎬ 用 ＧＲＩ 表示ꎬ 单位％

２４ 焦油产率 在温度保持 ６００℃时ꎬ 煤样产生的焦油量的度量指标ꎬ 单位％

２５ 干馏总水分产率 在温度保持 ６００℃时ꎬ 煤样产生的热分解水的度量指标ꎬ 单位％

２６ 半焦产率 在温度保持 ６００℃时ꎬ 煤样产生的半焦质量的度量指标ꎬ 单位％

２７ 软化点 煤样软化时的温度ꎬ 单位℃

２８ 固化点 煤样固化时的最高温度ꎬ 单位℃

２９ 收缩度
烟煤膨胀度试验中ꎬ 膨胀杆下降的最大距离占煤笔长度的百分率ꎬ
单位％

３０ 膨胀度 煤样干馏时其体积发生膨胀或收缩的程度

３１ 煤的热稳定性 煤样在规定条件下ꎬ 受热后保持规定粒度的能力

３２ 煤的可磨性指数
在风干状态下ꎬ 同一质量的标准煤和试验煤由相同的粒度磨碎到相同

的细度时所消耗的能量之比

３３ 低煤阶煤的透光性 光线通过煤片后的透射比

３４ 烟煤坩埚膨胀序数
在规定条件下ꎬ 煤在坩埚中加热所得焦块膨胀程度的序号ꎬ 用于表征

煤的膨胀性和黏结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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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样品编号ꎮ 填写分析样品的采样编号ꎮ
２) 实验室编号ꎮ 填写分析样品的实验室编号ꎮ
３) 煤层编号ꎮ 填写采样煤层的编号ꎮ
４) 采样止深ꎮ 填写分析样采取的截止孔深位置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样品岩石名称ꎮ 填写分析样品的岩石名称ꎮ
６) 岩心长度ꎮ 填写采取分析样岩心的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样品长度ꎮ 填写分析样采取的长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８) 岩心直径ꎮ 填写采集分析样岩心的直径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９) 样品质量ꎮ 填写分析样的质量ꎬ 单位为 ｇꎮ
１０) 体重ꎮ 填写分析样的体重ꎬ 为煤样单位体积的质量ꎬ 单位为 ｇꎮ
１１) 湿度ꎮ 填写煤样中水的含量ꎬ 单位为％ꎮ
１２) 焰长ꎮ 填写煤样燃烧时火苗的长度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１３) 粉尘量ꎮ 填写煤样燃烧后产生的粉尘数量ꎬ 单位为 ｇꎮ
１４) 甲烷ꎮ 填写瓦斯煤样试验时甲烷的质量分数ꎬ 单位为％ꎮ
１５) 二氧化碳ꎮ 填写瓦斯煤样试验时二氧化碳的质量分数ꎬ 单位为％ꎮ
１６) 氮气ꎮ 填写瓦斯煤样试验时氮气的质量分数ꎬ 单位为％ꎮ
１７) 可燃性ꎮ 填写煤样燃烧中碳与氧发生反应的速度ꎮ
１８) 取样孔度ꎮ 填写采集煤样的钻孔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１９) 鉴定结果ꎮ 填写煤样的测试、 鉴定结果值ꎮ
２０) 胶质层厚度ꎮ 填写样品煤含胶质层的最大厚度值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２１) 最终收缩度ꎮ 填写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中温度为 ７３０℃时ꎬ 体积曲线终点与零点

线间的距离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２２) 罗家指数ꎮ 填写表征烟煤黏结惰性添加物 (无烟煤) 能力的塑性指标ꎬ 用 ＲＩ

表示ꎬ 单位为％ꎮ
２３) 黏结指数ꎮ 填写评价煤的塑性的一个指标ꎬ 用 ＧＲＩ 表示ꎬ 单位为％ꎮ
２４) 焦油产率ꎮ 填写在温度保持 ６００℃时ꎬ 煤样产生的焦油量的度量指标ꎬ 单位为％ꎮ
２５) 干馏总水分产率ꎮ 填写在温度保持 ６００℃ 时ꎬ 煤样产生的热分解水的度量

指标ꎮ
２６) 半焦产率ꎮ 填写在温度保持 ６００℃ 时ꎬ 煤样产生的半焦质量的度量指标ꎬ 单

位为％ꎮ
２７) 软化点ꎮ 填写煤样软化时的温度ꎬ 单位为℃ꎮ
２８) 固化点ꎮ 填写煤样固化时的最高温度ꎬ 单位为℃ꎮ
２９) 收缩度ꎮ 填写烟煤膨胀度试验中ꎬ 膨胀杆下降的最大距离占煤笔长度的百分率ꎬ

单位为％ꎮ
３０) 膨胀度ꎮ 煤样干馏时其体积发生膨胀式收缩的程度ꎬ 单位为％ꎮ
３１) 煤的热稳定性ꎮ 填写煤样在规定条件下ꎬ 受热后保持规定粒度的能力ꎮ
３２) 煤的可磨性指数ꎮ 填写在风干状态下ꎬ 同一质量的标准煤和试验煤由相同的粒

度磨碎到相同的细度时ꎬ 所消耗的能量之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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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低煤阶煤的透光性ꎮ 填写光线通过煤片后的透射比ꎮ
３４) 烟煤坩埚膨胀序数ꎮ 填写在规定条件下ꎬ 煤在坩埚中加热所得焦块膨胀程度的

序号ꎬ 用于表征煤的膨胀性和黏结性的指标ꎮ
(６)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内容见表 ２ ４３ꎮ

表 ２ ４３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测量次序 钻孔弯曲度测量时的顺序号ꎮ 如 １ꎬ ２ꎬ ꎬ １０

２ 记录孔深 钻进记录孔深ꎬ 单位 ｍ

３ 校测孔深 校测或检查测量孔深ꎬ 单位 ｍ

４ 误差 绝对误差ꎬ 单位 ｍꎮ 误差为负数时ꎬ 需在数值前加 “ － ”

５ 误差率 相对误差ꎬ 单位％

６ 测量孔深 测量或测点孔深ꎬ 单位 ｍ

７ 天顶角 天顶角或倾角ꎬ 单位 (°)

８ 方位角 方位角ꎬ 单位 (°)

９ 测量方法 使用仪器及测量方法

１０ 记录者 记录者或测量人姓名

１１ 记录日期 记录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１２ 检查者 检查者或检查测量人姓名

１３ 检查日期 检查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测量次序ꎮ 填写钻孔弯曲度测量时的顺序号ꎮ 如 １ꎬ ２ꎬ ꎬ １０ꎮ
２) 记录孔深ꎮ 填写钻进记录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３) 校测孔深ꎮ 填写校测或检查测量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误差ꎮ 填写绝对误差ꎬ 单位为 ｍꎮ 误差为负数时ꎬ 需在数值前加 “ － ”ꎮ
５) 误差率ꎮ 填写相对误差ꎬ 单位为％ꎮ
６) 测量孔深ꎮ 填写测量或测点孔深ꎬ 单位为 ｍꎮ
７) 天顶角ꎮ 填写天顶角或倾角ꎬ 单位为 (°)ꎮ
８) 方位角ꎮ 填写方位角ꎬ 单位为 (°)ꎮ
９) 测量方法ꎮ 填写使用仪器及测量方法ꎮ
１０) 记录者ꎮ 填写记录者或测量人姓名ꎮ
１１) 记录日期ꎮ 填写记录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１２) 检查者ꎮ 填写检查者或检查测量人姓名ꎮ
１３) 检查日期ꎮ 填写检查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７)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４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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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４４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分层号 分层号

２ 测井日期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３ 测井曲线名称 测井曲线名称

４ 层顶板深度 层顶板深度ꎬ 单位 ｍꎮ

５ 层底板深度 层底板深度ꎬ 单位 ｍ

６ 测井数据值 层测井数据值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分层号ꎮ 填写分层号ꎮ
２) 测井日期ꎮ 填写测井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３) 测井曲线名称ꎮ 填写测井曲线名称ꎮ
４) 层顶板深度ꎮ 填写层顶板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５) 层底板深度ꎮ 填写层底板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６) 测井数据值ꎮ 填写层测井数据值ꎮ
(８)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内容见表 ２ ４５ꎮ

表 ２ ４５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定义或描述

１ 测井日期 测井日期ꎬ 格式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２ 测井曲线名称 测井曲线名称

３ 测井数据深度 测井数据深度ꎬ 单位 ｍ

４ 测井结果 测井数据值

数据项及数据字典说明如下:
１) 测井日期ꎮ 填写测井日期ꎬ 格式为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ꎮ
２) 测井曲线名称ꎮ 填写测井曲线名称ꎮ
３) 测井数据深度ꎮ 填写测井数据深度ꎬ 单位为 ｍꎮ
４) 测井结果ꎮ 填写测井数据值ꎮ

２ ３ ３　 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内容

２ ３ ３ １　 钻孔数据库数据表内容

为方便地勘单位开展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ꎬ 数据库软件建议选用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管理

系统ꎬ 其使用方便并且免费ꎬ 可满足地勘单位钻孔数据采集需求ꎮ 从有利于钻孔数据管理

角度分析ꎬ 结合固体矿产、 水文、 工程、 煤田地质钻孔采集数据内容ꎬ 钻孔属性数据库应

包括钻孔基础信息表、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基本信息表等共计 ４０ 张数据采集表ꎬ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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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６ꎮ 钻孔基础信息是主体数据信息ꎬ 根据钻孔类型的不同ꎬ 区分填写不同的钻孔属性数

据采集信息表ꎬ 达到建设钻孔属性数据库的目的ꎮ

表 ２ ４６　 地质钻孔数据属性主要内容

序号 属性名称 地质工作类别 属性表名称

１ 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表

２ 钻孔基础信息 钻孔基础信息表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钻孔属性信息

固体矿产勘查类

水文地质勘查类

工程地质勘查类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回次数据表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表

钻孔结构数据表

钻孔分层数据表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

钻孔标本采样数据表

钻孔劈心样数据表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

钻孔物相分析数据表

钻孔体重测定数据表

钻孔组合分析数据表

钻孔岩石样品全分析数据表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

水文地质钻孔 (井) 基本信息表

钻孔 (井) 地层岩性数据表

钻孔 (井) 结构数据表

钻孔 (井) 抽水试验表

钻孔 (井) 水质分析数据表

钻孔 (井) 电测井数据表

工程地质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标准贯入、 动力触探试验记录表

钻孔岩石物理力学试验表

室内土工试验记录表

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层统计表

钻孔抽水试验数据表

钻孔水质分析成果表

钻孔工程地质信息记录表

钻孔波速测试记录表

钻孔综合测井曲线记录表

４６



续表

序号 属性名称 地质工作类别 属性表名称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钻孔属性信息 煤田地质勘查类

煤田地质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地质记录表

钻孔煤层记录表

钻孔煤质分析信息表

钻孔煤样试验记录表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表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

(１) 钻孔基础信息

钻孔基础信息主要包括项目名称、 成果资料档号、 项目结束时间、 工作程度、 比例

尺、 主要矿种、 钻孔编号、 原始资料档号、 钻孔类型、 钻孔坐标、 终孔深度、 终孔日期、
施工单位等内容ꎮ 数据库建设过程中ꎬ 遇到砂金、 盐湖、 石膏等矿产ꎬ 钻孔数量大ꎬ 深度

浅ꎬ 地层较为简单ꎮ 这类项目可以适当筛选出矿区内代表性的钻孔进行建库ꎬ 不必全部建

库ꎮ 筛选时要求钻孔资料完整ꎬ 分散覆盖全矿区ꎬ 能够反映区域内完整的地质特征ꎮ 同时

备注中务必注明: 此项目中相同类型钻孔的具体数量ꎮ
(２) 钻孔属性信息

地质钻孔属性信息是将固体矿产地质、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和煤田地质等四种类型的

重要地质钻孔属性信息录入或导入数据库ꎮ 钻孔属性信息的采集可采用国土资源实物地质

资料中心开发的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进行建库ꎮ
１)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ꎮ 主要包括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回次数据表、 钻孔

孔深校正及弯曲测量数据表、 钻孔结构数据表、 钻孔分层数据表、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
钻孔标本采样数据表、 钻孔劈心样数据表、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 钻孔物相分析数据

表、 钻孔体重测定数据表、 钻孔组合分析数据表、 钻孔岩石样品全分析数据表、 钻孔测井

曲线层数据表和钻孔测井曲线点数据表ꎮ
对于纸介质固体矿产地质钻孔资料ꎬ 主要采集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地质综合数

据表、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测量数据表共四张表的数

据即可ꎮ
２) 水文地质钻孔基础属性数据ꎮ 包括钻孔 (井) 基本信息表、 钻孔 (井) 地层岩性

数据表、 钻孔 (井) 结构数据表、 钻孔 (井) 抽水试验数据表、 钻孔 (井) 水质分析数

据表和钻孔 (井) 电测井数据表ꎮ
３) 工程地质钻孔基础信息属性数据ꎮ 包括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标准贯入和动力触

探试验记录表、 钻孔岩石物理力学试验表、 室内土工试验记录表、 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

层统计表、 钻孔抽水试验数据表、 钻孔水质分析成果表、 钻孔工程地质信息记录表、 钻孔

波速测试记录表和钻孔测井曲线记录表ꎮ
４) 煤田地质钻孔基础信息属性数据ꎮ 包括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地质记录表、 钻孔

５６



煤层记录表、 钻孔煤质分析信息表、 钻孔煤样试验记录表、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测量数据

表、 钻孔测井曲线层数据表和钻孔测井曲线点数据表ꎮ

２ ３ ３ ２　 数据库结构

钻孔数据库采用 “信息汇聚ꎬ 分布管理” 的思路进行组织和设计ꎬ 钻孔基础

信息进行汇聚ꎬ 钻孔属性信息分布管理ꎮ 以 “钻孔基础信息表” 为中心ꎬ 通过唯

一标识 “钻孔 ＩＤ” 关联钻孔属性信息ꎮ 地质钻孔在数据库中的唯一性由 ３２ 位数字

组成的唯一机器码控制ꎮ 全国地质钻孔数据库设计共创建钻孔基础信息表 １ 个、 项

目信息表 １ 个、 固体矿产类钻孔属性数据表 １５ 个、 水文地质类钻孔属性数据表 ６
个、 工程地质类钻孔属性数据表 １０ 个、 煤田地质类钻孔属性数据表 ８ 个ꎬ 合计 ４１
个数据表ꎮ

全国地质钻孔的唯一性由组织机构代码 ＋成果资料档号 ＋原始资料档号 ＋钻孔编号共

同控制ꎮ 概念模型作为概念层的模型ꎬ 是对数据进行抽象、 提取ꎬ 表达各种数据间的分类

与相互关系ꎬ 地质钻孔数据库采用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ꎬ 地质钻孔属性 Ｅ － Ｒ 图见图

２ １ꎮ 钻孔数据库中各数据表之间是 “多对一” 的逻辑关系ꎮ 钻孔基础信息表以 ＺＫＩＤ 作

为主键ꎬ 将全部钻孔数据信息保存在该数据表中ꎮ 各数据表之间通过 ＺＫＩＤ 进行关联ꎮ 各

数据表之间的逻辑关联关系见图 ２ ２ꎮ

２ ３ ３ ３　 钻孔数据存储结构

钻孔属性数据库主要采用关系数据库管理方式ꎬ 以钻孔为基本单元ꎬ 建立全国及各省

(区、 市) 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构架ꎬ 具体存储结构如图 ２ ３ 所示ꎮ

２ ３ ４　 钻孔属性数据表结构及采集格式要求

前面介绍了钻孔属性数据库重要数据的筛选内容ꎬ 本节主要介绍钻孔属性数据库中表

结构及字段约束等内容ꎮ 钻孔项目信息和基础信息是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的主体数据信

息ꎮ 钻孔项目信息主要记载了此项目的一些归档信息、 项目所属的基本信息ꎮ 钻孔基础信

息主要记载了钻孔的一些归档和钻孔基础信息ꎮ 项目信息表和钻孔基础信息表结构和文件

格式见表 ２ ４７、 表 ２ ４８ꎮ 钻孔各属性信息表结构和文件格式ꎬ 具体内容将在第 ３、 第 ４、
第 ５、 第 ６ 章介绍ꎮ

６６



图 ２ １　 地质钻孔数据属性表关系 Ｅ － 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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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　 钻孔数据库各数据表之间的逻辑关系图

图 ２ ３　 钻孔数据存储结构

表 ２ ４７　 项目信息表结构和文件格式 (ＴＡＢＬＥ＿ ＸＭ)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行政区划代码 ＸＺＱＨ＿ ＣＯＤＥ Ｃ６ Ｍ ＧＢ / Ｔ２２６０—２００７

２ 组织机构代码 ＣＵＩＤ Ｃ１０ Ｍ 自由文本

３ 项目名称 ＪＪＭＥＫ Ｃ２５５ Ｍ 自由文本

８６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４ 资料名称 ＺＬＭＣＨ Ｃ２５５ Ｍ 自由文本

５ 成果资料档号 ＺＬＤＨ Ｃ５０ Ｍ 自由文本

６ 项目结束时间 ＪＪＭＥＭ Ｃ８ Ｍ ＧＢ / Ｔ７４０８—２００５

７ 工作程度 ＰＫＤ Ｃ１０ Ｃ 工作程度

８ 比例尺 ＰＫＩＧＤ Ｃ１０ Ｃ 比例尺

９ 主要矿种 ＰＫＡＣ Ｃ１０ Ｃ ＧＢ / Ｔ９６４９ １６—１９９８

１０ 省馆成果资料档号 ＰＫＩＩＡ Ｃ５０ Ｏ 自由文本

１１ 工程布置图 ＺＫＢＺＴ Ｃｏｍｍｅｎｔ 不限 Ｏ 自由文本

１２ 工程布置图数 ＺＫＢＺＴＳ ｉｎｔ３ Ｍ 自由文本

１３ 勘探线剖面图 ＺＫＰＭＴ Ｃｏｍｍｅｎｔ 不限 Ｏ 自由文本

１４ 勘探线剖面图数 ＺＫＰＭＴＳ ｉｎｔ３ Ｍ 自由文本

１５ 样品分析结果表 ＹＰＦＸＢＧ Ｃｏｍｍｅｎｔ 不限 Ｏ 自由文本

１６ 样品分析结果表数 ＹＰＦＸＢＳ ｉｎｔ４ Ｍ 自由文本

１７ 密级 ＺＫＭＪ Ｃ４ Ｍ 密级

１８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不限 Ｏ 自由文本

表 ２ ４８　 钻孔基础信息表结构和文件格式 (ＴＡＢＬＥ＿ ＺＫＪＣ)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行政区划代码 ＸＺＱＨ＿ ＣＯＤＥ Ｃ６ Ｍ ＧＢ / Ｔ２２６０—２００７

