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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本规范为适应我国海岸带综合开发规划的需要，指导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工作而制定。1.2 本规范
与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颁发的矿产、地下水和工程地质勘查规范配合使用，为海岸带综
合地质勘查(包括海岸带的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普查与详查和环境地质综合评价)规定了勘查研
究的范围、内容、工作程度及质量要求等，作为验收、审批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报告的依据。

2

总则

2.1 本规范所指的海岸带是指海陆相互作用、内外地质营力活动频繁的地带。根据潮位涨落，海岸带可划
分为：潮上带、潮间带(海涂)和潮下带(水下岸坡)；根据海岸带的物质组成又可划分为：基岩海岸、砂砾质
海岸、淤泥质海岸和生物海岸。
2.2 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一般划分为普查、详查两个勘查阶段.详查阶段以后的勘探工作一般转由专门性
勘探项目进行。
2.2.1 普查阶段，应着重海岸带的基础地质研究，大致查明海岸带的矿产资源、地下水资源及环境地质条
件，为海岸带总体规划提供地质依据。
2.2.2 详查阶段，应基本查明海岸带的矿产资源，地下水资源及环境地质条件，为海岸带重点开发岸段规
划提供地质依据。
2.3 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工作范围，应依据各类海岸开发规划的需要，结合地质矿产、环境地质条件的特
点确定。普查阶段工作范围应满足海岸带开发总体规划的需要，详查阶段的工作范围宜布置在总体规划确
定的城市、港口，工业、旅游，围垦区等重点开发岸段，满足重点开发岸段可行性研究及总体规划的需要。
—般要求由海岸线向陆地延伸不少于 10km，由海岸线向海域延伸到水深 15m。
2.4

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基础性强的特点，主要勘查工作内容是：
a.

海岸带地层、地质构造，岩浆岩的基本特征、第四纪沉积物的物质组成、成因类型及分布规律。

b.

海岸带的形成与演变、地貌特征、成因类型及分布规律。

c.

潮间带和水下岸坡的物质组成、形态特征及冲淤动态。

d.

海岸带矿床的赋存条件与分布.对可供开采利用的矿产地作出初步评价并估算储量。

e. 海岸带地下水的形成、分布及开发利用条件，对地下热水、矿水、卤水和供水水源地的可开采量
作出评价，并结合地表水资源分布，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进行综合评价。
f.

海岸带工程地质条件及场地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g.

海岸带环境地质问题、区域地壳稳定性、环境污染、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评价和预测。

h. 海岸带环境地质综合评价。
2.5

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应根据勘查工作具体要求，编制勘查设计，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设计书的基本内容，应包括工作目的与任务、海岸带规划要求、地质勘查研究程度、自然地理与区域
地质概况、工作手段与：工作部署、工作计划及预期提交的勘查成果。设计书应附有研究程度图、区域地
质、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略图及勘查工程布置图，还应附有实物工作量、设备仪器及财务预算一览表。

3 勘查基本要求
城市、港口、工业和经济技术开发区

3.1

3.1.1 基本查明供水水文地质条件并对可利用的地下水资源作出评价。
3.1.2

基本查明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工程地质条件，对建筑材料资源作出评价。

3. 1.3

对海岸的稳定性与河口湾淤积作出评价。

3.1.4

查明环境地质条件并提出兴利除弊的方案。
矿区

3.2
3.2.1

基本查明矿区地质条件及矿产储量并矿产远景作 状经济评价。

3.2.2

基本查明矿区供水水文地质条件。

3.2.3

基本查明矿区工程地质及其他技术条件。

3.