２ 组织机构代码 ＣＵＩＤ Ｃ１０ Ｍ 自由文本

３ 成果资料档号 ＺＬＤＨ Ｃ５０ Ｍ 自由文本

４ 原始资料档号 ＰＫＩＩＮ Ｃ５０ Ｍ 自由文本

５ 钻孔编号 ＴＫＡＬＡ Ｃ５０ Ｍ 自由文本

６ 勘探线号 ＺＫＫＴＸ Ｃ５０ Ｏ 自由文本

７ 钻孔名称 ＴＫＭＣ Ｃ５０ Ｏ 自由文本

８ 钻孔类型 ＺＫＬＸ Ｃ５０ Ｍ 钻孔类型

９ 工作区名称 ＪＪＤＡＥ Ｃ５０ Ｍ 自由文本

１０ 钻孔位置 ＴＫＷＺ Ｃ５０ Ｏ 自由文本

１１ 坐标系 ＴＫＺＢＸ Ｃ２０ Ｍ 坐标系

１２ 工作区原点坐标 Ｘ ＴＫＣＡＦＯ Ｆ１３ ４ Ｃ 自由文本 ｍ

１３ 工作区原点坐标 Ｙ ＴＫＣＡＧＯ Ｆ１３ ４ Ｃ 自由文本 ｍ

１４ 孔口坐标 Ｘ ＴＫＣＡＦ Ｆ１３ ４ Ｃ 自由文本 ｍ

１５ 孔口坐标 Ｙ ＴＫＣＡＧ Ｆ１３ ４ Ｃ 自由文本 ｍ

１６ 孔口经度 ＤＷＡＡＣ Ｆ１３ ４ Ｃ 自由文本 (°)

１７ 孔口纬度 ＤＷＡＡＤ Ｆ１１ ４ Ｃ 自由文本 (°)

９６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８ 孔口高程 Ｈ ＴＫＧＣ Ｃ２０ Ｏ 自由文本 ｍ

１９ 终孔深度 Ｚ ＴＫＡＣＣＡ Ｆ７ ２ Ｍ 自由文本 ｍ

２０ 终孔日期 ＴＫＡＬＦ Ｃ１０ Ｍ ＧＢ / Ｔ７４０８—２００５

２１ 施工单位 ＴＫＡＬＤ Ｃ３０ Ｍ 自由文本

２２ 测井报告 ＴＫＣＪＢＧ Ｃ２ Ｍ 有 / 无

２３ 原始地质记录表 ＴＫＤＺＪＬ Ｃ２ Ｍ 有 / 无

２４ 钻孔岩心 ＴＫＹＸ Ｃ２ Ｍ 有 / 无

２５ 钻孔柱状图 ＺＫＺＺＴ Ｃｏｍｍｅｎｔ 不限 Ｍ 自由文本

２６ 钻孔柱状图数 ＺＫＺＺＴＳ Ｉｎｔ３ Ｍ 自由文本

２７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不限 Ｏ 自由文本

０７



第 ３ 章　 固体矿产钻孔属性数据
表结构及采集格式要求

３ １　 适用范围

本规定主要适用于区域地质调查、 区域矿产调查、 综合矿产地质勘查、 金属矿产地质

勘查、 非金属矿产地质勘查、 放射性矿产地质勘查形成的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ꎮ

３ ２　 固体矿产钻孔属性数据表结构及采集要求

３ ２ １　 纸介质固体矿产钻孔资料建库内容及要求

对于纸质固体矿产钻孔资料只需著录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 钻孔孔

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和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共四张属性

表ꎬ 具体表结构及采集格式要求如下ꎮ

３ ２ １ １　 钻孔基本信息表结构

开展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信息数据采集ꎬ 本表是必填表ꎮ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

据库钻孔基本信息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１ꎮ

表 ３ １　 钻孔基本信息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Ｊ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钻孔类别 ＥＮＧ＿ ＴＹＰＥ Ｃ５０ Ｍ

２ 开孔坐标 Ｘ ＣＯＯＲＤ＿ Ｘ Ｆ１０ ２ Ｍ ｍ

３ 开孔坐标 Ｙ ＣＯＯＲＤ＿ Ｙ Ｆ１１ ２ Ｍ ｍ

４ 开孔高程 Ｈ ＣＯＯＲＤ＿ Ｈ Ｆ７ ２ Ｍ ｍ

５ 开孔日期 ＳＴＡ＿ ＤＡＴＥ Ｃ８ Ｏ

６ 终孔日期 ＥＮＤ＿ ＤＡＴＥ Ｃ８ Ｍ

７ 设计方位角 ＤＥ＿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ｉｎｔ８ Ｏ (°)

８ 设计倾角 ＤＥ＿ ＤＩＰ＿ ＡＮＧ ｉｎｔ８ Ｏ (°)

９ 设计孔深 ＤＥ＿ ＤＥＰＴＨ Ｆ７ ２ Ｏ ｍ

１０ 实际方位角 ＰＲ＿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ｉｎｔ８ Ｏ (°)

１１ 实际倾角 ＰＲ＿ ＤＩＰ＿ ＡＮＧ ｉｎｔ８ Ｏ (°)

１７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２ 实际孔深 ＰＲ＿ ＤＥＰＴＨ Ｆ７ ２ Ｍ ｍ

１３ 终孔坐标 Ｘ Ｅ＿ ＣＯＯＲＤ＿ Ｘ Ｆ１１ ２ Ｏ ｍ

１４ 终孔坐标 Ｙ Ｅ＿ ＣＯＯＲＤ＿ Ｙ Ｆ１１ ２ Ｏ ｍ

１５ 终孔高程 Ｈ Ｅ＿ ＣＯＯＲＤ＿ Ｚ Ｆ７ ２ Ｏ ｍ

１６ 柱状图比例尺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１０ Ｍ

１７ 施工质量 ＣＯＮＳ＿ ＱＬ Ｃ１０ Ｏ

１８ 编录质量 ＲＥＣＯ＿ ＱＬ Ｃ１０ Ｏ

１９ 施工单位 ＣＯＮＳ＿ ＵＮＩＴ Ｃ４０ Ｏ

２０ 编录单位 ＲＥＣＯ＿ ＵＮＩＴ Ｃ４０ Ｏ

２１ 探矿施工人员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Ｒ Ｃ３０ Ｏ

２２ 地质编录人员 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 Ｃ３０ Ｏ

２３ 水文编录人员 ＨＹＤＲＯ＿ ＩＳＴ Ｃ３０ Ｏ

２４ 质量检查人员 ＱＬ＿ ＴＥＳＴＥＲ Ｃ３０ Ｏ

３ ２ １ ２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２ꎮ

表 ３ ２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ＤＺＺＨ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分层号 ＬＡＹＥＲ＿ ＮＯ ｉｎｔ４ Ｍ

２ 起始孔深 ＳＴＡ＿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２ Ｍ ｍ

３ 终止孔深 Ｅ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２ Ｍ ｍ

４ 厚度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ＩＣＫ Ｆ８ ２ Ｍ ｍ

５ 岩心长度 Ｏ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Ｆ８ ２ Ｍ ｍ

６ 采取率 ＴＡＫＥ＿ ＲＡＴＥ Ｆ８ ２ Ｍ ％

７ 岩石名称 ＲＯＣＫ＿ ＮＡＭＥ Ｃ４０ Ｍ

８ 花纹代码 ＣＯＤＥ Ｃ８ Ｍ

９ 地层单位或期次 ＳＴＲＡ＿ ＴＩＭＥ Ｃ８ Ｏ

１０ 层位 ＳＴＲＡ＿ ＨＯＲＩ Ｃ８ Ｏ

１１ 地质描述 ＧＥＯＬ＿ ＤＥＳＣ Ｃ２５５ Ｏ

１２ 接触关系 ＣＯＮＴ＿ ＲＥＬＡ Ｃ２０ Ｏ

１３ 简易水文 ＳＩＭＰ＿ ＨＹＤＲ Ｃ５０ Ｏ

１４ 标志面名称 ＦＬＡＧ＿ ＮＡＭＥ Ｃ５０ Ｏ

１５ 标志面孔深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２ Ｏ ｍ

１６ 标志面夹角 ＤＩＰ＿ ＡＮＧ ｉｎｔ８ Ｏ (°)

１７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２７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８ 编录人员 ＲＥ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Ｏ

１９ 编录日期 ＲＥＣ＿ ＤＡＴＥ Ｃ１０ Ｏ

２０ 检查人员 Ｃ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Ｏ

２１ 检查日期 ＣＧＥ＿ ＤＡＴＥ Ｃ１０ Ｏ

３ ２ １ ３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

表 ３ ３ꎮ

表 ３ ３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ＫＳＪＺＪＷＱＤＣＬ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测量次序 ＳＵＲ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１０ Ｍ

２ 记录孔深 ＲＣＤ＿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２ Ｏ ｍ

３ 校测孔深 ＲＥＶ＿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２ Ｏ ｍ

４ 误差 ＳＵＲＥＲＲ Ｃ１０ Ｏ ｍ

５ 误差率 ＥＲＲ＿ ＲＡＴＩＯ Ｆ８ ２ Ｏ ％

６ 测量孔深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２ Ｏ ｍ

７ 天顶角 ＺＥＮＩＴＨ Ｆ８ ２ Ｏ (°)

８ 方位角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Ｆ８ ２ Ｏ (°)

９ 测量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Ｃ６０ Ｏ

１０ 记录人员 ＲＥＣＯＲＤＯＲ Ｃ３０ Ｏ

１１ 记录日期 ＲＣＤ＿ ＤＡＴＥ Ｃ１０ Ｏ

１２ 检查人员 ＣＨＥＣＫＥＲ Ｃ３０ Ｏ

１３ 检查日期 ＣＨＥＣＫ＿ ＤＡＴＥ Ｃ１０ Ｏ

３ ２ １ ４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４ꎮ

表 ３ ４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ＪＢＨＸＦＸ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分析报告批号 ＲＥＰ＿ Ｂａｔｃｈ＿ ＮＯ Ｃ１６ Ｏ

２ 样品编号 ＳＡＭ＿ ＮＯ Ｃ２０ Ｏ

３ 起孔深 ＳＴＡ＿ ＤＥＰＴＨ Ｆ７ ２ Ｏ ｍ

４ 止孔深 Ｅ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Ｆ７ ２ Ｏ ｍ

５ 岩矿石名称 ＲＯＣＫ＿ ＮＡＭＥ Ｃ５０ Ｏ

６ 岩矿心长度 Ｏ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Ｆ５ ２ Ｏ ｍ

７ 样品长度 ＳＡ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Ｆ５ ２ Ｏ ｍｍ

８ 岩矿心直径 ＣＯＲ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Ｆ５ ２ Ｏ ｍｍ

３７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９ 样品质量 ＳＡＭ＿ ＷＥＩＧＨＴ Ｆ５ ２ Ｏ ｋｇ

１０ 实验室编号 ＬＡＢ＿ ＮＯ Ｃ３０ Ｏ

１１ 样品分析类型 ＡＮ＿ ＴＹＰＥ Ｃ２０ Ｏ

１２ 分析项名称 １ ＪＢＦＸ１ Ｃ２０ Ｏ

１３ 分析项名称 ２ ＪＢＦＸ２ Ｃ２０ Ｏ

１４ 分析项名称 ３ ＪＢＦＸ３ Ｃ２０ Ｏ

１５ 分析项名称 ４ ＪＢＦＸ４ Ｃ２０ Ｏ

１６ 分析项名称 ５ ＪＢＦＸ５ Ｃ２０ Ｏ

１７ 分析项名称 ６ ＪＢＦＸ６ Ｃ２０ Ｏ

１８ 分析项名称 ７ ＪＢＦＸ７ Ｃ２０ Ｏ

１９ 分析项名称 ８ ＪＢＦＸ８ Ｃ２０ Ｏ

２０ 分析项名称 ９ ＪＢＦＸ９ Ｃ２０ Ｏ

２１ 分析项名称 １０ ＪＢＦＸ１０ Ｃ２０ Ｏ

２２ 分析项名称 １１ ＪＢＦＸ１１ Ｃ２０ Ｏ

２３ 分析项名称 １２ ＪＢＦＸ１２ Ｃ２０ Ｏ

２４ 分析项名称 １３ ＪＢＦＸ１３ Ｃ２０ Ｏ

２５ 记录人员 ＲＥ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Ｏ

２６ 记录日期 ＲＥＣ＿ ＤＡＴＥ Ｃ８ Ｏ

２７ 检查人员 Ｃ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Ｏ

２８ 检查日期 ＣＧＥ＿ ＤＡＴＥ Ｃ８ Ｏ

３ ２ ２　 电子类固体矿产地质钻孔资料建库内容

对于新形成的电子档地质钻孔资料ꎬ 可采用固体矿产编录系统数据表进行钻孔资料采

集建库ꎮ 除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外ꎬ 还应采集著录钻孔回次数据表、 钻孔结构数据表等 １５ 张数

据表ꎮ

３ ２ ２ １　 钻孔基本信息表结构

见表 ３ １ꎮ

３ ２ ２ ２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结构

见表 ３ ２ꎮ

３ ２ ２ ３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结构

见表 ３ ３ꎮ

３ ２ ２ ４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结构

见表 ３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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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５　 钻孔回次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回次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５ꎮ

表 ３ ５　 钻孔回次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ＨＣ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回次序号 ＣＩＲＣＬＥ＿ Ｎ Ｃ２０ Ｍ

２ 回次位置自 ＣＩＲＣＬＥ＿ ＦＲＯＭ Ｆ９ ２ Ｍ ｍ

３ 回次位置至 ＣＩＲＣＬＥ＿ ＴＯ Ｆ９ ２ Ｍ ｍ

４ 岩矿心长 ＲＯＣＫ＿ Ｌ Ｆ９ ２ Ｏ ｍ

５ 残留岩心长 ＲＥＭＡＩＮ＿ Ｌ Ｆ９ ２ Ｏ ｍ

６ 进尺 ＤＩＧ＿ Ｌ Ｆ９ ２ Ｏ ｍ

７ 采取率 ＲＡＴＩＯ Ｆ９ ２ Ｏ ％

８ 日期 ＣＩＲＣＬＥ＿ ＤＡＴＥ Ｃ８ Ｏ

９ 总块数 ＴＯＬＢＬＫ ｉｎｔ６ Ｏ

１０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 Ｃ５００ Ｏ

３ ２ ２ ６　 钻孔结构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结构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６ꎮ

表 ３ ６　 钻孔结构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ＪＧ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孔径 ＨＯＬ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Ｆ８ ３ Ｏ ｍｍ

２ 孔深 ＨＯＬＥ＿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３ Ｏ ｍ

３ 套管长度 ＣＡＳ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３ Ｏ ｍ

４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３ ２ ２ ７　 钻孔分层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分层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７ꎮ

表 ３ ７　 钻孔分层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ＦＣ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分层号 ＬＡＹＣＯＤＥ Ｃ２０ Ｍ

２ 上分层止孔深 ＳＬＡＹＥＲ＿ ＦＲＯＭ Ｆ８ ２ Ｍ ｍ

３ 换层深度 ＳＬＡＹＥＲ＿ ＴＯ Ｆ８ ２ Ｍ ｍ

４ 回次岩心长 ＬＡＹ＿ ＣＩＲ＿ Ｌ Ｆ８ ２ Ｍ ｍ

５ 分层岩心长 ＬＡＹ＿ Ｌ Ｆ８ ２ Ｍ ｍ

６ 进尺 ＤＩＧ＿ Ｌ Ｆ８ ２ Ｍ ｍ

７ 采取率 ＲＡＴＩＯ Ｆ８ ２ Ｍ ％

８ 换层井深 ＣＨＡＮＧＥ＿ Ｌ Ｆ８ ２ Ｍ ｍ

５７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９ 岩矿心编号回次自 Ｆ＿ ＣＩＲ ｉｎｔ６ Ｏ

１０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自 Ｆ＿ ＢＬＯＣＫＳ ｉｎｔ６ Ｏ

１１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自 Ｆ＿ ＢＬＯＣＫ＿ Ｎ ｉｎｔ６ Ｏ

１２ 岩矿心编号回次至 ＴＯ＿ ＣＩＲ ｉｎｔ６ Ｏ

１３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至 ＴＯ＿ ＢＬＯＣＫＳ ｉｎｔ６ Ｏ

１４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至 ＴＯ＿ ＢＬＯＣＫ＿ Ｎ ｉｎｔ６ Ｏ

１５ 接触关系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Ｃ３０ Ｏ

１６ 分层回次号 (现) ＴＥＸＴＵＲＥＣＯＤＥ ｉｎｔ１０ Ｏ

１７ 标志面孔深 ＨＯＬＥ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２ Ｏ ｍ

１８ 标志面名称 ＨＯＬＥＮＡＭＥ Ｃ１００ Ｏ

１９ 轴心夹角 ＨＯＬＥＰＭ Ｆ８ ２ Ｏ (°)

２０ 标志层代码 ＨＯＬＥＣＯＤＥ Ｃ３０ Ｏ

２１ 地层岩性描述 ＧＣＪＦＬＱ Ｃ２００ Ｏ

３ ２ ２ ８　 钻孔标本采样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标本采样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８ꎮ

表 ３ ８　 钻孔标本采样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ＢＢＣＹ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井深位置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８ ２ Ｏ ｍ

２ 分层号 ＬＡＹＣＯＤＥ ｉｎｔ８ Ｏ

３ 标本编号 Ｂ＿ ＣＯＤＥ Ｃ２０ Ｏ

４ 标本类别 ＴＹＰＥ Ｃ１０ Ｏ

５ 采样人员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Ｃ３０ Ｏ

６ 分析要求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Ｃ３０ Ｏ

７ 岩矿心编号回次自 Ｆ＿ ＣＩＲ ｉｎｔ６ Ｏ

８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自 Ｆ＿ ＢＬＯＣＫＳ ｉｎｔ６ Ｏ

９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自 Ｆ＿ ＢＬＯＣＫ＿ Ｎ ｉｎｔ６ Ｏ

１０ 岩矿心编号回次至 ＴＯ＿ ＣＩＲ ｉｎｔ６ Ｏ

１１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至 ＴＯ＿ ＢＬＯＣＫＳ ｉｎｔ６ Ｏ

１２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至 ＴＯ＿ ＢＬＯＣＫ＿ Ｎ ｉｎｔ６ Ｏ

１３ 岩矿心直径 ＲＯＣＫ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Ｆ８ ２ Ｏ ｍｍ

１４ 质量 ＷＥＩＧＨＴ Ｆ８ ２ Ｏ ｋｇ

６７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５ 袋数 ＢＡＧＳ ｉｎｔ６ Ｏ

１６ 岩石名称 ＲＯＣＫＮＡＭＥ Ｃ３０ Ｏ

１７ 采样日期 ＳＡＭＤＡＴＥ Ｃ８ Ｏ

１８ 采取率 ＳＡＭＲＡＴＯ Ｆ８ ２ Ｏ ％

３ ２ ２ ９　 钻孔劈心样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劈心样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９ꎮ

表 ３ ９　 钻孔劈心样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ＰＸＹ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分层号 ＬＡＹＣＯＤＥ ｉｎｔ５ Ｏ

２ 样品编号 ＣＯＤＥ Ｃ２０ Ｏ

３ 样品类别 ＴＹＰＥ Ｃ１０ Ｏ

４ 采样位置自 ＦＬＵＴ＿ ＦＲＯＭ Ｆ８ ２ Ｏ ｍ

５ 采样位置至 ＦＬＵＴ＿ ＴＯ Ｆ８ ２ Ｏ ｍ

６ 岩矿心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Ｆ８ ２ Ｏ ｍ

７ 采样人员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Ｃ３０ Ｏ

８ 分析要求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Ｃ３０ Ｏ

９ 岩矿心编号回次自 Ｆ＿ ＣＩＲＣＬＥ ｉｎｔ８ Ｏ

１０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自 Ｆ＿ ＢＬＯＣＫＳ ｉｎｔ８ Ｏ

１１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自 Ｆ＿ ＢＬＯＣＫＳ＿ Ｎ ｉｎｔ８ Ｏ

１２ 岩矿心编号回次至 ＴＯ＿ ＣＩＲＣＬＥ ｉｎｔ８ Ｏ

１３ 岩矿心编号总块数至 ＴＯ＿ ＢＬＯＣＫＳ ｉｎｔ８ Ｏ

１４ 岩矿心编号本块数至 ＴＯ＿ ＢＬＯＣＫＳ＿ Ｎ ｉｎｔ８ Ｏ

１５ 岩矿心 (采) 直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Ｆ８ ２ Ｏ ｍｍ

１６ 原始质量 ＷＥＩＧＨＴ Ｆ８ ２ Ｏ ｋｇ

１７ 袋数 ＢＡＧＳ ｉｎｔ８ Ｏ

１８ 岩矿石名称 ＯＲＥ＿ ＮＡＭＥ Ｃ４０ Ｏ

１９ 采样日期 ＤＡＴＥ Ｃ１０ Ｏ

２０ 采取率 ＳＡＭＲＡＴＯ Ｆ８ ２ Ｏ ％

３ ２ ２ １０　 钻孔物相分析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物相分析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１０ꎮ
７７



表 ３ １０　 钻孔物相分析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ＷＸＦＸ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分析报告批号 ＲＥＰ＿ Ｂａｔｃｈ＿ ＮＯ Ｃ１６ Ｏ

２ 样品编号 ＳＡＭ＿ ＮＯ Ｃ２０ Ｏ

３ 起孔深 ＳＴＡ＿ ＤＥＰＴＨ Ｆ７ ２ Ｏ ｍ

４ 止孔深 Ｅ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Ｆ７ ２ Ｏ ｍ

５ 矿体编号 ＯＲＥ＿ ＮＯ Ｃ１０ Ｏ

６ 矿床分带 ＭＩＮＥ＿ ＺＯＮＥ Ｃ２０ Ｏ

７ 实验室编号 ＬＡＢ＿ ＮＯ Ｃ３０ Ｏ

８ 样品分析类型 ＡＮ＿ ＴＹＰＥ Ｃ２０ Ｏ

９ 分析项名称 １ ＷＸＦＸ１ Ｃ２０ Ｏ

１０ 分析项名称 ２ ＷＸＦＸ２ Ｃ２０ Ｏ

１１ 分析项名称 ３ ＷＸＦＸ３ Ｃ２０ Ｏ

１２ 分析项名称 ４ ＷＸＦＸ４ Ｃ２０ Ｏ

１３ 分析项名称 ５ ＷＸＦＸ５ Ｃ２０ Ｏ

１４ 分析项名称 ６ ＷＸＦＸ６ Ｃ２０ Ｏ

１５ 分析项名称 ７ ＷＸＦＸ７ Ｃ２０ Ｏ

１６ 分析项名称 ８ ＷＸＦＸ８ Ｃ２０ Ｏ

１７ 分析项名称 ９ ＷＸＦＸ９ Ｃ２０ Ｏ

１８ 分析项名称 １０ ＷＸＦＸ１０ Ｃ２０ Ｏ

１９ 分析项名称 １１ ＷＸＦＸ１１ Ｃ２０ Ｏ

２０ 分析项名称 １２ ＷＸＦＸ１２ Ｃ２０ Ｏ

２１ 分析项名称 １３ ＷＸＦＸ１３ Ｃ２０ Ｏ

２２ 氧化率 ＷＸ＿ ＲＡＴＥ Ｆ３ ２ Ｏ ％

２３ 记录人员 ＲＥ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Ｏ

２４ 记录日期 ＲＥＣ＿ ＤＡＴＥ Ｃ８ Ｏ

２５ 检查人员 Ｃ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Ｏ

２６ 检查日期 ＣＧＥ＿ ＤＡＴＥ Ｃ８ Ｏ

３ ２ ２ １１　 钻孔体重测定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体重测定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１１ꎮ

表 ３ １１　 钻孔体重测定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ＴＺＣＤ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分析报告批号 ＲＥＰ＿ Ｂａｔｃｈ＿ ＮＯ Ｃ１６ ０

２ 样品编号 ＳＡＭ＿ ＮＯ Ｃ２０ ０

３ 起孔深 ＳＴＡ＿ ＤＥＰＴＨ Ｆ７ ２ ０ ｍ

４ 止孔深 Ｅ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Ｆ７ ２ ０ ｍ

８７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５ 矿体编号 ＯＲＥ＿ ＮＯ Ｃ１０ ０

６ 岩矿石名称 ＲＯＣＫ＿ ＮＡＭＥ Ｃ５０ ０

７ 矿石类型 ＯＲＥ＿ ＴＹＰＥ Ｃ１６ ０

８ 矿石品级 ＯＲＥ＿ ＧＲＡＤＥ Ｃ１６ ０

９ 实验室编号 ＬＡＢ＿ ＮＯ Ｃ３０ ０

１０ 样品分析类型 ＡＮ＿ ＴＹＰＥ Ｃ２０ ０

１１ 分析项名称 １ ＷＸＦＸ１ Ｃ２０ Ｏ

１２ 分析项名称 ２ ＷＸＦＸ２ Ｃ２０ Ｏ

１３ 分析项名称 ３ ＷＸＦＸ３ Ｃ２０ Ｏ

１４ 分析项名称 ４ ＷＸＦＸ４ Ｃ２０ Ｏ

１５ 分析项名称 ５ ＷＸＦＸ５ Ｃ２０ Ｏ

１６ 分析项名称 ６ ＷＸＦＸ６ Ｃ２０ Ｏ

１７ 分析项名称 ７ ＷＸＦＸ７ Ｃ２０ Ｏ

１８ 分析项名称 ８ ＷＸＦＸ８ Ｃ２０ Ｏ

１９ 分析项名称 ９ ＷＸＦＸ９ Ｃ２０ Ｏ

２０ 分析项名称 １０ ＷＸＦＸ１０ Ｃ２０ Ｏ

２１ 分析项名称 １１ ＷＸＦＸ１１ Ｃ２０ Ｏ

２２ 分析项名称 １２ ＷＸＦＸ１２ Ｃ２０ Ｏ

２３ 分析项名称 １３ ＷＸＦＸ１３ Ｃ２０ Ｏ

２４ 体重测定结果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５ ２ Ｏ ｇ

２５ 湿度测定结果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Ｆ５ ２ Ｏ ％

２６ 记录人员 ＲＥ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０

２７ 记录日期 ＲＥＣ＿ ＤＡＴＥ Ｃ８ ０

２８ 检查人员 Ｃ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０

２９ 检查日期 ＣＧＥ＿ ＤＡＴＥ Ｃ８ ０

３ ２ ２ １２　 钻孔组合分析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组合分析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１２ꎮ

表 ３ １２　 钻孔组合分析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ＺＨＦＸ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分析报告批号 ＲＥＰ＿ Ｂａｔｃｈ＿ ＮＯ Ｃ１６ ０

２ 组合样号 ＳＡＭ＿ ＮＯ Ｃ２０ ０

３ 基本分析样品起样号 ＳＴＡ＿ ＳＡＭ＿ ＮＯ Ｃ２０ ０

４ 基本分析样品止样号 ＥＮＤ＿ ＳＡＭ＿ ＮＯ Ｃ２０ ０

５ 组合样品总长 ＳＡ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Ｆ５ ２ ０ ｍ

９７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６ 组合样品质量 ＳＡＭ＿ ＷＥＩＧＨＴ Ｆ５ ２ ０ ｇ

７ 矿体编号 ＯＲＥ＿ ＮＯ Ｃ１０ ０

８ 矿床分带 ＭＩＮＥ＿ ＺＯＮＥ Ｃ１６ ０

９ 矿石类型 ＯＲＥ＿ ＴＹＰＥ Ｃ１６ ０

１０ 矿石品级 ＯＲＥ＿ ＧＲＡＤＥ Ｃ１６ ０

１１ 实验室编号 ＬＡＢ＿ ＮＯ Ｃ３０ ０

１２ 样品分析类型 ＡＮ＿ ＴＹＰＥ Ｃ２０ ０

１３ 分析项名称 １ ＺＨＦＸ１ Ｃ２０ Ｏ

１４ 分析项名称 ２ ＺＨＦＸ２ Ｃ２０ Ｏ

１５ 分析项名称 ３ ＺＨＦＸ３ Ｃ２０ Ｏ

１６ 分析项名称 ４ ＺＨＦＸ４ Ｃ２０ Ｏ

１７ 分析项名称 ５ ＺＨＦＸ５ Ｃ２０ Ｏ

１８ 分析项名称 ６ ＺＨＦＸ６ Ｃ２０ Ｏ

１９ 分析项名称 ７ ＺＨＦＸ７ Ｃ２０ Ｏ

２０ 分析项名称 ８ ＺＨＦＸ８ Ｃ２０ Ｏ

２１ 分析项名称 ９ ＺＨＦＸ９ Ｃ２０ Ｏ

２２ 分析项名称 １０ ＺＨＦＸ１０ Ｃ２０ Ｏ

２３ 分析项名称 １１ ＺＨＦＸ１１ Ｃ２０ Ｏ

２４ 分析项名称 １２ ＺＨＦＸ１２ Ｃ２０ Ｏ

２５ 分析项名称 １３ ＺＨＦＸ１３ Ｃ２０ Ｏ

２６ 记录人员 ＲＥ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０

２７ 记录日期 ＲＥＣ＿ ＤＡＴＥ Ｃ８ ０

２８ 检查人员 Ｃ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０

２９ 检查日期 ＣＧＥ＿ ＤＡＴＥ Ｃ８ ０

３ ２ ２ １３　 钻孔岩石样品全分析数据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岩石样品全分析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１３ꎮ

表 ３ １３　 钻孔岩石样品全分析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ＹＳＹＰＱＦＸ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分析报告批号 ＲＥＰ＿ Ｂａｔｃｈ＿ ＮＯ Ｃ１６ ０

２ 样品编号 ＳＡＭ＿ ＮＯ Ｃ２０ ０

３ 基本分析样品起样号 ＳＴＡ＿ ＳＡＭ＿ ＮＯ Ｃ２０ ０

４ 基本分析样品止样号 ＥＮＤ＿ ＳＡＭ＿ ＮＯ Ｃ２０ ０

５ 样品总长 ＳＡ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Ｆ５ ２ ０ ｍ

６ 样品质量 ＳＡＭ＿ ＷＥＩＧＨＴ Ｆ５ ２ ０ ｇ

０８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７ 矿体编号 ＯＲＥ＿ ＮＯ Ｃ１０ ０

８ 矿床分带 ＭＩＮＥ＿ ＺＯＮＥ Ｃ１６ ０

９ 矿石类型 ＯＲＥ＿ ＴＹＰＥ Ｃ１６ ０

１０ 矿石品级 ＯＲＥ＿ ＧＲＡＤＥ Ｃ１６ ０

１１ 实验室编号 ＬＡＢ＿ ＮＯ Ｃ３０ ０

１２ 样品分析类型 ＡＮ＿ ＴＹＰＥ Ｃ２０ ０

１３ 分析项名称 １ ＱＦＸ１ Ｃ２０ Ｏ

１４ 分析项名称 ２ ＱＦＸ２ Ｃ２０ Ｏ

１５ 分析项名称 ３ ＱＦＸ３ Ｃ２０ Ｏ

１６ 分析项名称 ４ ＱＦＸ４ Ｃ２０ Ｏ

１７ 分析项名称 ５ ＱＦＸ５ Ｃ２０ Ｏ

１８ 分析项名称 ６ ＱＦＸ６ Ｃ２０ Ｏ

１９ 分析项名称 ７ ＱＦＸ７ Ｃ２０ Ｏ

２０ 分析项名称 ８ ＱＦＸ８ Ｃ２０ Ｏ

２１ 分析项名称 ９ ＱＦＸ９ Ｃ２０ Ｏ

２２ 分析项名称 １０ ＱＦＸ１０ Ｃ２０ Ｏ

２３ 分析项名称 １１ ＱＦＸ１１ Ｃ２０ Ｏ

２４ 分析项名称 １２ ＱＦＸ１２ Ｃ２０ Ｏ

２５ 分析项名称 １３ ＱＦＸ１３ Ｃ２０ Ｏ

２６ 记录人员 ＲＥ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０

２７ 记录日期 ＲＥＣ＿ ＤＡＴＥ Ｃ８ ０

２８ 检查人员 Ｃ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３０ ０

２９ 检查日期 ＣＧＥ＿ ＤＡＴＥ Ｃ８ ０

３ ２ ２ １４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１４ꎮ

表 ３ １４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ＣＪＱＸＣ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分层号 ＬＡＹＣＯＤＥ ｉｎｔ５ ０

２ 测井日期 ＬＯＧ＿ ＤＡＴＥ Ｃ８ ０

３ 测井曲线名称 ＬＯＧ＿ ＮＡＭＥ Ｃ２０ ０

４ 层顶板深度 ＬＡＹＥＲ＿ ＳＴＡ Ｆ７ ２ ０ ｍ

５ 层底板深度 ＬＡＹＥＲ＿ ＥＮＤ Ｆ７ ２ ０ ｍ

６ 测井数据值 ＬＯＧ＿ ＶＡＬＵＥ１ Ｆ７ ２ ０

１８



３ ２ ２ １５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结构

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３ １５ꎮ

表 ３ １５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ＴＺＫ＿ ＣＪＱＸＤ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测井日期 ＬＯＧ＿ ＤＡＴＥ Ｃ８ ０

２ 测井曲线名称 ＬＯＧ＿ ＮＡＭＥ Ｃ２０ ０

３ 测井数据深度 ＬＯＧ＿ ＤＥＰＴＨ Ｆ７ ２ ０ ｍ

４ 测井结果 ＬＯＧ＿ ＶＡＬＵＥ Ｆ７ ２ ０

２８



第 ４ 章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表
结构及采集格式要求

４ １　 适用范围

本规定主要适用于区域水文调查、 地热地质勘查、 矿泉水地质勘查、 气体地质勘查、
水文地质勘查等形成的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ꎮ

４ ２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表结构及采集要求

４ ２ １　 钻孔 (井) 基本信息表结构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井) 基本信息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４ １ꎮ

表 ４ １　 钻孔 (井) 基本信息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ＳＷＺＫＪ＿ Ｊ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钻孔类别 ＴＫＡＡ Ｃ５０ Ｍ

２ 坐标系 ＳＷＺＢＸ Ｃ１５ Ｍ

３ 孔 (井) 位 ＴＫＡＬＢ Ｃ１４ Ｏ

４ 钻孔经度 ＤＷＡＡＣ Ｆ４ ３ ０ (°)

５ 钻孔纬度 ＤＷＡＡＤ Ｆ６ ２ ０ (°)

６ 钻孔坐标 Ｘ ＴＫＣＡＦ Ｆ１０ ２ ０ ｍ

７ 钻孔坐标 Ｙ ＴＫＣＡＧ Ｆ１１ ２ ０ ｍ

８ 钻孔高程 Ｈ ＴＫＣＡＨ Ｆ４ ３ ０ ｍ

９ 地下水类型 ＳＷＡＦ Ｃ２０ ０

１０ 开孔日期 ＴＫＡＬＥ Ｃ８ ０

１１ 终孔日期 ＴＫＡＬＦ Ｃ８ ０

１２ 终孔深度 ＴＫＡＣＣＡ Ｆ４ ３ ０ ｍ

１３ 含水层稳定水位 ＳＷＣＪＡＲ Ｆ６ ２ Ｏ ｍ

１４ 地形图编号 ＣＨＡＭＡＣ Ｃ１４ Ｏ

１５ 质量等级 ＴＫＣＢＤＨ Ｃ１０ Ｏ

１６ 含水段个数 ＳＷＣＪＡＺ ｉｎｔ２ Ｏ

１７ 隶属工作项目 ＬＳＧＺＸＭ Ｃ５０ ０

３８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８ 项目来源 ＸＭＬＹ Ｃ２０ ０

１９ 报告名称 ＢＧＭＣ Ｃ６０ ０

２０ 完井井深 ＴＫＣＢＣＬ Ｆ４ ３ ０ ｍ

２１ 施工单位 ＴＫＡＬＤ Ｃ５０ Ｏ

２２ 编录单位 ＢＬＤＷ Ｃ５０ Ｏ

２３ 钻孔技术人员 ＺＫＪＳＲＹ Ｃ３０ Ｏ

２４ 编录人员 ＢＬＲＹ Ｃ３０ Ｏ

２５ 质量检查人员 ＺＬＪＣＲＹ Ｃ３０ Ｏ

２６ 取样人员 ＱＹＲＹ Ｃ３０ Ｏ

２７ 取水样数 ＱＳＹＳ ｉｎｔ６ Ｏ

２８ 资料所在单位 ＰＫＨＭ Ｃ５０ Ｏ

２９ 通讯地址 ＴＸＤＺ Ｃ１００ Ｏ

３０ 邮政编码 ＹＺＢＭ Ｃ６ Ｏ

３１ 电话号码 ＤＨＨＭ Ｃ３０ Ｏ

３２ 电子邮箱 ＤＺＹＸ Ｃ３０ Ｏ

３３ 联系人 ＬＸＲ Ｃ３０ Ｏ

３４ 数据采集日期 ＳＪＣＪＲＱ Ｃ８ Ｏ

３５ 柱状图比例尺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１０ Ｍ

４ ２ ２　 钻孔 (井) 地层岩性数据表结构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地层岩性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４ ２ꎮ

表 ４ ２　 钻孔 (井) 地层岩性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ＳＷＺＫＪ＿ ＤＣＹＸ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柱状图编号 ＺＺＴＢＨ Ｃ２０ Ｏ

２ 地层层序 ＤＤＣＤＩＢ Ｃ２０ Ｏ

３ 年代地层单位名称 ＤＳＦ Ｃ５０ Ｏ

４ 岩石地层单位名称 ＤＳＢＦ Ｃ５０ Ｏ

５ 底界深度 ＴＫＡＣＣＬ Ｆ４ ３ ０ ｍ

６ 层底标高 ＣＤＢＧ Ｆ４ ３ ０ ｍ

７ 岩层厚度 ＹＣＨＤ Ｆ４ ３ ０ ｍ

８ 岩心采取率 ＴＫＡＪＡＡ Ｆ３ ２ Ｏ ％

９ 岩心完整程度 ＳＷＣＩＡＡ Ｃ２０ Ｏ

１０ 岩石名称 ＹＳＥＢ Ｃ２０ Ｏ

１１ 岩石颜色 ＹＳＨＢ Ｃ２０ Ｏ

１２ 地层岩性描述 ＧＣＪＦＬＱ Ｃ５００ Ｏ

４８



４ ２ ３　 钻孔 (井) 结构数据表结构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井) 结构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４ ３ꎮ

表 ４ ３　 钻孔 (井) 结构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ＳＷＺＫＪ＿ ＪＧ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变径深度 ＴＫＡＣＥ Ｆ６ ２ Ｏ ｍ

２ 直径 ＳＷＮＣＡＬ Ｆ４ ２ Ｏ ｍｍ

３ 井管类型 ＳＷＣＣＢ Ｃ３０ Ｏ

４ 井管内径 ＳＷＣＧＡＢ ｉｎｔ４ Ｏ ｍｍ

５ 井管下置深度 ＳＷＣＧＢＯ Ｆ６ ２ Ｏ ｍ

６ 井管总长度 ＳＷＣＧＡＦ Ｆ６ ２ Ｏ ｍ

７ 滤水管内径 ＳＷＣＧＡＨ ｉｎｔ４ Ｏ ｍｍ

８ 滤水管下置深度 ＷＣＧＢＰ Ｆ６ ２ Ｏ ｍ

９ 滤水管长度 ＳＷＣＧＡＪ Ｆ４ ２ Ｏ ｍ

１０ 止水目的 ＳＷＣＥＡ Ｃ５０ Ｏ

１１ 止水方法 ＳＷＣＥＢ Ｃ５０ Ｏ

１２ 止水层位 ＳＷＣＥＣ Ｃ２０ Ｏ

１３ 填砾段起止深度 ＳＷＣＧＢＳ Ｃ２０ Ｏ ｍ

１４ 填砾直径 ＳＷＣＧＢＣ Ｆ４ ２ Ｏ ｍｍ

１５ 填砾层厚度 ＳＷＣＧＢＤ Ｆ８ ２ Ｏ ｍｍ

１６ 填砾材料 ＳＷＣＤＦ Ｃ２０ Ｏ

１７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４ ２ ４　 钻孔 (井) 抽水试验表结构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井) 抽水试验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４ ４ꎮ