旅游区

3.3.1

基本查明滨海旅游地质资源，并对其综合开发前景作出评价。

3.3.2

基本查明潮间带及水下岸坡的物质组成，对发展海水浴场作出评价。

3.3.3

确定海岸类型对其演化趋势作出预测。

3.3.4

综合评价环境地质条件。

3.4 围垦养殖区。基本查明潮间带及水下岸坡的物质组成、地貌形态、形成和演变趋势，对围垦养殖的开
发前景进行综合评价。

4
4.1

勘查工程布置及质量要求
勘查工程布置的基本原则

4.1.1 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应从地质技术要求和经济效益出发，根据地质地貌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勘查
方法，充分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合理运用勘查手段。
4.1.2 各种勘查手段的应用，要在分析已有地质资料，充分考虑各种地质因素的基础上，根据综合评价的
要求，力求做到多种手段、互相协调，一种手段，多种用途。
4.1.3 各种勘查手段的施工安排，应本着先地面后地下，先施工基准孔和主勘线上的钻孔，后施工一般孔
和一般勘查线上的钻孔，由疏而密，由已知到未知的原则进行。
4.1.4 普查阶段的工作布置，应在分析海岸带已有勘查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航卫片解释，地质填图、
物化探和浅部工程助查手段，来用剖面法和控制性工程，适当补充钻探试验工作量。
4.1.5 详查阶段根据各开发海岸类型的资源开发、环境整治的需要和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采
用网格法、剖面法，按照工作精度要求布置不同类型和不同深度的钻探试验工作.同时，相应的进行物化探
和地面填图工作。
4.1.6 地质填图应先期进行。基岩海岸应以地质观察研究为基础，结合航卫片解释，并与槽探、井探、浅
钻、小窑、井泉调查等手段配合进行；淤泥质、砂砾质海岸，应以航空地质填田为基础，结合浅钻、坑探、

井泉调查和典型地段的路线追索。
4.1.7 在物性条件较好的淤泥质、砂砾质海岸和基岩海岸的第四系覆盖区，应进行地面物探；在潮间带和
潮下带，应运用浅层物探剖面仪测定土层剖面。地面物探应超前于钻探施工，钻探施工中应配合测井。
4.1.8 钻探的使用和钻孔的布置应根据不同的工作目的和地质任务，采取合理的设计方案。对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和第四纪地质地貌勘查应采取剖面法为主；对矿产地质应采用网格法布置。主要勘查线的方向应
考虑以下因素：
a.

矿产地质勘查线应垂直于矿体延伸方向。

b.

地下水勘查线应垂直于地下水流向和含水构造。

c.

工程地质勘查线应垂直于工程地质岩组(层)和风化带，以及破碎带的延伸方向。

d.

第四系沉积物的勘查线，应垂直于海岸线的延伸力向。

4.1.9 勘查钻孔原则亡应布置在勘查线上，并能控制不同的地质、地貌单元.含水构造和矿体分布，并应尽
量与地面填图的实测剖面和物探剖面重合一致。
4.2

勘查工程密度和工程间距

4.2.1 底质和海洋沉积物勘查站位设置：普查阶段的站位设置，表层样间距 4~6km，柱状样间距 14～25km，
详查阶段的设置，表层样间距 2～3km，柱状样间距 7～12km。站位设置要结合高、中、低潮位及水深变
化布置。
4.2.2 潮间带沉积物勘查。普查阶段勘查线距 5-8km，点距 2～4km；详查阶段勘查线距 2～4km，点距 1～
2km。
4.2.3 滨海陆地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的工程间距主要技术指标，参照有关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布
置。
4.2.4 矿产地质勘查工程间距，应根据矿产类型，参照有关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布置。
4.3 勘查工作质量要求
4.3.1 地质调查
4.3.1.1 普查阶段应以搜集分析已有地质图件喝航卫片资料，补充必要的观测点和路线追索，编制区域地质、
地貌、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系列图件。成图比例尺为 1/20 万或 1/10 万，对于主要的砂矿和建筑材料矿产
普查，应填制 1/5 万或 1/2.5 万的矿区地质图。
4.3.1.2 详查阶段应采取观测路线、观测点结合的地面物探及浅部工程揭露，根据实际调查结果编制 1/5 万
或 1/10 万质、地貌、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系列图件。矿区应填制 1/5 千的矿床地质图。
4.3.2 钻探工程
4.3.2.1 矿产地质钻探。对于砂矿，可使用冲击回转钻或砂钻，钻孔口径为 130mm，其次为 168mm 或 325mm，
要求连续取样。砂矿层采样间距为 0.2～0.5m，泥沙层采样间距不得大于 1m，终孔要测量稳定水位，钻孔
深度应能控制矿体底板变化，建筑石材可采用机械岩心回转钻进，要求围岩采取率不低于 65％，矿心采取
率不低于 75％，孔斜：直径每百米不超过 2°，斜孔不超过 3°，并以每钻进 50m 进行方位测量，见主矿
层前后均应进行孔深校正。
4.3.2.2 水文地质钻探。可采用清水岩心钻进。第四系成井口径不小于 150mm，基岩成井口径不小于 110mm。
岩心采取率：粘性土和完整基岩平均达到 70％以上，砂性土和基岩破碎带平均达到 40％以上。孔斜每百
米不超过 1°。按照规定做好扩孔、下管、填砾、洗井、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和现场编录工作。孔深应能控
制主要含水层(组)底板。