表 ４ ４　 钻孔 (井) 抽水试验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ＳＷＺＫＪ＿ ＣＳＳＹ)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洗井方法 ＳＷＣＦＡ Ｃ２０ Ｏ

２ 洗井日期 ＳＷＣＦＣＪ Ｃ８ Ｏ

３ 含水段起止深度 ＳＷＣＪＡＷ Ｃ４７ Ｏ ｍ

４ 水泵名称 ＳＷＭＡＡ Ｃ１０ Ｏ

５ 试验次数 ＳＷＢＤＣＥ ｉｎｔ１ Ｏ

６ 水位落程的顺序号 ＳＷＤＤＢＧ ｉｎｔ１ Ｏ

７ 试验段起始深度 ＳＷＤＡＣＤ Ｆ６ ２ Ｏ ｍ

８ 试验段终止深度 ＳＷＤＡＣＥ Ｆ６ ２ Ｏ ｍ

９ 抽水前的天然水位 ＳＷＤＤＢＡ Ｆ６ ２ Ｏ ｍ

５８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０ 水位降深值 ＳＷＤＤＢＨ Ｆ４ ２ Ｏ ｍ

１１ 抽水孔流量 ＳＷＤＤＣＡ Ｆ４ ３ Ｏ ｍ３ / ｓ

１２ 试验总延续时间 ＳＷＤＤＡＩ ｉｎｔ５ Ｏ ｍｉｎ

１３ 稳定延续时间 ＳＷＤＤＡＪ ｉｎｔ５ Ｏ ｍｉｎ

１４ 抽水试验类型 ＳＷＤＡＤ Ｃ５０ Ｏ

１５ 非稳定渗流参数确定 ＳＷＧＦＥ Ｃ２０ Ｏ

１６ 水井半径 ＳＷＧＧＡＹ Ｆ４ ２ Ｏ ｍｍ

１７ 影响半径计算方法 ＳＷＧＦＤ Ｃ２０ Ｏ

１８ 影响半径 ＳＷＧＧＡＵ Ｆ６ ２ Ｏ ｍ

１９ 渗透系数 ＳＷＧＧＡＡ Ｆ４ ２ Ｏ ｍ / ｄ

２０ 导水系数 ＳＷＧＧＡＯ Ｆ６ ２ Ｏ ｍ２ / ｄ

４ ２ ５　 钻孔 (井) 水质分析数据表结构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井) 水质分析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４ ５ꎮ

表 ４ ５　 钻孔 (井) 水质分析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ＳＷＺＫＪ＿ ＳＺＦＸ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样品编号 ＹＰＢＨ Ｃ５０ Ｏ

２ 水样采取深度 ＳＷＦＧＡＣ Ｆ６ ２ Ｏ ｍ

３ 水样采取时间 ＳＷＤＤＡＮ Ｃ８ Ｏ

４ 水样化验时间 ＳＷＦＧＡＨ Ｃ８ Ｏ

５ 透明度 ＰＫＪＦＱ Ｃ１０ Ｏ

６ 色度 ＳＷＦＡＤ Ｃ１０ Ｏ (°)

７ 味 ＳＷＦＡＥ Ｃ１０ Ｏ

８ 气味 ＳＷＦＡＦ Ｃ１０ Ｏ

９ 地下水化学类型 ＳＷＦＣＢ Ｃ１０ Ｏ

１０ ｐＨ 值 ＳＷＦＨＡ Ｃ１０ Ｏ

１１ 总碱度 ＰＫＪＦＳ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２ 总硬度 ＳＷＦＨＤＡ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３ 暂时硬度 ＳＷＦＨＤＢ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４ 永久硬度 ＳＷＦＨＤＣ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５ 负硬度 ＳＷＦＨＤＤ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６ 游离二氧化碳 ＳＷＦＨＧ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７ 侵蚀性二氧化碳 ＳＷＦＨＩ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８ 可溶性二氧化碳 ＳＷＦＨＪ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９ 溶解氧 ＳＷＦＨＫ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６８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２０ 细菌总数 ＳＷＦＨＭ Ｃ１０ Ｏ 个 / Ｌ

２１ 大肠菌群指数 ＳＷＦＨＮ Ｃ１０ Ｏ 个 / ｍＬ

２２ 总矿化度 ＳＷＦＨＥ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３ 总固体 ＳＷＦＨＥＢ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４ 灼热残渣 ＳＷＦＨＥＣ Ｃ１０ Ｏ ｍｇ

２５ 固定残渣 ＳＷＦＨＥＤ Ｃ１０ Ｏ ｍｇ

２６ 钙离子 ＳＷＦＨＦＡ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７ 镁离子 ＳＷＦＨＦＢ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８ 钾离子 ＳＷＦＨＦＣ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９ 钠离子 ＳＷＦＨＦＤ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０ 钾加钠 ＳＷＦＨＦＹ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１ 氯离子 ＳＷＦＨＦＦ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２ 硫酸根 ＳＷＦＨＦＧ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３ 重碳酸根 ＳＷＦＨＦＨ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４ 碳酸根 ＳＷＦＨＦＩ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５ 硝酸根 ＳＷＦＨＦＪ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６ 亚硝酸根 ＳＷＦＨＦＫ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７ 铵 ＳＷＦＨＦＬ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８ 三价铁 ＳＷＦＨＦＭ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９ 二价铁 ＳＷＦＨＦＮ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４０ 全铁 ＴＦｅ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４１ 氟化物 ＳＷＦＨＦＯ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４２ 磷酸根 ＳＷＦＨＦＰ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４３ 化学需氧量 ＳＷＦＨＬＡ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４４ 生化需氧量 ＳＷＦＨＬＥ Ｃ１０ Ｏ ｍｇ / Ｌ

４ ２ ６　 钻孔 (井) 电测井数据表结构

水文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 (井) 电测井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４ ６ꎮ

表 ４ ６　 钻孔 (井) 电测井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ＳＷＺＫＪ＿ ＤＣＪ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测井方法 ＷＴＥＷ Ｃ２０ Ｏ

２ 测井起始深度 ＷＴＨＥＡＡ Ｆ６ ２ Ｏ ｍ

３ 测井终止深度 ＷＴＨＥＡＢ Ｆ６ ２ Ｏ ｍ

４ 测井日期 ＷＴＨＨＣＡ Ｃ８ Ｏ

５ 测井曲线名称 ＷＴＩＡ Ｃ２０ Ｏ

７８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６ 电极距 ＷＴＥＡＢＣ Ｆ４ ２ Ｏ ｍ

７ 电极系类型 ＷＴＥＡＢＢ Ｃ２０ Ｏ

８ 电极系结构 ＷＴＥＡＩＥ Ｃ２０ Ｏ

９ 深度比例尺 ＷＴＨＦＢＡ Ｆ６ ２ Ｏ

１０ 测井曲线横向比例尺 ＷＴＨＦＡＢ Ｆ６ ２ Ｏ

１１ 含水层顶界面深度 ＷＴＧＤＡＡ Ｆ６ ２ Ｏ ｍ

１２ 含水层底界面深度 ＷＴＧＤＡＢ Ｆ６ ２ Ｏ ｍ

１３ 咸淡水面埋深 ＳＷＧＧＤＤ Ｆ６ ２ Ｏ ｍ

１４ 质量评定等级 ＷＴＨＬ Ｃ２０ Ｏ

１５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８８



第 ５ 章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表
结构及采集格式要求

５ １　 适用范围

本规定主要适用于区域工程调查、 区域环境调查、 工程地质勘查、 环境地质勘查、 灾

害地质勘查、 城市地质勘查等形成的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ꎮ

５ ２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表结构及采集要求

５ ２ １　 钻孔基本信息表结构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基本信息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５ １ꎮ

表 ５ １　 钻孔基本信息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ＣＺＫ＿ Ｊ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钻孔类别 ＴＫＡＢ Ｃ２０ Ｏ

２ 坐标系 ＺＫＺＢＸ Ｃ１５ Ｏ

３ 钻孔纬度 ＤＷＡＡＤ Ｆ７ ２ Ｏ 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

４ 钻孔经度 ＤＷＡＡＣ Ｆ５ ２ Ｏ ＤＤＤＭＭＳＳ ＳＳＳＳ

５ 钻孔坐标 Ｘ ＴＫＣＡＦ Ｆ１０ ２ Ｏ ｍ

６ 钻孔坐标 Ｙ ＴＫＣＡＥ Ｆ１１ ２ Ｏ ｍ

７ 钻孔高程 Ｈ ＴＫＣＡＨ Ｆ７ ２ Ｏ ｍ

８ 开孔日期 ＴＫＡＬＥ Ｃ８ Ｏ

９ 终孔日期 ＴＫＡＬＦ Ｃ８ Ｏ

１０ 设计孔深 ＳＪＫＳＡ Ｆ５ ３ Ｏ ｍ

１１ 实际孔深 ＳＪＫＳＢ Ｆ５ ３ Ｏ ｍ

１２ 初始水位深度 ＣＳＳＷＳＤ Ｆ５ ３ Ｏ ｍ

１３ 稳定水位深度 ＷＤＳＷＳＤ Ｆ５ ３ Ｏ ｍ

１４ 施工质量类别 ＳＧＺＬＬＢ Ｃ２０ Ｏ

１５ 编录质量类别 ＢＬＺＬＬＢ Ｃ２０ Ｏ

１６ 施工单位 ＳＧＤＷ Ｃ５０ Ｏ

１７ 编录单位 ＢＬＤＷ Ｃ５０ Ｏ

９８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８ 钻孔技术人员 ＺＫＪＳＲＹ Ｃ３０ Ｏ

１９ 地质编录人员 ＤＺＢＬＲＹ Ｃ３０ Ｏ

２０ 水文观测人员 ＳＷＧＣＲＹ Ｃ３０ Ｏ

２１ 质量检查人员 ＺＬＪＣＲＹ Ｃ３０ Ｏ

２２ 取样数 ＱＹＳ Ｃ１０ Ｏ

２３ 取样技术人员 ＱＹＪＳＲＹ Ｃ３０ Ｏ

２４ 测试类型 ＣＳＬＸ Ｃ２０ Ｏ

２５ 原位测试操作人员 ＣＳＣＺＲＹ Ｃ３０ Ｏ

２６ 原位测试记录人员 ＣＳＪＬＲＹ Ｃ３０ Ｏ

２７ 编录日期 ＢＬＲＱ Ｃ８ Ｏ

２８ 柱状图比例尺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１０ Ｍ

５ ２ ２　 钻孔标准贯入、 动力触探试验记录表结构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标准贯入、 动力触探试验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

表 ５ ２ꎮ

表 ５ ２　 钻孔标准贯入、 动力触探试验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ＣＺＫ＿ ＧＲＡＤＬＣＴＳＹ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地下水位 ＤＸＳＷ Ｃ１０ Ｏ ｍ

２ 动力触探类型 ＧＣＥＢＤＡ Ｃ２０ Ｏ

３ 锤重 ＧＣＥＢＤＥ Ｃ１０ Ｏ ｋｇ

４ 土层名称 ＴＣＭＣ Ｃ３０ Ｏ

５ 标贯深度 ＧＣＥＢＤＧ Ｆ５ ２ Ｏ ｍ

６ 实测击数 ＧＣＥＢＤＢ ｉｎｔ４ Ｏ 击

７ 动探深度 ＤＴＳ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８ 实测击数 ＧＣＥＢＤＨ ｉｎｔ４ Ｏ 击

９ 触探杆长度 ＣＴＧＣ Ｆ５ ３ Ｏ ｍ

１０ 杆长修正系数 ＧＣＥＢＤＱ Ｃ６ Ｏ

１１ 修正击数 ＸＺＪＳ ｉｎｔ４ Ｏ 击

１２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５ ２ ３　 钻孔岩石物理力学试验表结构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岩石物理力学试验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５ ３ꎮ
０９



表 ５ ３　 钻孔岩石物理力学试验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ＣＺＫ＿ ＹＳＷＬＬＸＳＹ)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试验报告批号 ＹＰＰＨ Ｃ５０ Ｏ

２ 样品编号 ＧＣＥＡＢＢ Ｃ１０ Ｏ

３ 取样深度 ＧＣＥＡＢＧ Ｆ５ ２ Ｏ ｍ

４ 岩石名称 ＹＳＭＣ Ｃ５０ Ｏ

５ 比重 ＧＣＤＡ Ｃ２０ Ｏ

６ 重度 ＧＣＤＡＢ Ｃ２０ Ｏ ｋＮ / ｍ３

７ 吸水率 ＧＣＤＣＡＬ Ｃ２０ Ｏ ％

８ 孔隙度 ＧＣＤＢＬ Ｃ２０ Ｏ ％

９ 自由膨胀率 ＧＣＤＥＡＦ Ｃ２０ Ｏ ％

１０ 泊松比 ＧＣＤＱＡＤ Ｃ２０ Ｏ

１１ 抗拉强度 ＧＣＤＱＡＱ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１２ 弹性模量 ＧＣＤＱＡＦ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１３ 抗剪强度 (内聚力) ＧＣＤＭＡＥ Ｃ２０ Ｏ ＭＰａ

１４ 抗剪强度 (似摩擦角) ＧＣＤＭＡＬ Ｃ２０ Ｏ (°)

１５ 干燥抗压强度 ＧＣＤＫＣＣ Ｃ２０ Ｏ ＭＰａ

１６ 饱和抗压强度 ＧＣＤＫＣＤ Ｃ２０ Ｏ ＭＰａ

１７ 软化系数 ＧＣＣＢＧ Ｃ２０ Ｏ

５ ２ ４　 室内土工试验记录表结构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室内土工试验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５ ４ꎮ

表 ５ ４　 室内土工试验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ＣＺＫ＿ ＳＮＴＧＳＹ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试验编号 ＧＣＥＡＢＢ Ｃ１０ Ｏ

２ 取样深度 ＧＣＥＡＢＧ Ｆ５ ２ Ｏ ｍ

３ 天然含水量 ＧＣＤＣＡＦ Ｃ２０ Ｏ ％

４ 天然密度 ＧＣＤＡ Ｃ２０ Ｏ ｇ / ｃｍ３

５ 干燥密度 ＧＣＤＢ Ｃ２０ Ｏ ｇ / ｃｍ３

６ 比重 ＧＣＤＡＢ Ｃ２０ Ｏ ｇ / ｃｍ３

７ 天然孔隙比 ＧＣＤＢＢ Ｃ２０ Ｏ

８ 饱和度 ＤＨＡＢＣＵ Ｃ２０ Ｏ ％

９ 液限 ＧＣＤＤＤ Ｃ２０ Ｏ ％

１０ 塑限 ＧＣＤＤＣ Ｃ２０ Ｏ ％

１１ 塑性指数 ＧＣＤＤＥ Ｃ２０ Ｏ

１２ 液性指数 ＧＣＤＤＦ Ｃ２０ Ｏ

１３ 卵石 ＲＳ Ｃ２０ Ｏ ｍｍ

１９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４ 砾石 ＬＳ Ｃ２０ Ｏ ｍｍ

１５ 砂粒 ２ ０ ~ ０ ５ ＳＬ２０ Ｃ２０ Ｏ ｍｍ

１６ 砂粒 ０ ５ ~ ０ ２５ ＳＬ０５ Ｃ２０ Ｏ ｍｍ

１７ 砂粒 ０ ２５ ~ ０ １ ＳＬ０２５ Ｃ２０ Ｏ ｍｍ

１８ 砂粒 ０ １ ~ ０ ０５ ＳＬ０１ Ｃ２０ Ｏ ｍｍ

１９ 粉粒 ＦＬ Ｃ２０ Ｏ ｍｍ

２０ 黏粒 ＮＬ Ｃ２０ Ｏ ｍｍ

２１ 土名 ＴＭ Ｃ２０ Ｏ

２２ 压缩系数 ＧＣＤＬＡＣ Ｃ２０ Ｏ ＭＰａ － １

２３ 压缩模量 ＧＣＤＫＢＤ Ｃ２０ Ｏ ＭＰａ

２４ 固结系数 ＣＶ ＧＪＸＳＣＹ Ｃ２０ Ｏ

２５ 固结系数 ＣＨ ＧＪＸＳＣＨ Ｃ２０ Ｏ

２６ 黏聚力 Ｃ ＮＪＬＣ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２７ 内摩擦角 φ ＮＭＣＪφ Ｃ２０ Ｏ (°)

２８ 黏聚力 Ｃｇ ＮＪＬＣｇ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２９ 内摩擦角 φｇ ＮＭＣＪφｇ Ｃ２０ Ｏ (°)

３０ 原状土抗剪强度 ＹＺＴＫＪＱＤ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３１ 扰动土抗剪强度 ＲＤＴＫＪＱＤ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３２ 抗剪强度灵敏度 ＫＪＱＤＬＭＤ Ｃ２０ Ｏ

３３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５ ２ ５　 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层统计表结构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层统计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５ ５ꎮ

表 ５ ５　 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层统计文件格式 (ＴＡＢＬＥ＿ ＧＣＺＫ＿ ＴＷＬＬＸＸＺＺＢＦＣＴ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工程地质分层 ＧＣＤＺＦＣ Ｃ３０ Ｏ

２ 样本数 ＹＢＳ Ｃ８ Ｏ 个

３ 最大值 ＺＤＺ Ｃ１０ Ｏ

４ 最小值 ＺＸＺ Ｃ１０ Ｏ

５ 平均值 ＰＪＺ Ｃ１０ Ｏ

６ 建议值 ＪＹＺ Ｃ１０ Ｏ

７ 天然含水量 ＴＲＨＳＬ Ｃ２０ Ｏ ％

８ 密度 ＭＤ Ｃ２０ Ｏ ｇ / ｃｍ３

９ 比重 ＢＺ Ｃ２０ Ｏ

１０ 天然空隙比 ＴＲＫＸＢ Ｃ２０ Ｏ

２９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１ 饱和度 ＢＨＤ Ｃ２０ Ｏ ％

１２ 液限 ＹＸ Ｃ２０ Ｏ ％

１３ 塑限 ＳＸ Ｃ２０ Ｏ ％

１４ 塑性指数 ＳＸＺＳ Ｃ２０ Ｏ

１５ 液性指标 ＹＸＺＢ Ｃ２０ Ｏ

１６ 压缩系数 ＹＳＸＳ Ｃ２０ Ｏ ＭＰａ － １

１７ 压缩模量 ＹＳＭＬ Ｃ２０ Ｏ ＭＰａ

１８ 固结系数 ＧＪＸＳ Ｃ２０ Ｏ ｃｍ２ / ｓ

１９ 快剪黏聚力 ＫＪＮＪＬ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２０ 快剪内摩擦角 ＫＪＮＭＣＪ Ｃ２０ Ｏ (°)

２１ 固结快剪黏聚力 ＧＪＫＪＮＪＬ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２２ 固结快剪内摩擦角 ＧＪＫＪＮＪ Ｃ２０ Ｏ (°)