4.3.2.3 工程地质钻探。一般采用取芯钻进，对于软土和破碎带应采用双层岩心管无泵钻进。钻孔口径满
足样品测试要求，一般不小于 110mm。岩心采取率，粘性土大于 80%，破碎带大于 50％。钻孔深度对于
泥质海岸应能控制主要持力层顶底板变化，孔深一般为 20~30m；对于岩质海岸，应穿透风化带至基岩新
鲜面以下 3～5m.
底质及潮间带沉积物勘查

4.3.3
4.3.3.1

底质勘查，以抓泥器取表层样，取土重量应大于 1kg 以重力取样器取柱状样，控制深度应大于 2m。

4.3.3.2 潮间带沉积物勘查，浅层以手播钻连续取样，控制深度一般为 2m；深层以岩心钻取样，控制深度
一般为 20~30m。
4.3.4 井探工程是砂矿的主要勘查争段，主要用于采集各种测试样品，作选矿试验，测定粒度成分，探井
规格和掘进方法，应以保证各种样品的采样质量为原则。
野外试验

4.3.5
4.3.5.1

抽水试验，应根据勘查阶段评价地下水可采量和测定含水层富水性的精度要求进行。

a. 普查阶段对一般性水文地质孔和有代表性的机民井应做单孔抽水试验；详查阶段根据水文地质条
件和岩层含水性，对有供水意义的地段，布置多孔抽水试验。
b. 多孔抽水试验观测孔布置，宜根据含水层的均匀程度和计算水文地质参数的需要，在试验孔外侧
布置 1~4 条观测线，每条观测线应有 2～3 个观测孔。
c. 在抽水试验进行中，对观测孔和试验孔要同步做好水位观测。稳定流抽水宜进行三次水位降深，
最大降深值不能大于承压水头或潜水含水层厚度一半，稳定延续时间一般 8～24h，非稳定流抽水要求出水
量变化幅度不大于 3％，一般作一次最大降深，抽水时间应满足参数计算的要求。对于海岸前沿的抽水试
验孔，应注意观测井水位与潮位变化的关系，并分析井水化学成分的变化。
4.3.5.2 工程地质原位测试。常用的测试手段有静力触探、标准贯入、旁压、十字板剪切试验等。野外荷
载与剪力试验，只用于大型工程场地勘查。
a.

静力触探适用于粘性土及砂土，在钻孔中进行，要求每个触探层的触探数量不少于 3～5 个测定位。

b. 标准贯入适用于粘性土及砂土，与钻探配合进行。试验段的间距，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提供锤击
数及其随深度变化曲线资料。
c.