２３ 原状土无侧限抗压强度 ＹＺＴＫＹＱＤ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２４ 重塑土无侧限抗压强度 ＣＳＴＫＹＱＤ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２５ 无侧限抗压强度灵敏度 ＷＣＸＬＭＤ Ｃ２０ Ｏ

２６ 垂直向渗透系数 ＣＺＸＳＴＸＳ Ｃ２０ Ｏ ｃｍ / ｓ

２７ 水平向渗透系数 ＳＰＸＳＴＸＳ Ｃ２０ Ｏ ｃｍ / ｓ

２８ 自由膨胀率 ＺＹＰＺＬ Ｃ２０ Ｏ ％

２９ 膨胀率 ＰＺＬ Ｃ２０ Ｏ ％

３０ 胀缩总率 ＰＺＺＬ Ｃ２０ Ｏ ％

３１ 自重湿陷系数 ＺＺＳＸＸＳ Ｃ２０ Ｏ

３２ 湿陷系数 ＳＸＸＳ Ｃ２０ Ｏ

３３ 湿陷起始压力 ＳＸＱＳＹＬ Ｃ２０ Ｏ ｋＰａ

３４ 融化下沉系数 ＲＨＸＣＸＳ Ｃ２０ Ｏ

３５ 承载比 ＣＺＢ Ｃ２０ Ｏ ％

３６ 备注 ＢＺ Ｃ５００ Ｏ

５ ２ ６　 钻孔抽水试验数据表结构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抽水试验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５ ６ꎮ

表 ５ ６　 钻孔抽水试验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ＣＺＫ＿ ＣＳＳＹ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水样编号 ＳＹＢＨ Ｃ１０ Ｏ

２ 试段编号 ＳＤＢＨ Ｃ１０ Ｏ

３ 试段深度 ＳＤＳ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４ 抽水前孔深 ＣＳＱＫＳ Ｆ５ ２ Ｏ ｍ

３９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５ 抽水后孔深 ＣＳＨＫＳ Ｆ５ꎬ  ２ Ｏ ｍ

６ 抽水开始日期 ＫＳＣＳＲＱ Ｃ１４ Ｏ 日、 时、 分

７ 抽水结束日期 ＪＳＣＳＲＱ Ｃ１４ Ｏ 日、 时、 分

８ 抽水延续时间 ＣＳＹＸＳＪ Ｃ１４ Ｏ ｈꎬ ｍｉｎ

９ 抽水稳定时间 ＣＳＷＤＳＪ Ｃ１４ Ｏ ｈꎬ ｍｉｎ

１０ 水位恢复时间 ＳＷＨＦＳＪ Ｃ１４ Ｏ ｈ

１１ 抽水前静止水位 ＣＳＱＪＺＳＷ Ｆ５ ２ Ｏ ｍ

１２ 抽水后静止水位 ＣＳＨＪＺＳＷ Ｆ５ ２ Ｏ ｍ

１３ 水位降深 ＳＷＪＳ Ｆ５ ２ Ｏ ｍ

１４ 瞬时涌水量 ＳＳＹＳＬ Ｃ１０ Ｏ Ｌ / ｓ

１５ 日涌水量 ＲＹＳＬ Ｃ１０ Ｏ ｔ / ｄ

１６ 单位涌水量 ＤＷＹＳＬ Ｃ１０ Ｏ Ｌ / (ｓｍ)

１７ 含水层厚度 ＨＳＣＨＤ Ｃ１０ Ｏ ｍ

１８ 滤水管半径 ＬＳＧＢＪ Ｃ１０ Ｏ ｍ

１９ 影响半径 ＹＸＢＪ Ｃ１０ Ｏ ｍ

２０ 渗透系数 ＳＴＸＳ Ｃ１０ Ｏ ｍ / ｄ

２１ 最大可能涌水量 ＺＤＫＮＹＳＬ Ｃ１０ Ｏ ｔ / ｄ

２２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５ ２ ７　 钻孔水质分析成果表结构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水质分析成果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５ ７ꎮ

表 ５ ７　 钻孔水质分析成果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ＣＺＫ＿ ＳＺＦＸＣＧ)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水样编号 ＳＹＢＨ Ｃ１０ Ｏ

２ 分析时间 ＦＸＳＪ Ｃ１４ Ｏ

３ Ｋ ＋ ＋ Ｎａ ＋ ＫＮＡ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４ Ｃａ２ ＋ ＣＡ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５ Ｍｇ２ ＋ ＭＧ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６ Ｆｅ３ ＋ ＦＥ３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７ Ｆｅ２ ＋ ＦＥ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８ Ａｌ３ ＋ ＡＬ３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９ ＮＨ４
＋ ＮＨ４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０ Ｃｕ２ ＋ ＣＵ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１ Ｐｂ２ ＋ ＰＢ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２ Ｚｎ２ ＋ ＺＮ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４９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３ Ｍｎ２ ＋ ＭＮ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４ Ｃｌ － ＣＬ１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５ ＳＯ４
２ － ＳＯ４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６ ＨＣＯ３
－ ＨＣＯ３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７ ＣＯ３
２ － ＣＯ３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８ ＮＯ３
－ ＮＯ３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１９ ＮＯ２
－ ＮＯ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０ Ｆ － Ｆ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１ Ｂｒ － Ｂ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２ Ｉ － Ｉ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３ 总硬度 ＺＹＤ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４ 永久硬度 ＹＪＹＤ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５ 暂时硬度 ＺＳＹＤ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６ 负硬度 ＦＹＤ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７ 总碱度 ＺＪＤ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或 ｍｍｏｌ / Ｌ

２８ 游离 ＣＯ２ ＹＬＣＯ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２９ 可溶性 ＳｉＯ２ ＫＲＸＳＩＯ２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０ 耗氧量 ＨＹＬ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１ 固形物 ＧＸＷ Ｃ２０ Ｏ ｍｇ / Ｌ

３２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５ ２ ８　 钻孔工程地质信息记录表结构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工程地质信息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５ ８ꎮ

表 ５ ８　 钻孔工程地质信息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ＣＺＫ＿ ＧＣＤＺＸＸ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综合柱状图编号 ＺＨＺＺＴＢＨ Ｃ１０ Ｏ

２ 岩土层总数 ＹＣＺＳ Ｃ８ Ｏ

３ 测试总数 ＣＳＺＳ Ｃ８ Ｏ

４ 岩土试样编号 ＹＴＳＹＢＨ Ｃ１０ Ｏ

５ 取样深度 ＱＹＳ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６ 地层时代 ＤＣＳＤ Ｃ８ Ｏ

７ 地层代号 ＤＣＤＨ Ｃ８ Ｏ

８ 层底深度 ＣＤＳ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９ 分层厚度 ＦＣＨＤ Ｃ８ Ｏ ｍ

１０ 工程地质分层描述 ＧＣＤＺＭＳ Ｃ５００ Ｏ

５９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１ 冲洗液消耗量 ＣＸＹＸＨＬ Ｃ１０ Ｏ ｍ２ / ｈ

１２ 标贯击数 ＢＧＪＳ ｉｎｔ８ Ｏ 击

１３ 重Ⅱ击数 ＣＥＪＳ ｉｎｔ８ Ｏ 击

１４ 测试深度 ＣＳＳ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１５ 初见水位 ＣＪＳＷ Ｆ５ ２ Ｏ ｍ

１６ 静止水位 ＪＺＳＷ Ｆ５ ２ Ｏ ｍ

１７ 钻孔结构 ＺＫＪＧ Ｃ８ Ｏ

１８ 钻进平均速度 ＺＪＰＪＳＤ Ｃ８ Ｏ ｍ / ｈ

１９ 钻进情况 ＺＪＱＫ Ｃ１００ Ｏ

２０ 累计深度 ＬＪＳ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２１ 岩心样品编号 ＹＸＹＰＢＨ Ｃ１０ Ｏ

２２ 岩心直径 ＹＸＺＪ Ｆ５ ２ Ｏ ｍｍ

２３ 岩心各段平均长度 ＹＸＧＤＪＣ Ｆ５ ２ Ｏ ｍ

２４ 岩心每层全长 ＹＸＭＣＱＣ Ｆ５ ２ Ｏ ｍ

２５ 岩心采取率 ＹＸＣＱＬ Ｆ３ ２ Ｏ ％

２６ 岩心地质描述 ＹＸＤＺＭＳ Ｃ５００ Ｏ

２７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５ ２ ９　 钻孔波速测试记录表结构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波速测试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５ ９ꎮ

表 ５ ９　 钻孔波速测试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ＣＺＫ＿ ＢＳＣＳ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主要钻进方法 ＺＹＺＪＦＦ Ｃ５０ Ｏ

２ 深度 Ｓ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３ 到时 ＤＳ Ｃ１０ Ｏ ｍｓ

４ 剪切波速 ＪＱＢＳ Ｃ８ Ｏ ｍ / ｓ

５ ２ １０　 钻孔综合测井曲线记录表结构

工程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综合测井曲线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５ １０ꎮ

表 ５ １０　 钻孔综合测井曲线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ＧＣＺＫ＿ ＺＨＣＪＱＸ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测井日期 ＣＪＲＱ Ｃ８ Ｏ

２ 测井点曲线名 ＣＪＤＱＸＭ Ｃ６０ Ｏ

６９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３ 点曲线图编号 ＤＱＸＴＢＨ Ｃ１０ Ｏ

４ 点编号 ＤＢＨ Ｃ１０ Ｏ

５ 孔深 ＫＳ Ｆ５ ２ Ｏ ｍ

６ 测井结果 ＣＪＪＧ Ｃ１００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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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表
结构及采集格式要求

６ １　 适用范围

本规定主要适用于煤田地质勘查形成的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ꎮ

６ ２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表结构及采集要求

６ ２ １　 钻孔基本信息表结构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基本信息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６ １ꎮ

表 ６ １　 钻孔基本信息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ＭＴＺＫ＿ ＪＢ)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坐标系 ＺＫＺＢＸ Ｃ１５ Ｏ

２ 钻孔经度 ＤＷＡＡＣ Ｆ６ ２ Ｏ (°)

３ 钻孔纬度 ＤＷＡＡＤ Ｆ６ ２ Ｏ (°)

４ 钻孔坐标 Ｘ ＴＫＣＡＦ Ｆ１０ ２ Ｏ ｍ

５ 钻孔坐标 Ｙ ＴＫＣＡＧ Ｆ１１ ２ Ｏ ｍ

６ 钻孔高程 Ｈ ＴＫＣＡＨ Ｆ６ ２ Ｏ ｍ

７ 钻孔类型 ＴＫＡＡ Ｃ２０ Ｏ

８ 开孔日期 ＴＫＡＬＥ Ｃ８ Ｏ

９ 终孔日期 ＴＫＡＬＦ Ｃ８ Ｏ

１０ 设计方位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Ｆ８ ２ Ｏ (°)

１１ 实际方位角 ＴＫＡＩＡＢ Ｆ８ ２ Ｏ (°)

１２ 设计倾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ＧＬＥ Ｆ８ ２ Ｏ (°)

１３ 实际倾角 ＰＲ＿ ＤＩＰ＿ ＡＮＧ Ｆ８ ２ Ｏ (°)

１４ 设计孔深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ＥＰＴＨ Ｆ６ ２ Ｏ ｍ

１５ 终孔深度 ＴＫＡＣＣＡ Ｆ６ ２ Ｏ ｍ

１６ 直径 ＳＷＮＣＡＬ Ｆ６ ２ Ｏ ｍｍ

１７ 变径深度 ＴＫＡＣＥ Ｆ６ ２ Ｏ ｍ

１８ 终孔孔径 ＺＫＫＪ Ｃ８ Ｏ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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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９ 终孔层位 ＭＤＢＧＣ Ｃ２０ Ｏ

２０ 钻进方法 ＺＪＦＦ Ｃ２０ Ｏ

２１ 岩心总采取率 ＭＤＢＧＬＡ Ｃ６ Ｏ ％

２２ 煤心总采取率 ＭＤＢＧＬＢ Ｃ６ Ｏ ％

２３ 可采煤层总采取率 ＭＤＢＧＬＤ Ｃ６ Ｏ ％

２４ 见煤深度 ＭＤＢＦＮＡ Ｆ８ ２ Ｏ ｍ

２５ 止煤深度 ＭＤＢＦＮＢ Ｆ８ ２ Ｏ ｍ

２６ 钻探质量 ＭＤＢＧＥ Ｃ２０ Ｏ

２７ 封孔区间 ＦＫＱＪＳ Ｃ４ Ｏ

２８ 封孔描述 ＦＫＭＳ Ｃ１００ Ｏ

２９ 柱状图比例尺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１０ Ｍ

３０ 岩心保管状况 ＹＸＢＧＺＫ Ｃ５０ Ｏ

３１ 编录质量类别 ＢＬＺＬＬＢ Ｃ２０ Ｏ

３２ 施工单位 ＳＧＤＷ Ｃ５０ Ｏ

３３ 编录单位 ＢＬＤＷ Ｃ５０ Ｏ

３４ 钻探技术人员 ＺＴＪＳＲＹ Ｃ３０ Ｏ

３５ 地质编录人员 ＤＺＢＬＲＹ Ｃ３０ Ｏ

３６ 水文编录人员 ＳＷＢＬＲＹ Ｃ３０ Ｏ

３７ 质量检查人员 ＺＬＪＣＲＹ Ｃ３０ Ｏ

３８ 填写日期 ＴＸＲＱ Ｃ８ Ｏ

３９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６ ２ ２　 钻孔地质记录表结构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地质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６ ２ꎮ

表 ６ ２　 钻孔地质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ＭＴＺＫ＿ ＤＺ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层号 ＱＤＦＣＤ Ｃ２０ Ｏ

２ 层位 ＣＷＨＳＱ Ｃ１０ Ｏ

３ 分层深度 ＭＤＢＦＮ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４ 岩石地层单位名称 ＤＳＢＦ Ｃ２０ Ｏ

５ 岩层倾角 ＹＣＱＪ ｉｎｔ２ Ｏ (°)

６ 岩层厚度 ＹＣＨ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７ 接触关系 ＪＣＧＸ Ｃ２０ Ｏ

８ 岩矿心长度 ＹＫＸＣ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９ 采取率 ＣＱＬ Ｆ３ ２ 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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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０ 岩石名称 ＹＳＭＣ Ｃ５０ Ｏ

１１ 岩性描述 ＹＸＭＳ Ｃ２５５ Ｏ

１２ 测点地面高度 ＣＤＤＭＧ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１３ 地下水位高程 ＤＸＳＷＧＣ Ｆ５ ２ Ｏ ｍ

１４ 静止水位 ＪＺＳＷ Ｆ５ ２ Ｏ ｍ

１５ 冲洗液消耗量 ＣＸＹＸＨＬ Ｃ６ Ｏ ｍ２ / ｈ

１６ 泥浆密度 ＮＪＢＺ Ｃ６ Ｏ ｇ / ｃｍ３

１７ 编录人 ＢＬＲ Ｃ３０ Ｏ

１８ 编录日期 ＢＬＲＱ Ｃ８ Ｏ

１９ 检查人 ＪＣＲ１ Ｃ３０ Ｏ

２０ 检查日期 ＪＣＲＱ１ Ｃ８ Ｏ

６ ２ ３　 钻孔煤层记录表结构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煤层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６ ３ꎮ

表 ６ ３　 钻孔煤层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ＭＴＺＫ＿ ＭＣ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煤层编号 ＭＣＢＨ Ｃ２０ Ｏ

２ 煤层名称 ＭＤＡＧＡ Ｃ３０ Ｏ

３ 煤炭分类 ＭＤＥＧ Ｃ２０ Ｏ

４ 含煤地层 ＭＤＡＢＡ Ｃ２０ Ｏ

５ 煤层底板标高 ＭＣＤＢＢＧ Ｃ８ Ｏ ｍ

６ 夹矸岩性 ＭＤＡＧＢＡ Ｃ２０ Ｏ

７ 含矸率 ＭＤＡＧＢＥ Ｆ３ ２ Ｏ ％

８ 厚度分级 ＭＤＡＧＮ Ｃ２０ Ｏ

９ 煤层倾斜分级 ＭＤＡＧＯ Ｃ２０ Ｏ

１０ 煤层结构复杂程度 ＭＤＡＧＣＱ Ｃ２０ Ｏ

１１ 层位稳定性 ＭＤＡＧＣＯ Ｃ２０ Ｏ

１２ 煤层对比可靠程度 ＭＤＡＧＣＰ Ｃ２０ Ｏ

１３ 煤层几何形态 ＭＤＡＧＫ Ｃ２０ Ｏ

１４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６ ２ ４　 钻孔煤质分析信息表结构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煤质分析信息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６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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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４　 钻孔煤质分析信息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ＭＴＺＫ＿ ＭＺＦＸ)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样品编号 ＹＰＢＨ１ Ｃ５０ Ｍ

２ 实验室编号 ＳＹＳＨ１ Ｃ２０ Ｏ

３ 煤层编号 ＭＣＢＨ Ｃ２０ Ｏ

４ 全水分 Ｍｔ Ｃ２０ Ｏ ％

５ 最高内在水分 Ｍａｄ Ｃ２０ Ｏ ％

６ 外在水分 Ｍｆ Ｃ２０ Ｏ ％

７ 空气干燥基灰分 Ｖａｄ Ｃ２０ Ｏ ％

８ 干燥基挥发分 Ｖｄ Ｃ２０ Ｏ ％

９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Ｖｄａｆ Ｃ２０ Ｏ ％

１０ 收到基挥发分 Ｖａｒ Ｃ２０ Ｏ ％

１１ 分析基全硫 Ｓｔꎬ ａｄ Ｃ２０ Ｏ ％

１２ 干燥基全硫 Ｓｔ ｄ Ｃ２０ Ｏ ％

１３ 收到基全硫 Ｓｔꎬ ａｒ Ｃ２０ Ｏ ％

１４ 硫铁矿硫 Ｓｐ Ｃ２０ Ｏ ％

１５ 硫酸盐硫 Ｓｓ Ｃ２０ Ｏ ％

１６ 有机硫 Ｓｏ Ｃ２０ Ｏ ％

１７ 分析基弹筒发热量 Ｑｂꎬ ａｄ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１８ 干燥基弹筒发热量 Ｑｂꎬ ｄ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１９ 收到基弹筒发热量 Ｑｂꎬ ａｒ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２０ 干燥无灰基弹筒发热量 Ｑｂꎬ ｄａｆ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２１ 分析基高位发热量 Ｑｇｒꎬ ａｄ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２２ 干燥基高位发热量 Ｑｇｒꎬ ｄ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２３ 收到基高位发热量 Ｑｇｒꎬ ａｒ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２４ 干燥无灰基高位发热量 Ｑｇｒꎬ ｄａｆ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２５ 分析基低位发热量 Ｑｎｅｔꎬ ａｄ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２６ 干燥基低位发热量 Ｑｎｅｔꎬ ｄ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２７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Ｑｎｅｔꎬ ａｒ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２８ 干燥无灰基低位发热量 Ｑｎｅｔꎬ ｄａｆ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２９ 恒温无灰基高位发热量 Ｑｇｒꎬ ｍａｆ Ｃ２０ Ｏ Ｊ / ｇ