十字板剪切试验适用于饱和软粘性土层，测定不排水抗剪强度和残余抗剪强度。

d. 旁压试验适用于粘性土和砂性土层，以提供 P-S 曲线和测定地基的承载力及变形模量等指标。
4.3.6

采样实验，应根据不同的地质目的，确定具体的采样实验要求。

4.3.6.1 砂矿采样，钻孔取样要求砂矿层每 0.5m 采一个样，探井取样应包括测定松散系数、粒度分析、体
重、含泥(砂)率、矿砂粒度和选矿试验样品。重砂分析内检样品应达到总数的 15％，合格率达 90％以上；
外检样品应达到总数的 3～5％，合格率达 80％以上。
4.3 6.2 建筑石材采样.含岩矿样、化学分析样、体重样、装饰工艺样、物性测试样。岩矿样每条剖面按矿
石类型，每一花色品种应取 2～3 件；化学分析样在矿床各典型代表地段用拣块法各取 1～2 件样品，进行
有益有害元素含量测定，了解其时矿石装饰性能和加工性能的影响.体重样要求每种矿石类型采取 2～3 件，
规格为 10×10×10cm3 装饰工艺样要求沿矿体厚度方向分段连续取样，槽、井探取样以 10× l0×3cm3 块
样为主，钻孔取样要求采样间距 5～10m，石材装饰性能主要在野外进行，物性测试项目根据实用要求确
定，一般测定抗压、抗剪强度，硬度、光泽度、抗冻性、孔隙度、吸水率、弹性系数、抗剪性能和磨损性
能等。
4.3.6.3

水质分析样.在勘查试验孔、观测孔中采取.地下水观察点宜采取筒分析样，抽水试验孔和代表性地

下水观察点采取全分析样，其数量宜占水质分析样总数的 20％；对矿泉、热水、油田水、受污染的地下水
和地方病分布区也应采取水样做特殊成分、微量元素和同位素等分析。
4.3.6.4 岩土地基的物理力学性质试验.应根据工程地质勘查任务及工程地质条件确定，对于软土层要求在
钻孔中分层采原状土样，持力层和特殊类土，每层应采取一组样，厚度较大的土层每隔 1～2m 采样.岩石
地基，要求主要岩组采取 3～5 组样，采样点应布置在代表性的地段。
4.3. 6.5 底质、潮间带和第四系沉积物采样，宜采取搅动土样，做粒度分析、矿物分析和微体古生物分析.
陆地第四纪地质研究，应根据研究目的在钻孔和探坑中采取搅动土样和原状土样，并确定其具体的实验项
目。
4.3.7 测量工作。陆地和潮间带的所有钻孔、槽探、井探都应测量其坐标和高程。海域站位以仪器交会法
或雷达，卫星导航仪器测定经纬度。
长期观测工作.应进行地下水动态观测，井尽量进行潮间带滩面动态观测.

4.3.8

4.3.8.1 潮间带动态观测站位，应选择代表性潮滩地段的钻探剖面线，埋设观测标，以观测滩面冲淤变化。
站位间距要求垂直潮间带的每条观测线有 2～3 个观测标.
4.3.8.2 地下水长期观测，主要应观测已建或拟建水源地的地下水动态变化，观测线布置应垂直和平行于
地下水流向。具有多层(组)含水层地段，应分层观测，观测项目包括水位、水温、水量和水质。为了查明
咸、淡水与地下水的补给关系及其动态变化，应布置垂直于海岸线及河记的辅助观测线。观测项目包括水
位和水化学成分。观测时间，要求每 10 天一次，丰水期每 5 天一次.为了观测海水入侵和潮汐变化对地下
水动态的影响，应选择控制性观测剖面设置自记水位仪或进行遥控观测。

5 勘查研究程度要求
前第四纪地质勘查

5.1

5.1.1 前第四纪地质勘查是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的基础，其工作部署应以基岩海岸以及与矿产、地下水的
形成、工程地质评价有关的地区为重点进行。
前第四纪地质勘查基本要求是：

5.1.2

a. 查明地层层序、时代、厚度、接触关系、岩性、沉积相、化石、标志层、建立地层系统和标准地
质剖面；查明含矿层，沉积作用与成矿的关系。
b.

查明侵入岩的时代、成分、结构、形态、相带特征及侵入岩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c.

查明火山岩的时代，成分、结构、类型及火山作用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d.

查明变质岩的时代、成分，类型及变质作用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e. 查明构造的形态特征、规模、产状，性质，进行构造单元划分，探讨构造作用和构造组合关系以
及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5.2

第四纪地质勘查

5.2.1

第四纪地质勘查应以淤泥质海岸、砂砾质海岸和基岩海岸的河谷地带为重点进行。

5.2.2

第四纪地质勘查的基本要求是：

a.

查明第四系沉积物的成因类型、岩性及年代，按岸段建立典型剖面及标准柱状剖面。

b. 查明淤泥质海岸、砂砾质海岸和河口三角洲现代沉积的物质组成、矿物成分、生物组合、沉积结构，
并结合历史、考古和测年资料阐明沉积环境的演变.
c.

查明潮间带、潮下带和底质的物质组成，矿物成分、生物组合、沉积结构，以及成因类型和时代，

并结合水动力因素，阐明泥沙冲淤规律.
d. 在新构造活动和古地震遗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区域地壳稳定性分析，阐明构造作用与海岸升降的
关系。
e.

在基本地震烈度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详细规划要求，进行重点开发岸段小区地震烈度的划分.

地貌勘查

5.3

5.3.1 地貌勘查在海岸带区域地貌普查的基础上进行.对于淤泥质和砂砾质海岸以河口、海岸动力地貌勘查
为重点；基岩海岸则以景观地貌勘查为重点。
5.3.2

基岩海岸地貌勘查的基本要求是：

a.

查明地貌成因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b.

查明海蚀地貌形态与岩性、构造的关系。

c.

分析古海蚀地貌、新构造运动与海平面变化的关系。

d.

分析水动力要素、气候要素与地貌发育的关系。

e.对珊瑚礁海岸，应协同海洋生物人员查明造礁珊瑚属种，生态特征，并查明礁的类型、成分、成因及
发育演变。
砂砾质海岸地貌勘查的基本要求是：

5.3.3
a.

查明海岸地貌特征、微地貌类型及其分布。

b.

进行新老岸堤对比，测定古海岸线分布及其高程。

c.

根据沉积特征，探讨新构造运动与海岸升降的关系。

d. 分析水动力和气候要素对砂砾质海岸发育的影响。
e

查明沿岸泥沙运移特征，分析海岸的动态和冲淤趋势。
淤泥质海岸地貌勘查的基本要求是：

5.3.4
a.

查明淤泥质海岸的地貌类型、分布规律、微地貌及潮沟系列特征。

b.

查明水动力特征及其对淤泥质海岸演化的影响。

c.

查明泥沙运动的方向、强度及淤泥质海岸的动态特征.

d. 查明滨海平原的地貌特征，风暴潮作用对地貌发育和海岸工程的影响.
e.

查明古沙堤、贝壳堤的埋藏和出露情况、延伸方向和形成年代。

f.

查明滨海沼泽、泻湖的形成和分布规律。

g.

查明潮滩的冲淤动态，以及人为因素对潮滩发育的影响.

h.

根据地形和底质资料，确定潮下带的分布范围，并划分地貌类型.

i.

对红树林海岸应与地植物人员共同研究红树林的种属，分析其对海岸发育的影响。

5. 3.5
a.