３０ 原煤碳 Ｃ ＹＭＴＣ Ｃ２０ Ｏ ％

３１ 精煤碳 Ｃ ＪＭＴＣ Ｃ２０ Ｏ ％

３２ 原煤氢 Ｈ ＹＭＱＨ Ｃ２０ Ｏ ％

３３ 精煤氢 Ｈ ＪＭＱＨ Ｃ２０ Ｏ ％

３４ 原煤氧 Ｏ ＹＭＹＯ Ｃ２０ Ｏ ％

３５ 精煤氧 Ｏ ＪＭＹＯ Ｃ２０ Ｏ ％

３６ 原煤全硫 Ｓｔ ＹＭＱＬＳｔ Ｃ２０ Ｏ ％

１０１



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３７ 精煤全硫 Ｓｔ ＪＭＱＬＳｔ Ｃ２０ Ｏ ％

３８ 原煤砷 Ａｓ ＹＭＳＡｓ Ｃ２０ Ｏ ％

３９ 原煤磷 Ｐ ＹＭＬＰ Ｃ２０ Ｏ ％

４０ 原煤氟 Ｆ ＹＭＦＦ Ｃ２０ Ｏ ％

４１ 原煤氯 Ｃｌ ＹＭＬＣｌ Ｃ２０ Ｏ ％

４２ 腐殖酸产率 ＭＤＣＨＳＡ Ｃ２０ Ｏ ％

４３ 氧化钾 Ｋ２Ｏ Ｃ２０ Ｏ ％

４４ 氧化钠 Ｎａ２Ｏ Ｃ２０ Ｏ ％

４５ 三氧化硫 ＳＯ３ Ｃ２０ Ｏ ％

４６ 五氧化二磷 Ｐ２Ｏ５ Ｃ２０ Ｏ ％

４７ 三氧化二铁 Ｆｅ２Ｏ３ Ｃ２０ Ｏ ％

４８ 氧化钙 ＣａＯ Ｃ２０ Ｏ ％

４９ 二氧化硅 ＳｉＯ２ Ｃ２０ Ｏ ％

５０ 三氧化二铝 Ａｌ２Ｏ３ Ｃ２０ Ｏ ％

５１ 二氧化钛 ＴｉＯ２ Ｃ２０ Ｏ ％

５２ 氧化镁 ＭｇＯ Ｃ２０ Ｏ ％

５３ 氧化锰 ＭｎＯ Ｃ２０ Ｏ ％

５４ 锗 Ｇｅ Ｃ２０ Ｏ ％

５５ 镓 Ｇａ Ｃ２０ Ｏ ％

５６ 铀 Ｕ Ｃ２０ Ｏ ％

５７ 钒 Ｖ Ｃ２０ Ｏ ％

５８ 磷 Ｐ Ｃ２０ Ｏ ％

５９ 氟 Ｆ Ｃ２０ Ｏ ％

６０ 砷 Ａｓ Ｃ２０ Ｏ ％

６１ 氯 Ｃｌ Ｃ２０ Ｏ ％

６２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Ｃ５００ Ｏ

６ ２ ５　 钻孔煤样试验记录表结构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煤样试验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６ ５ꎮ

表 ６ ５　 钻孔煤样试验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ＭＴＺＫ＿ ＭＹＳＹ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样品编号 ＹＰＢＨ２ Ｃ２０ Ｏ

２ 实验室编号 ＳＹＳＨ２ Ｃ２０ Ｏ

３ 煤层编号 ＭＣＢＨ Ｃ２０ Ｏ

４ 采样止深 ＣＹＺＳ Ｆ５ ２ Ｏ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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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５ 样品岩石名称 ＹＰＹＳＭＣ Ｃ２０ Ｏ

６ 岩心长度 ＹＸＣ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７ 样品长度 ＹＰＣＤ Ｆ５ ２ Ｏ ｍ

８ 岩心直径 ＹＸＺＪ Ｃ２０ Ｏ ｍｍ

９ 样品质量 ＹＰＺＬ Ｃ２０ Ｏ ｇ

１０ 体重 (视密度) ＴＺ Ｃ２０ Ｏ

１１ 湿度 ＳＤ Ｃ２０ Ｏ ％

１２ 焰长 ＹＣ Ｃ２０ Ｏ ｍｍ

１３ 粉尘量 ＦＣＬ Ｃ２０ Ｏ ｇ

１４ 甲烷 ＣＨ４ Ｃ２０ Ｏ ％

１５ 二氧化碳 ＣＯ２ Ｃ２０ Ｏ ％

１６ 氮气 Ｎ２ Ｃ２０ Ｏ ％

１７ 可燃性 ＫＲＸＣＨ４ Ｃ２０ Ｏ

１８ 取样孔深 ＱＹＫＳ Ｃ２０ Ｏ ｍ

１９ 鉴定结果 ＪＤＪＧ Ｃ２０ Ｏ

２０ 胶质层厚度 ＪＺＣＨＤ Ｃ２０ Ｏ ｍｍ

２１ 最终收缩度 ＺＺＳＳＤ Ｃ２０ Ｏ ｍｍ

２２ 罗家指数 ＭＤＣＨＢ Ｃ２０ Ｏ ％

２３ 黏结指数 ＭＤＣＨＣ Ｃ２０ Ｏ ％

２４ 焦油产率 ＭＤＣＨＪＡ Ｃ２０ Ｏ ％

２５ 干馏总水分产率 ＧＬＳＦＣＬ Ｃ２０ Ｏ ％

２６ 半焦产率 ＢＪＣＬ Ｃ２０ Ｏ ％

２７ 软化点 ＲＨＤＴ１ Ｃ２０ Ｏ ℃

２８ 固化点 ＧＨＤＴ３ Ｃ２０ Ｏ ℃

２９ 收缩度 ＳＳＤａ Ｃ２０ Ｏ ％

３０ 膨胀度 ＰＺＤｂ Ｃ２０ Ｏ

３１ 煤的热稳定性 ＭＤＣＨＭ Ｃ２０ Ｏ

３２ 煤的可磨性指数 ＭＫＭＸＺＳ Ｃ２０ Ｏ

３３ 低煤阶煤的透光性 ＤＭＪＴＧＸ Ｃ２０ Ｏ

３４ 烟煤坩埚膨胀序数 ＧＧＰＺＸＳ Ｃ２０ Ｏ

６ ２ ６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结构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

表 ６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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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６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ＭＴＺＫ＿ ＫＳＪＺＪＷＱＤＣＬＳＪ)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测量次序 ＳＵＲ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４ Ｏ

２ 记录孔深 ＲＣＤ＿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２ Ｏ ｍ

３ 校测孔深 ＲＥＶ＿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２ Ｏ ｍ

４ 误差 ＳＵＲＥＲＲ Ｆ８ ２ Ｏ ｍ

５ 误差率 ＥＲＲ＿ ＲＡＴＩＯ Ｆ３ ２ Ｏ ％

６ 测量孔深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ＤＥＰＴＨ Ｆ８ ２ Ｏ ｍ

７ 天顶角 ＺＥＮＩＴＨ Ｆ３ ２ Ｏ (°)

８ 方位角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Ｆ３ ２ Ｏ (°)

９ 测量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Ｃ６０ Ｏ

１０ 记录者 ＲＥＣＯＲＤＯＲ Ｃ３０ Ｏ

１１ 记录日期 ＲＣＤ＿ ＤＡＴＥ Ｃ１０ Ｏ

１２ 检查者 ＣＨＥＣＫＥＲ Ｃ３０ Ｏ

１３ 检查日期 ＣＨＥＣＫ＿ ＤＡＴＥ Ｃ１０ Ｏ

６ ２ ７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结构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６ ７ꎮ

表 ６ ７　 钻孔测井曲线层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ＭＴＺＫ＿ ＣＪＱＸＣ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分层号 ＬＡＹＣＯＤＥ Ｃ５ Ｏ

２ 测井日期 ＬＯＧ＿ ＤＡＴＥ Ｃ８ Ｏ

３ 测井曲线名称 ＬＯＧ＿ ＮＡＭＥ Ｃ５０ Ｏ

４ 层顶板深度 ＬＡＹＥＲ＿ ＳＴＡ Ｆ６ ２ Ｏ ｍ

５ 层底板深度 ＬＡＹＥＲ＿ ＥＮＤ Ｆ６ ２ Ｏ ｍ

６ 测井数据值 ＬＯＧ＿ ＶＡＬＵＥ１ Ｆ６ ２ Ｏ

６ ２ ８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结构

煤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文件结构及文件格式见表 ６ ８ꎮ

表 ６ ８　 钻孔测井曲线点记录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ＭＴＺＫ＿ ＣＪＱＸＤＪＬ)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代码 数据类型与长度 约束条件 值域 备注 / 单位

１ 测井日期 ＬＯＧ＿ ＤＡＴＥ Ｃ８ Ｏ

２ 测井曲线名称 ＬＯＧ＿ ＮＡＭＥ Ｃ５０ Ｏ

３ 测井数据深度 ＬＯＧ＿ ＤＥＰＴＨ Ｆ６ ２ Ｏ ｍ

４ 测井结果 ＬＯＧ＿ ＶＡＬＵＥ Ｆ６ ２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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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技术方法

７ １　 钻孔数据采集建库总体要求

全国地质钻孔属性数据采集是以地勘单位保管的区域地质、 矿产地质、 水文地质、 工

程地质 (大型以上项目)、 环境地质、 灾害地质勘查等形成的地质钻孔信息为主ꎬ 以钻孔

为单元ꎬ 通过筛选、 收集、 整理、 卡片记录等工作完成资料前期准备ꎬ 并根据钻孔类型采

集著录钻孔数据采集软件系统ꎬ 建成本单位钻孔属性数据库ꎬ 经本省汇总形成省级钻孔属

性数据库ꎬ 经国家汇总形成全国钻孔属性数据库ꎮ 对于纸介质保存的地质钻孔资料和电子

档地质钻孔资料采集建库略有不同ꎬ 简要介绍如下ꎮ

７ １ １　 纸介质地质钻孔资料采集建库要求

对于纸介质地质钻孔资料ꎬ 按照重要地质钻孔的筛选要求ꎬ 选取重要地质钻孔ꎬ 收

集、 整理地质钻孔属性数据资料ꎮ 依据地质钻孔数据采集技术要求ꎬ 按固体矿产、 水文地

质、 工程地质和煤田地质等工作类型的特点和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实际需要ꎬ 进行地

质钻孔基础属性数据整理、 采集著录钻孔属性数据ꎬ 建立地质钻孔基础属性数据库ꎮ 对于

纸介质地质钻孔资料的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ꎬ 由于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需要耗费大量的人

力、 物力和财力ꎬ 根据钻孔资料的实际情况和应用需求ꎬ 至少应采集钻孔孔位数据、 孔深

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 样品分析数据、 地质分层和岩性数据等ꎮ
１) 对于固体矿产类钻孔ꎬ 至少应采集著录固体矿产地质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孔深

校正及弯曲度测量表、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ꎮ
２) 对于水文地质类钻孔ꎬ 至少应采集著录水文地质钻孔 (井) 基本信息表、 钻孔

(井) 地层岩性数据表、 钻孔 (井) 水质分析数据表ꎮ
３) 对于工程地质类钻孔ꎬ 至少应采集著录工程地质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岩石物理

力学试验表、 室内土工试验记录表、 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层统计表、 钻孔水质分析成果

表、 钻孔工程地质信息记录表ꎮ
４) 对于煤田地质类钻孔ꎬ 至少应采集著录煤田地质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地质记录

表、 钻孔煤层记录表、 钻孔煤质分析信息表、 钻孔煤样试验记录表、 钻孔孔深校正及弯曲

度测量表ꎮ

７ １ ２　 电子档地质钻孔资料采集建库要求

对于常用的 ＡｒｃＧＩＳ、 ＭａｐＧＩＳ、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ＣＧＩＳ 等新形成的电子档地质钻孔资料ꎬ
整理电子档地质钻孔资料ꎬ 开展钻孔数据格式转换ꎬ 统一数据标准ꎬ 导入或著录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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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数据采集软件系统ꎬ 实现地质钻孔属性数据的批量采集入库ꎮ 对于电子档地质钻

孔资料的采集著录ꎬ 应尽可能多的将地质钻孔资料数据进行采集ꎬ 尽可能健全钻孔属

性数据库内容ꎮ

７ ２　 钻孔资料建库工作流程

７ ２ １　 筛选重要地质钻孔

根据第 ２ ２ 节介绍的内容ꎬ 根据钻孔的重要性、 代表性、 系统性、 整体性、 特殊性、
齐全性筛选原则ꎬ 筛选出重要地质钻孔ꎮ 通常重要矿床、 超大型矿床、 大中型矿床、 重要

矿区、 重要生态区、 重大工程区、 重要成矿区 (带)、 整装勘查区、 重要生态保护区、 重

要水源区、 重要城市区、 重要区域内、 自然保护区、 偏远地区、 高寒地区、 工作条件比较

困难地区、 特殊工程地质特性类、 地质科学研究、 地质工作空白区内、 重要勘探线、 主干

实测剖面、 控制层位、 不同矿种、 稀有矿产、 地球深部钻探、 极地考察、 大洋调查或深海

地质调查、 境外矿产资源勘查、 具有重大供水意义的控制孔和基准孔等类钻孔ꎬ 以及重大

工程地质勘查项目的参数孔、 基准孔、 深孔、 特殊孔ꎬ 钻孔深度在 ５０ｍ 以上的钻孔ꎬ 通

常定为重要地质钻孔ꎮ
从系统性考虑ꎬ 应尽可能筛选包含各类围岩和蚀变类型比较多的钻孔ꎬ 有助于后续利

用这些钻孔研究矿床形成过程中物理化学条件及矿床成因ꎬ 同时也是重要的找矿标志ꎮ 对

于砂金、 盐湖、 石膏等矿产ꎬ 钻孔数量大、 深度浅、 地层较为简单的ꎬ 可以适当筛选出矿

区内代表性的钻孔进行建库ꎬ 不必全部建库ꎮ 筛选时要求钻孔资料尽可能完整ꎬ 分散覆盖

全矿区ꎬ 能够反映区域内完整的地质特征ꎮ

７ ２ ２　 收集地质钻孔资料

以项目为单元ꎬ 查询相关原始地质资料、 成果地质资料等ꎬ 逐个查找经筛选出的重

要地质钻孔的相关资料ꎬ 收集钻孔原始地质编录表、 钻孔柱状图、 工程布置图、 勘探

线剖面图、 样品测试分析数据、 班报表等资料ꎬ 以钻孔为管理单元做好资料收集归类

工作ꎮ

７ ２ ３　 整理地质钻孔资料

对前期收集的地质钻孔资料ꎬ 按照钻孔属性数据建库内容和要求ꎬ 以钻孔为单位ꎬ
填写钻孔属性数据采集记录卡片ꎬ 将所有需要采集入库的钻孔属性信息全部填写到采

集记录卡片中ꎬ 一是方便后续钻孔属性数据的著录入库ꎬ 二是方便后续的钻孔数据质

量检查ꎮ

７ ２ ４　 建立钻孔属性数据库

用户可利用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ꎬ 进行钻孔属性数据的填报ꎮ 其中ꎬ 对于固体

矿产地质的纸质钻孔资料主要采集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 钻孔孔深校正

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共四张表的数据ꎮ 对于采用固体矿产编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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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和管理的地质钻孔数据ꎬ 可以将相关钻孔属性数据直接导入到地质钻孔

数据采集系统软件中ꎬ 不用人工录入ꎬ 可大大提高钻孔属性数据建库效率ꎮ 利用地质钻孔

数据采集系统软件ꎬ 依次著录项目信息、 钻孔基础信息ꎬ 以及固体矿产、 水文、 工程或煤

田地质勘查类钻孔属性数据信息ꎬ 完成钻孔属性数据的采集入库ꎮ

７ ２ ５　 检查填报数据

对著录重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的数据和图件等ꎬ 应及时进行自查、 互查和抽查ꎬ 并

建立相应检查记录ꎬ 填写自查、 互查、 抽查日志ꎮ 重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要求填报

数据自查率为 １００％ 、 互检率为 １００％ 、 抽查率 １５％ ꎮ

７ ２ ６　 汇总数据

用户可使用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 “数据管理” 中的 “数据采集” 功能ꎬ 将生

成的上报数据包ꎬ 进行数据采集汇集到同一个数据库中ꎮ 使用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

“数据管理” 中的 “数据汇总” 功能ꎬ 将采集的各个数据包的数据进行汇总ꎬ 形成本单位

钻孔属性数据库ꎮ 同样使用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 “数据管理” 中的 “数据完整上

报” 功能ꎬ 生成上报数据包ꎬ 即可进行钻孔属性数据库的上报ꎮ 此数据包即是数据汇总

的数据源ꎮ 各省将本省内各单位提交的钻孔属性数据库ꎬ 利用 “数据汇总” 功能可建立

省级钻孔属性数据库ꎮ 将省级地质钻孔数据库进行汇总ꎬ 形成全国钻孔属性数据库ꎮ

７ ３　 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法

７ ３ １　 筛选重要地质钻孔

对于重要矿床、 超大型矿床、 大中型矿床、 重要矿区、 重要生态区、 重大工程区、 重

要成矿区 (带)、 整装勘查区、 重要生态保护区、 重要水源区、 重要城市区、 重要区域

内、 自然保护区、 偏远地区、 高寒地区、 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地区、 特殊工程地质特性类、
地质科学研究、 地质工作空白区内、 重要勘探线、 主干实测剖面、 控制层位、 不同矿种、
稀有矿产、 地球深部钻探、 极地考察、 大洋调查或深海地质调查、 境外矿产资源勘查、 具

有重大供水意义的控制孔和基准孔等类钻孔ꎬ 以及重大工程地质勘查项目的参数孔、 基准

孔、 深孔、 特殊孔ꎬ 钻孔深度在 ５０ｍ 以上的钻孔ꎬ 通过咨询专家、 召开专家研讨会等形

式ꎬ 筛选确定重要地质钻孔范围ꎮ

７ ３ ２　 收集和整理地质钻孔资料

以项目为单元ꎬ 查询相关原始地质资料、 成果地质资料等ꎬ 收集钻孔原始地质编录

表、 钻孔柱状图、 工程布置图、 勘探线剖面图、 样品测试分析数据、 班报表等资料ꎬ 以钻

孔为管理单元做好资料收集归类工作ꎮ
按照钻孔属性数据建库内容和要求ꎬ 以钻孔为单位ꎬ 制作钻孔属性数据采集记录卡片

(格式和内容示例如表 ７ １ 所示)ꎬ 将所有需要采集入库的钻孔属性信息全部填写到采集

记录卡片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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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１　 (钻孔名称) 钻孔基本信息采集记录卡片 (固体矿产类钻孔填写示例)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项内容

１ 钻孔类别 基准地质孔

２ 开孔 Ｘ ４２３１８９８ｍ

３ 开孔 Ｙ ２１６５５９３３ｍ

４ 开孔 Ｈ １０００ｍ

５ 开孔日期 １９９８ － ０９ － ０９

６ 终孔日期 １９９８ － ０９ － ３０

７ 设计方位角 ３０°

８ 设计倾角 ５°

９ 设计孔深 １０００ｍ

１０ 实际方位角 ３０ １°

１１ 实际倾角 ５ １°

１２ 实际孔深 １００１ｍ

１３ 终孔 Ｘ ４２３１８９ｘｍ

１４ 终孔 Ｙ ２１６５５９３ｘｍ

１５ 终孔 Ｈ － １ｍ

１６ 柱状图比例尺 １∶５０００

１７ 施工质量 优

７ ３ ３　 采集著录钻孔属性数据

为方便钻孔数据采集入库ꎬ 从数据源头控制钻孔属性数据库钻孔数据采集质量ꎬ
首先需要统一技术要求和标准ꎬ 然后应开发统一的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ꎮ 为做好

钻孔数据采集质量控制工作ꎬ 开发完成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ꎮ 该软件系统采用 Ｖｉｓ￣
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 ６ ０ 作为软件开发工具ꎬ 选用 Ｍ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管理系统ꎬ 其为单机

版ꎬ 易安装ꎬ 简便实用ꎬ 能够满足基层地质勘查单位的钻孔数据采集需求ꎮ 系统主

界面见图 ７ １ꎮ
用户可利用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ꎬ 进行钻孔属性数据的填报ꎮ 其中ꎬ 对于固

体矿产地质的纸质钻孔资料主要采集钻孔基本信息表、 钻孔地质综合数据表、 钻孔孔

深校正及弯曲度测量数据表、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共四张表的数据ꎮ 对于采用固

体矿产编录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和管理的地质钻孔数据ꎬ 可以将相关钻孔属性数据直接

导入到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中ꎬ 不用人工录入ꎬ 可大大提高钻孔属性数据建库

效率ꎮ
利用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ꎬ 可实现固体矿产、 水文、 工程、 煤田地质勘查类钻

孔属性数据信息的采集入库ꎮ 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主要包括钻孔属性数据录入、 数

据查询、 数据汇总、 数据导入、 数据导出、 数据上报、 系统维护、 报表打印等功能ꎮ 钻孔

属性数据的采集入库操作介绍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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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　 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主界面

７ ３ ３ １　 安装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

双击 “地质钻孔数据采集软件系统” 安装程序ꎬ 依据安装向导完成软件系统安装ꎮ
地质钻孔数据采集软件系统为单机版ꎬ 因此在填报数据的计算机不得与互联网连接ꎮ

７ ３ ３ ２　 采集入库钻孔属性数据信息

图 ７ ２　 打开项目信息表

(１) 项目信息采集与入库

１) 打开项目信息ꎮ 选择系统功能 － > 信息表管理 － > 项

目信息ꎬ 打开项目信息表ꎬ 也可以点击工具栏的第二个按钮打

开项目信息表ꎬ 见图 ７ ２ꎮ
２) 添加与录入项目信息条目ꎮ 要添加新的项目条目并录

入数据ꎬ 先点击表格左上角工具栏的 “添加” 按钮ꎬ 弹出

“添加项目” 的窗口ꎬ 见图 ７ ３ꎮ
此时ꎬ 即可在相应的输入框内输入要添加的项目信息ꎬ 某

些信息需要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如工作程度、 比例尺等)ꎮ 其

中ꎬ 带星号 (∗) 的为必填项ꎬ 如果不填写或者填写格式不正

确ꎬ 将无法保存ꎮ 项目信息添加窗口有 “拷贝上一条记录” 和 “保存并继续填写” 按钮ꎻ
“保存并继续填写” 按钮功能类似于 “保存”ꎬ 在填写完毕一个项目条目之后ꎬ 点击它即可

实现保存ꎬ 但是不同于 “保存” 按钮的是ꎬ 它不会关闭当前 “添加项目” 窗口ꎬ 而是清空

当前窗口中的内容ꎬ 以便添加一个新的项目条目ꎮ 点击 “保存并继续填写” 按钮后ꎬ 如果

新添加的项目条目与上一条记录存在较多的相同之处ꎬ 可以点击 “拷贝上一条记录” 按钮ꎬ
程序会自动将当前窗口中各个文本框填写成与上一条相同的内容ꎬ 按需要适当修改即可ꎮ

３) 编辑项目信息ꎮ 在表格中选择一个已有条目ꎬ 点击表格左上角的编辑按钮ꎬ 打开

编辑条目窗口ꎬ 也可以直接双击表格中的已有条目来打开编辑条目窗口ꎬ 见图 ７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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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３　 添加或录入项目信息

图 ７ ４　 项目信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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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删除项目信息ꎮ 选择要删除的条目ꎬ 点击表格工具栏的删除按钮ꎬ 见图 ７ ５ꎮ 若

要删除表格中多个连续的条目时ꎬ 选择要删除的第一个条目ꎬ 按住 Ｓｈｉｆｔ 键ꎬ 选择最后一

个条目ꎬ 松开 Ｓｈｉｆｔ 键ꎬ 点击删除按钮ꎮ 若要删除表格中多个不连续的条目ꎬ 按住 Ｃｔｒｌ 键ꎬ
依次选择要删除的多个条目ꎬ 松开 Ｃｔｒｌ 键ꎬ 点击删除按钮ꎮ 删除一个项目ꎬ 会同时删除数

据库中该项目下的所有钻孔信息ꎮ

图 ７ ５　 删除项目信息

５) 设置 ＭａｐＧｉｓ 相关参数ꎮ
①设置 ＭａｐＧｉｓ 路径ꎮ 选择一个项目条目ꎬ 单击鼠标右键ꎬ 选择 “设置 ＭａｐＧｉｓ 路

径”ꎬ 打开如下窗口 (图 ７ ６)ꎮ 点击 ｃｌｉｂ 和 ｓｌｉｂ 右侧的浏览按钮ꎬ 分别找到并设置 ｃｌｉｂ
和 ｓｌｉｂ 的路径ꎬ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即可ꎮ 设置成功后会有 “设置成功” 的提示窗口

弹出ꎮ

图 ７ ６　 路径设置界面

②设置岩石花纹ꎮ (设置岩石花纹之前ꎬ 请确认已设置 ＭａｐＧｉｓ 路径) 选择一个项目

条目ꎬ 单击鼠标右键ꎬ 选择 “设置岩石花纹”ꎬ 打开如图 ７ ７ 所示的窗口ꎮ 在任意条目上

双击鼠标ꎬ 弹出岩石花纹选择窗口ꎬ 见图 ７ ８ꎮ 选择所需岩石花纹后该窗口中的 ＭａｐＧｉｓ
编码会变成与所选岩石花纹对应的编码ꎮ

(２) 钻孔基础信息采集与入库

１) 打开钻孔基础信息表ꎮ 选择系统功能 － > 信息表管理 － > 钻孔基础信息ꎬ 打开钻

孔基础信息表ꎬ 也可以点击工具栏的第三个按钮打开钻孔基础信息表ꎬ 见图 ７ 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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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７　 岩石与 ＭａｐＧＩＳ 编码对应表

图 ７ ８　 ＭａｐＧＩＳ 图片花纹选择

图 ７ ９　 打开钻孔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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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添加与录入钻孔基础信息ꎮ 点击表格左上角工具栏的 “添加” 按钮ꎬ 弹出 “添加

钻孔” 窗口ꎬ 见图 ７ １０ꎮ

图 ７ １０　 添加钻孔信息

３) 编辑钻孔基础信息ꎮ 选择一个已有条目ꎬ 点击表格左上角的编辑按钮ꎬ 打开编辑

条目窗口ꎬ 也可以直接双击表格中的已有条目来打开编辑条目窗口ꎬ 见图 ７ １１ꎮ

图 ７ １１　 编辑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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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删除钻孔基础信息ꎮ 选择要删除的条目ꎬ 点击表格工具栏的删除按钮即可ꎬ 见

图 ７ １２ꎮ 若要删除表格中多个连续的条目时ꎬ 选择要删除的第一个条目ꎬ 按住 Ｓｈｉｆｔ 键ꎬ
选择最后一个条目ꎬ 松开 Ｓｈｉｆｔ 键ꎬ 点击删除按钮ꎻ 若要删除表格中多个不连续的条目ꎬ
按住 Ｃｔｒｌ 键ꎬ 依次选择要删除的多个条目ꎬ 松开 Ｃｔｒｌ 键ꎬ 点击删除按钮ꎮ

图 ７ １２　 删除基础信息

(３) 钻孔属性信息采集与入库

需要参见界面右侧的钻孔属性列表ꎮ
１) 打开钻孔基础信息表ꎮ 钻孔属性信息表是从属于一个钻孔的保存各类相关信息的

多个表ꎬ 具体有哪些表与钻孔类型有关ꎮ 打开钻孔属性信息表ꎬ 需要先打开钻孔基础信息

表ꎬ 然后在表格中选择要查看的钻孔ꎬ 在窗口右侧的钻孔属性列表中将会列出该钻孔的包

含的属性表名及条目个数ꎬ 双击要查看的属性表名即可在标签主视图中打开该表ꎬ 见

图 ７ １３ꎮ

图 ７ １３　 钻孔属性数据列表

２) 添加与录入钻孔属性信息ꎮ 添加新的钻孔属性条目并录入数据ꎬ 有两种方法: 一

是表单模式添加并录入ꎻ 二是 Ｅｘｃｅｌ 模式添加并录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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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表单模式ꎮ 点击表格左上角工具栏的 “添加” 按钮ꎬ 弹出 “添加钻孔” 窗口ꎬ 见

图 ７ １４ꎮ 此时ꎬ 即可在相应的输入框内输入要添加的钻孔信息ꎮ

图 ７ １４　 打开钻孔基本信息表

在钻孔分层数据表中ꎬ 有标志面信息字段ꎬ 填写时需要在输入框中点击鼠标ꎬ 即打开

编辑窗口ꎬ 见图 ７ １５ꎮ

图 ７ １５　 标志面填写

在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等有化验结果的属性表中ꎬ 填写化验结果时需要在输入框

中点击鼠标ꎬ 即打开编辑窗口ꎬ 见图 ７ １６ꎮ
在属性信息表中ꎬ 带星号 (∗) 的为必填项ꎬ 如果不填写ꎬ 或者填写格式不正确ꎬ

将无法保存ꎮ 对于新建属性信息表ꎬ 有不同操作ꎬ 见图 ７ １７ꎮ “保存并退出”: 保存当前

设置ꎬ 并返回到属性列表页面ꎮ “重置”: 清空当前添加的属性信息内容ꎬ 重新填写信息ꎮ
“拷贝上一条”: 将上一条填写的信息拷贝到本次填写的文本框内ꎬ 做出修改后ꎬ 可保存

为一条新的记录ꎮ “保存并继续填写”: 保存当前记录ꎬ 但不关闭窗口ꎬ 可直接填写下一

条记录ꎮ “退出”: 不保存当前填写的信息ꎬ 退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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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６　 测试分析数据填写

图 ７ １７　 按钮功能区

②Ｅｘｃｅｌ 模式ꎮ 点击表格左上角工具栏的 “Ｅｘｃｅｌ 模式” 按钮ꎬ 切换到 Ｅｘｃｅｌ 模式ꎬ 见

图 ７ １８ꎮ

图 ７ １８　 切换到 Ｅｘｃｅｌ 模式

新建行功能: 点击该按钮弹出 “Ｅｘｃｅｌ 模式” 窗口ꎬ 见图 ７ １９ꎮ 通过点击一次或多次

该按钮会以类似 Ｅｘｃｅｌ 方式添加一行或多行表格ꎮ
点击表格左上角工具栏的 “新建行” 按钮ꎬ 向表中添加一行数据ꎬ 见图 ７ 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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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９　 新建行按钮

图 ７ ２０　 添加数据

３) 编辑钻孔属性信息ꎮ 选择一个已有条目ꎬ 点击表格左上角的编辑按钮ꎬ 打开编辑

条目窗口ꎬ 也可以直接双击表格中已有条目来打开编辑条目窗口ꎬ 见图 ７ ２１ꎮ

图 ７ ２１　 钻孔属性信息编辑

４) 删除钻孔属性信息ꎮ 选择要删除的条目ꎬ 点击表格工具栏的删除按钮即可ꎬ 见

图 ７ ２２ꎮ 若要删除表格中多个连续的条目时ꎬ 选择要删除的第一个条目ꎬ 按住 Ｓｈｉｆｔ 键ꎬ
选择最后一个条目ꎬ 松开 Ｓｈｉｆｔ 键ꎬ 点击删除按钮ꎻ 若要删除表格中多个不连续的条目ꎬ
按住 Ｃｔｒｌ 键ꎬ 依次选择要删除的多个条目ꎬ 松开 Ｃｔｒｌ 键ꎬ 点击删除按钮ꎮ 点击删除按钮

后ꎬ 会弹出一个确认删除的对话框ꎬ 请确认所选条目需要删除再点击 “确定” 按钮ꎮ 在

钻孔基础信息表中ꎬ 选中某一个钻孔ꎬ 点击右键ꎬ 会出现 “清空属性数据库” 选项ꎮ 点

击此选项ꎬ 将删除该钻孔下的所有属性信息表ꎮ

图 ７ ２２　 钻孔属性信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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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钻孔属性信息表信息插入ꎮ 选中一条信息ꎬ 若想在其后面插入另一条信息ꎬ 则点

击工具栏中的 “插入” 按钮ꎬ 弹出插入信息页面ꎮ 将信息保存成功后ꎬ 该条信息将出现

在选中条的后面ꎬ 见图 ７ ２３ꎮ

图 ７ ２３　 钻孔属性表条目增加

７ ３ ４　 汇总钻孔数据

用户可使用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 “数据管理” 中的 “数据采集和数据汇总”
功能ꎬ 将生成的上报数据包ꎬ 进行数据采集汇集到同一个数据库中ꎮ 也可以利用 “数据

管理” 中的 “数据备份” 功能ꎬ 备份数据ꎬ 生成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 文件ꎬ 此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 即是 “数据汇总” 需要选择的 “数据源”ꎬ 也是需要上报的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
文件ꎮ

使用采集系统 “数据管理” 中的 “数据追加” 功能ꎬ 首先点击 “打开数据源” 按

钮ꎬ 选择需要追加的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 文件ꎬ 其次进行 “数据检查”ꎬ 检查目标数据

表与源数据表是否存在重复记录ꎬ 如果存在重复记录ꎬ 则判断是否删除重复记录ꎬ 如

果不存在重复记录ꎬ 则选择 “数据追加”ꎬ 系统显示 “追加成功”ꎬ 即数据成功追加到

数据库中ꎮ 点击 “刷新”ꎬ 即生成汇总的数据库ꎬ 然后利用 “数据报表” 功能生成报

表ꎬ 可打印输出ꎮ 利用 “数据备份” 功能ꎬ 生成汇总的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 文件ꎬ 刻

盘上报ꎮ

７ ３ ５　 自查填报数据

对著录重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的数据和图件等ꎬ 应及时进行自查ꎬ 对自查结果建立

相应检查记录ꎬ 填写自查日志ꎮ 重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要求填报数据自查率

为 １００％ ꎮ

７ ３ ６　 互查填报数据

对著录重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的数据和图件等ꎬ 应及时进行互检ꎬ 对互检结果建立

相应检查记录ꎮ 重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要求填报数据互检率为 １０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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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７　 抽查填报数据

抽查工作主要针对数据的完整性ꎬ 即是否有钻孔数据遗漏ꎮ 通过与成果、 原始等地质

资料进行比对ꎬ 对工作的整体质量进行控制ꎬ 对抽查结果建立相应检查记录ꎮ 对上报的重

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成果抽取 １５％ 比例的钻孔资料对照原始地质资料进行检查ꎬ
主要检查数据填报的正确性ꎬ 如有问题ꎬ 要求钻孔数据填报单位按要求及时修改ꎬ 重新

上报ꎮ

７ ３ ８　 钻孔数据成果上报

使用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软件 “数据管理” 中的 “数据汇总” 功能ꎬ 将采集的各

个数据包的数据进行汇总ꎬ 形成本单位钻孔属性数据库ꎮ 同样ꎬ 使用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

统软件 “数据管理” 中的 “数据完整上报” 功能ꎬ 生成上报数据包ꎬ 即可进行钻孔属性

数据库的上报ꎮ 此数据包即是数据汇总的数据源ꎮ 各省将本省内各单位提交的钻孔属性数

据库ꎬ 利用 “数据汇总” 功能可建立省级钻孔属性数据库ꎮ 将省级地质钻孔数据库进行

汇总ꎬ 形成全国钻孔属性数据库ꎮ 对于钻孔数据的成果上报不得采取网络传输方式ꎮ

７ ４　 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工作部署与实施

７ ４ １　 工作部署

全国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需要在国家层面上组织开展ꎬ 按照行政推

动、 技术支撑、 国家经费辅助的模式建设ꎮ 国土资源部作为地质矿产行业的行政主管部

门ꎬ 需要在其组织领导下开展此项工作ꎬ 并给予物力和财力支撑ꎮ 按照 “统一组织、 统

一方法、 统一标准” 的要求ꎬ 各省 (区、 市)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钻孔属

性数据库建设工作工作ꎮ
１) 国土资源部负责统一部署和组织ꎬ 编写技术要求ꎬ 开展全国培训ꎬ 指导和督促各

省钻孔数据库建设工作ꎬ 验收省级清查成果等ꎮ
２) 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协助部组织指导全国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工作ꎬ 并做好技术

支撑ꎮ
３)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负责按部要求ꎬ 做好技术支撑、 技术指导和业务咨询

工作ꎬ 协助部做好钻孔数据质量检查ꎬ 汇总建立全国钻孔属性数据库等ꎮ
４) 各省 (区、 市)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部署省级行政区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

工作ꎬ 策划、 实施本省宣传工作ꎬ 开展省级培训ꎬ 指导和督促本省钻孔数据库建设工作ꎬ
组织开展省级成果检查、 验收工作ꎬ 汇总和上报省级成果等工作ꎬ 建立本省省级钻孔属性

数据库ꎮ
５) 各省 (区、 市) 技术支撑单位ꎬ 按部和本省 (区、 市)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要求

做好技术支撑服务、 数据核实、 数据汇总等工作ꎮ
６) 各地勘单位负责填写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的有关信息表ꎬ 将有关信息录入地质钻

孔数据采集软件ꎬ 并建立本单位钻孔属性数据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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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２　 工作实施

全国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工作分工作准备、 数据采集和成果汇总三个阶段实施ꎮ

７ ４ ２ １　 工作准备阶段

主要任务是项目组调研收集资料ꎬ 制定工作计划ꎬ 统一工作方法ꎬ 明确工作目标、 任

务、 工作内容ꎬ 分解工作内容ꎬ 落实进度安排ꎬ 明确最终成果ꎮ 研究工作方法ꎬ 确定钻孔

采集内容ꎬ 编制技术要求ꎬ 开发地质钻孔数据采集系统ꎬ 做好技术准备工作ꎮ

７ ４ ２ ２　 数据采集阶段

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全国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工作ꎮ 各省 (区、 市) 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组织开展本辖区钻孔属性数据采集建库工作ꎮ

７ ４ ２ ３　 成果汇总阶段

(１) 省级成果汇总

各省 (区、 市)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对本省各单位提交的钻孔成果进行质量检查

和验收ꎬ 检查各项内容是否按要求进行填报ꎬ 并对存在问题的钻孔数据以书面等形式反馈

给填报单位修改ꎮ
(２) 全国成果汇总

国土资源部组织对省级钻孔成果进行检查验收ꎮ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协助国土

资源部对 ３１ 个省 (区、 市) 的钻孔成果进行汇总分析ꎬ 检查全国钻孔数据的可靠性和准

确性ꎬ 建立全国钻孔属性数据库ꎮ 同时ꎬ 按照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ꎬ 编制地质钻孔信息服

务产品ꎬ 向社会提供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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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８ １　 适用范围

本书规定了钻孔数据质量控制要求、 程序、 内容、 方法、 流程以及检查验收过程中相

关文档的内容和格式要求等ꎬ 本规定适用于重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数据质量检查验

收和评价ꎮ

８ ２　 数据质量检查依据

钻孔数据质量检查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见表 ８ １ꎮ

表 ８ １　 钻孔数据质量检查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序号 标准标号 标准 (文件)

１ ＤＤ２００６—０７ 地质数据质量检查与评价标准

２ ＤＤ２０１０—０１ 地质调查软件开发测试管理规程

３ 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建设技术要求 (试行)

４ 地质钻孔数据库建库技术要求 (２０１０ 年)

５ 国土资源数据库数据质量检查验收规范 (２００９ 年)

６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１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７ ＧＢ / Ｔ１０１１２—１９９９ 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

８ ＤＺ / Ｔ １ ０ ２００１ 数字化生产质量监控规程

８ ３　 数据质量控制目标

质量控制的目标应符合重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工作要求ꎬ 钻孔资料数据内容要

完整、 准确ꎬ 所采集的地质钻孔数据与钻孔原始地质记录数据要完全一致ꎬ 数据录入内容

要准确、 规范ꎬ 钻孔数据次轻缺陷不得超过千分之三ꎮ

８ ４　 数据质量控制原则

(１) 坚持全过程、 全员质量控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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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和消除事前、 事中和事后影响钻孔建库数据质量的各种因素ꎬ 并尽可能前置

质量控制关口ꎬ 加强对钻孔建库重要内容、 关键节点、 薄弱环节的质量监控ꎮ 切实将质量

控制的目标和责任分解落实到实处ꎮ
(２) 坚持逐级、 分类质量控制原则

逐级明确钻孔建库质量控制的责任和要求ꎬ 确保钻孔建库质量和数据填报质量ꎮ 充分

发挥各技术支撑单位作用ꎬ 尽可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措施ꎬ 分类做好建库质量问题分

析与诊断ꎬ 确保质量控制工作切实有效ꎮ
(３) 坚持统一标准、 严格执行的原则

质量控制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全国统一制定的规定、 方法ꎮ 不符合质量控制要求的阶段

性数据成果须返工重做ꎬ 不符合质量控制标准的上报数据成果必须退回重报ꎮ

８ ５　 钻孔数据质量检查控制内容

钻孔数据质量检查主要是从钻孔数据完整性、 规范性、 准确性、 一致性、 唯一性等方

面进行数据质量控制ꎬ 主要是对项目信息表、 钻孔基础信息表、 钻孔属性信息表中的重要

属性项信息等内容填写的完整性、 准确性等进行检查ꎮ
完整性主要检查项目信息、 钻孔基础信息、 钻孔属性信息等必填数据项是否为空ꎬ 图

表文件有无缺失ꎬ 备注是否齐全ꎮ 其中ꎬ 备注完整性的检查主要涉及: ①缺失真实坐标的

钻孔ꎬ 建库人员通过矿区平面地形地质图获取钻孔坐标或者将公开网络查找的矿区中心点

坐标赋予此项目下的所有钻孔坐标的ꎻ ②老旧资料ꎬ 经查找确无原始资料档号和省馆资料

档号ꎬ 用成果资料档号代替的ꎻ ③历史老旧资料ꎬ 按要求扫描后达不到质量检查的清晰度

要求的ꎮ
规范性检查主要包括保管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填写是否规范ꎬ 项目的工作程度、 比例

尺、 主要矿种等的填写是否规范ꎬ 资料密级的确定是否符合定密规范ꎬ 图件扫描分辨率是

否大于 ３００ｄｐｉꎬ 栅格文件能否达到倾斜度小于 １％或者图件与原件的对角线误差和边长误

差小于 ± ０ １％的图像整饰要求等ꎮ
准确性和逻辑性检查主要检查行政区划代码填写是否规范ꎬ 项目结束时间填写是否

规范ꎬ 孔口经度、 孔口纬度填写是否符合要求ꎬ 孔口高程、 终孔深度填写是否合理ꎬ
开孔 Ｘ、 Ｙ、 Ｈ 或测量开孔 Ｘ、 Ｙ、 Ｈ、 实际方位角和实际倾角填写是否合理ꎬ 实际孔深

是否≤终孔孔深ꎬ 终孔 Ｘ、 Ｙ、 Ｈ 或测量终孔 Ｘ、 Ｙ、 Ｈ 填写是否合理ꎬ 起始孔深、 终止

孔深填写是否正确 (本层位: 起始孔深 < 终止孔深ꎻ 上一层位终止孔深≤本层位起始

孔深)ꎬ 厚度≤ (终止孔深 － 起始孔深)ꎬ 花纹代码、 地层单位或期次、 层位、 地质描

述是否填写ꎬ 起孔深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表)、 止孔深 (钻孔基本化学分析数据

表) 填写是否合理 (本层位: 起始孔深 < 终止孔深ꎻ 上一层位终止孔深≤本层位起始

孔深)ꎬ 样品长度≤岩矿心长度等ꎮ
唯一性主要检查数据库中是否存在重复项目及钻孔记录等ꎮ
根据 «地质数据质量检查与评价» (ＤＤ２００６—０７) 要求ꎬ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

各质量元素数据质量检查缺陷分级分为致命缺陷、 重缺陷、 轻缺陷和次轻缺陷四级ꎮ 各质

量元素数据质量检查缺陷分级要求见表 ８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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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　 全国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数据缺陷分级

一级质量元素 致命缺陷 (１６) 重缺陷 (９) 轻缺陷 (２) 次轻缺陷 (１)

完整性 重要必填项缺失 一般必填项缺失 重要非必填项缺失

逻辑一致性 数据表关联错误
图表挂接有误ꎬ 影响

读取

准确性
重要要素填写错误ꎬ
影响使用

重要必填项填写错误ꎬ 对

使用影响不大且修改容易

一般要素填写错误ꎬ
不影响使用且易修改

规范性
图件扫描不能满足规

范要求ꎬ 影响查看

图件分辨率不达标但能满

足查看

图表格式非规定 格

式ꎬ 但容易转换

注: 致命缺陷是极重要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ꎻ 重缺陷是必须要达到的要求ꎬ 未达到影响使用ꎻ 轻缺陷为要求达到ꎬ
未达到不影响使用ꎻ 次轻缺陷为非强制性要求ꎮ (１６) ~ (１) 为各级别缺陷与最低级别缺陷即次轻缺陷的比例ꎬ
用于缺陷换算ꎮ

参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 «地质数据质量检查与评价»ꎬ 确定全国重要地质钻孔

数据库质量元素ꎬ 根据各质量元素的重要程度将其分为致命缺陷、 重缺陷、 轻缺陷和次轻

缺陷四级ꎮ 根据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实际情况ꎬ 组织机构代码、 项目名称、 成果资料档

号、 钻孔编号等设置为重缺陷ꎬ 其他必填项设置为轻缺陷ꎬ 剩余部分设置为次轻缺陷ꎮ

８ ６　 数据质量控制要求

质量控制的目标应符合重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工作的要求ꎬ 钻孔资料数据内容

完整、 准确ꎮ 确保建库内容应填尽填、 完整规范ꎬ 所采集的地质钻孔数据与钻孔原始地质

记录数据完全一致ꎬ 数据录入内容准确ꎮ 确保建库数据真实可靠、 来之有据ꎬ 不得弄虚作

假ꎬ 不得篡改建库数据ꎮ 质量控制要求具体如下:
１) 数据表中所有必填项不能为空ꎮ
２) 数据表中录入的文字出错率≤３‰ꎬ 重要必填项出错率为 ０ ꎮ
３) 地质钻孔坐标及换算精度误差≤１００ｍꎮ
４) 有关图表的扫描件应与原始地质资料中的图表数量一致ꎬ 不得缺失ꎮ
５) 图件扫描质量ꎮ ①扫描分辨率: 图纸 ３００ｄｐｉꎬ 文字、 照片 ２００ｄｐｉꎮ ②清晰度以原

图和扫描图在 １∶１ 情况下ꎬ 各类线条必须连续ꎬ 图面中的小数点清晰ꎮ ③栅格文件倾斜度

小于 １％ ꎬ 肉眼能判断其倾斜时即为不合格ꎬ 须重新扫描ꎮ ④栅格文件等图件与原件的对

角线误差和边长误差均不得超过 ± ０ １％ ꎮꎮ ⑤扫描图件数量与原图件数量一一对应ꎬ 不得

分割存储ꎬ 整幅原图分多页扫描时ꎬ 须合为与原图一致的一张图入库ꎮ

８ ７　 数据质量控制职责

１) 实现项目负责人负责制ꎮ 项目负责人负责对钻孔数据库数据质量控制负全责ꎮ
２) 数据录入人员负责对录入数据的准确性负责ꎬ 及时做好自查互查质量控制工作ꎬ

认真填写工作日志ꎬ 对发现的问题和错误及时纠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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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上一级部门负责对钻孔数据库数据质量进行抽查、 检查和督导工作ꎬ 保证钻孔数

据准确真实ꎮ

８ ８　 数据质量控制阶段

地质钻孔数据采集质量控制分为数据采集过程的质量检查与控制、 成果验收过程的质

量检查与评价、 复核复检过程的质量检查与评价三个主要阶段ꎮ 地质钻孔数据采集质量检

查贯穿数据采集、 验收、 复核复检和监督抽检的全过程ꎮ 成果验收时进行质量评价ꎬ 复核

复检是否进行质量评价视具体要求而定ꎮ

８ ８ １　 数据采集过程的质量检查与控制

数据采集过程的质量检查与控制ꎬ 主要是利用现有钻孔资料进行数据采集的过程检查

与控制ꎮ 数据采集过程中实行两级质量检查制度ꎮ
一级检查是对数据生产过程如钻孔数据采集录入、 图件扫描、 电子档钻孔资料导入等

各种手段获取的数据进行的质量检查ꎬ 分为资料录入人员自检、 互检和项目组抽检ꎮ
二级检查是在数据采集完成后ꎬ 在钻孔资料保管单位质量管理或相关部门监督或参与

下ꎬ 项目组 (或聘请专家) 对准备提交验收的数据成果进行的质量检查ꎮ 二级检查应覆

盖全部数据ꎬ 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全检或抽检ꎮ
两级检查不可缺失ꎬ 旨在发现数据采集过程中存在的质量问题ꎬ 不进行质量评

价ꎮ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错误要进行逐一修改ꎬ 修改后进行复查ꎬ 通过复查后方

可进行下一级检查或验收ꎮ 记录检查、 修改及核实的情况与结果ꎬ 由相关人员签字

确认ꎬ 格式参见表 ８ ３ꎮ 数据采集过程中作业人员要根据采集情况填写工作日志ꎬ 格

式参见表 ８ ４ꎮ 检查修改记录和工作日志作为数据质量检查记录ꎬ 以备验收时审查ꎮ

表 ８ ３　 地质钻孔数据采集质量检查记录表

单位名称

质量控制阶段 检查类别

□自检

□互检

□抽检

检查内容 问题描述 问题处理 核实

检查人员签名: 作业人员签名: 核查人员签名:

质量管理 (或项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表 ８ ４　 地质钻孔数据采集工作日志表

序号 日期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存在问题及处理方法 作业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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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８ ２　 验收过程中的质量检查与评价

地质钻孔数据采集实行两级验收制度ꎬ 即钻孔资料建设单位组织的预验收和任务委托

单位 (机构) 组织的验收ꎮ
预验收是在二级检查的基础上钻孔资料建设单位组织的预验收ꎮ 通常采用全检和抽检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ꎬ 要求在检查与评价的基础上给出初审结论并对数据质量进行评述ꎮ 预

验收重点是确定任务是否完成、 质量是否达到验收要求ꎮ
验收是在数据质量通过初审后ꎬ 由任务委托单位 (机构) 组织专家或委托有关机构

按照重要地质钻孔属性数据库建设工作技术要求进行验收ꎮ 通常进行抽检ꎬ 要求在检查的

基础上进行质量评价并给出验收结论与质量报告ꎮ

８ ８ ３　 复核与复检的检查与评价

经验收合格的数据ꎬ 钻孔资料建设单位应根据验收结论与质量报告进行修改完善ꎬ 完

成后提交任务委托单位 (机构) 复核ꎬ 复核只针对验收时发现的问题进行 １００％检查ꎬ 根

据检查结果可调整评价结论ꎮ 验收不合格的数据返回钻孔资料建设单位修改或重做ꎬ 完成

后进行复核即重新检查和验收ꎬ 复检时进行严加检查ꎬ 由任务委托单位给出评价结论ꎮ 必

要时复核与复检可以重复多次ꎮ

８ ８ ４　 监督抽检

数据质量监督抽检ꎬ 指由地质钻孔数据采集任务的下达单位 (机构) 组织的抽样检

查ꎬ 旨在发现数据质量及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ꎬ 督促钻孔资料建设单位采取改进措施提

高数据质量ꎬ 达到数据的技术要求ꎮ 在数据采集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监督抽检ꎮ

８ ９　 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数据质量控制流程如图 ８ １ 所示ꎮ

８ ９ １　 自查和互查

各钻孔资料建库单位对本单位钻孔建库数据进行质量控制ꎬ 开展自查和互检工作ꎬ 自

查互检应建立相应的检查记录ꎮ 自查率为 １００％ ꎬ 互检率应达到 １００％ ꎮ

８ ９ ２　 检查督导

组织单位应及时组织开展检查督导工作ꎬ 做好相应的检查记录ꎬ 确保钻孔建库工作规

范进行、 实施到位ꎮ

８ ９ ３　 审核验收

组织单位应根据建库工作要求ꎬ 针对数据采集、 录入和汇总上报等环节ꎬ 做好建库数

据的审核验收工作ꎬ 逐级做好数据质量控制工作ꎮ 组织单位检查钻孔资料建设单位上报数

据的正确性ꎬ 错误率应低于 ０ 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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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１　 数据质量控制流程

８ ９ ４　 审验数据

钻孔资料数据需保证建库数据表填写的规范性和完整性ꎻ 需检查表内数据的一致性ꎬ
检查数据的来源和依据ꎬ 分析数据的可靠性ꎮ 对钻孔数据的关键字段ꎬ 如: 组织机构代

码、 项目名称、 资料档号、 原始资料档号、 钻孔编号应重点检查ꎻ 对有逻辑关系的字段应

进行逻辑关系的检查ꎬ 如项目结束时间与终孔时间、 钻孔深度等ꎻ 对进行统计分析的字段

应进行逐项检查ꎬ 如: 最高地勘资质等级、 所属行业、 工作程度、 矿种、 钻孔类型、 钻孔

深度、 钻孔资料状况等ꎮ 对于审核未通过的数据表ꎬ 应退回重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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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５　 抽查

任务委托单位应根据建库数据成果上报情况ꎬ 组织做好建库数据质量的抽查工作ꎬ 及

时进行数据质量的复核ꎮ 对钻孔建库数据成果抽取 １５％ 比例的钻孔资料对照原始地质资

料进行检查ꎬ 如有问题ꎬ 要求地质钻孔数据填报单位按要求及时修改、 上报ꎮ

８ １０　 数据质量检查与评价要求

８ １０ １　 抽样方法

８ １０ １ １　 一级检查

(１) 自检

由数据录入员对本人负责录入的数据进行全面检查ꎬ 自检应在数据录入过程中及时进

行ꎬ 自检率为 １００％ ꎬ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全部修改ꎬ 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修改情况进

行记录ꎮ 自检记录表见表 ８ ３ꎮ
经检查和修改ꎬ 自检人员检查没有问题后ꎬ 交由其他录入员进行互检ꎮ
(２) 互检

由其他录入员对录入数据进行全面检查ꎬ 互检应及时进行ꎬ 互检率为 １００％ ꎬ 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由原录入员进行全部修改ꎬ 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修改情况进行记录ꎮ 互检记

录表见表 ８ ３ꎮ
经检查和修改ꎬ 互检人员检查没有问题后ꎬ 交由项目组抽检ꎮ
(３) 抽检

由项目组根据自检、 互检情况ꎬ 规定抽检的比例ꎮ 抽检应覆盖所有的项目ꎬ 随机抽取

钻孔数据检查ꎮ 抽检发现的问题由录入员进行全部修改ꎬ 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修改情况

进行记录ꎮ 抽检记录表见表 ８ ３ꎮ

８ １０ １ ２　 二级检查

二级检查是数据初审之前的检查ꎬ 应在数据库建设单位质量管理或相关部门监督或参

与下ꎬ 项目组组织人员对数据进行检查ꎮ 要求项目检查率 １００％ ꎬ 钻孔检查率不低于

３０％ ꎮ 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修改情况进行记录ꎮ
经反复检查和修改后ꎬ 对数据进行评述ꎬ 提交初审ꎮ

８ １０ １ ３　 三级检查

组织单位对本行政区内的所有数据进行预验收ꎬ 要求建设单位检查率 １００％ ꎬ
项目检查率 １００％ ꎬ 钻孔检查率不低于 １５％ ꎮ 在检查与评价的基础上给出初审结

论并对数据质量进行评述ꎮ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数据ꎬ 返回数据生产单位修改并

记录ꎮ

８ １０ １ ４　 验收

任务委托单位对上报的钻孔数据及质量评述进行全面审查ꎮ 建设单位检查率 １００％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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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项目检查率不低于 ２０％ ꎬ 被检查项目下的钻孔检查率不低于 ２０％ ꎮ 在检查与评价的

基础上给出验收结论并形成数据质量报告ꎮ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数据ꎬ 返回相应钻孔数据

库建设单位修改ꎮ

８ １０ ２　 数据质量检查方式

重要地质钻孔数据库质量检查主要是对项目信息表、 钻孔基础信息表、 钻孔属性信息

表中的重要属性项信息等内容填写的完整性、 准确性等进行检查ꎮ 数据的质量检查方法主

要包括计算机软件自动检查、 人机交互的计算机辅助检查和人工判断检查三类ꎬ 在数据检

查时根据检查项不同选择不同的检查方法ꎮ 见表 ８ ５ꎮ

表 ８ ５　 数据检查项及检查方式、 方法

检查内容 检查项 检查方式 检查方法

数据完整性
钻孔数量 全检 计算机自动检查

必填项 全检 计算机自动检查

数据准确性 所有属性项 抽检 计算机辅助检查、 人工检查

逻辑一致性

数据项定义 (字段名称、 类型、

长度、 范围等)
全检 计算机自动检查

数据表关联关系 全检 计算机自动检查

图件规范性 图表扫描质量 抽检 计算机辅助检查、 人工检查

８ １０ ３　 数据质量检查与评价

８ １０ ３ １　 数据总体质量检查

钻孔筛选合理性ꎬ 资料收集整理的齐全性、 准确性、 完整性ꎮ

８ １０ ３ ２　 钻孔数据库数据质量检查

钻孔资料数据内容完整、 准确ꎬ 应填尽填ꎬ 完整规范ꎬ 所采集的地质钻孔数据与钻孔

原始地质记录数据完全一致ꎬ 数据录入内容准确ꎬ 确保建库数据真实可靠、 来之有据ꎮ 数

据质量检查应填写数据质量检查记录表ꎮ

８ １０ ３ ３　 文档资料检查

提交文档资料齐全、 完整ꎬ 内容无明显错误ꎮ

８ １０ ３ ４　 质量评价

数据质量检查验收采用抽检的方式ꎬ 根据质量检查要求ꎬ 由质量检查人员填写数据质

量检查记录表ꎬ 并统计数据库质量检查结果ꎬ 形成数据质量报告ꎮ 质量检查中ꎬ 每出现 １
个错误属性项计为 １ꎬ 被检查属性项的总数为 Ｎ (各属性表数据项之和)ꎬ 错误率 ＝ 错误

数 /被检查数据项总数 Ｎ × １００％ ꎮ 质量检查要求ꎬ 图表等图件错误率不超过万分之一ꎬ 并

且总的数据项错误率不得超过 ３‰ꎬ 否则检查结果为不合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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