河口地貌勘查的基本要求是：
查明水动力条件及泥抄运动对河口发育的影响。

b. 查明新构造作用对河口形成的影响。
c.
5.3.6

查明河口及三角洲的发育演变过程.
岛屿勘查的基本要求是：查明岛屿的类型、成因及分布、评价其开发利用价值。

矿产地质勘查

5 .4

5.4.1 矿产地质勘查是确定海岸带开发类型的重要依据，在海岸带矿产普查的基础上，通过地质技术经济
论证，确定为矿山型的海岸，应以矿产详查为重点，结合其他地质勘查研究，进行综合评价，为编制海岸
详细规划，制定矿山建设和附屑建筑物的规划布局提供可靠的依据。
5.4.2 根据海岸工程建设的需要，各类海岸都应注意建筑材料资源的勘查和评价。同时，应根据各类海岸
的成矿特征、矿产规模和开发效益，矿产勘查工作部署应有所侧重。对淤泥质海岸应着重石油、天然气和
卤水资源的勘查；对基岩海岸应着重非金属矿和建筑石材的勘查。
石油、天然气勘查的基本要求是：

5.4.3

a. 充分搜集整理工作区的已有地质勘查资料，分析有利的含油气构造及层位，提出开展油气地质普查
的建议。
b. 对于正在进行油气普查勘探的岸段，应充分利用其勘查成果，包括油气区域远景资源量评价，提出
海岸开发类型划分的建议.
滨海砂矿勘查的基本要求是：

5.4.4
a.

查明矿体赋存的地质地貌条件与成矿特征，矿体的规模、形态、层位及分布规律。

b.

查明砂矿的物质成分及颗粒形态特征。

c.

进行有用重矿物的研究，并提出综合利用的意见.

d.

查明矿床开采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和环境地质条件。

e.

对开采砂矿与环境保护，特别是与景观地貌、海水浴场和海岸保护的关系作出综合评价。
建筑材料勘查的基本要求是：

5.4.5
a.

根据海岸工程类型，了解天然建筑材料的需求量及质量.

b. 在普查阶段应概略查明勘查区内天然建筑材料的类型、产状、岩性、厚度，并对建筑材料资源分
类做出概略评价.
c. 在详查阶段应基本查明矿体的规模、质量、空间分布规律及开采技术条件，勘查程度达到 C+D 级
储量级别要求，以满足制定岸段详细规划的需要.
d. 对于开采建筑用砂料、粘土料、块石料、装饰石料和水泥原料矿产对海岸保护及景观地貌的影响作
出综合评价。
c. 进行开发岸段建筑材料需求量和资源量保证程度的综合论证，对缺门或资源量不足的建筑材料的
解决途径提出建议。
5.4.6

金属矿床勘查的基本要求是：

a. 充分搜集整理工作区已有的矿点、矿化点资料，对有远景的矿点和成矿有利地段进行矿点检查，
划分含矿岩系或岩相带和变质带，确定矿体赋存部位和地表延伸情况，了解主要矿体的品位及变化特征。
b. 对有开采利用价值的矿床进行详查评价，基本查明矿体的分布范围、形态、矿石的有益成分和杂
质，做出是否有工业价值的评价。
c. 调查已有勘探开采矿区的矿产探明储量和开采利用情况，对矿床开采的经济效益、综合利用和地
质勘探工作部署提出建议。
d. 在矿床普查评价的基础上，对于金属矿床比较富集的海岸，应通过地质技术经济论证，协同规划部
门确定海岸带的开发类型。凡以开发金属矿床为主的矿山型海岸，为了满足详细规划的需要，应以开展其
外围矿产详查为主要内容的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工作.勘查程度应达到 c 十 D 级要求。

水文地质勘查

5.5

5.5.1 海岸带水文地质勘查是为各类海岸进行地下水资源和环境水文地质评价提供依据.应在基础地质、第
四纪地质、地貌勘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在普查阶段应着重区域水文地质的研究，根据基岩海岸和砂泥质
海岸的特点确定其具体工作要求，进行水资源的概略评价，探求地下水的 D 级储量；在详查阶段应根据海
岸带的开发类型确定水文地质勘查研究要求，进行水资源的综合评价，探求地下水的 C 级储量。
城镇、工业及港口型海岸水文地质详查的基本要求是：

5.5.2

a.基本查明供水水文地质条件，详细划分含水组(层)，对浅层淡水和微咸水以及课层承压水都应分组(层)
测定地下水的水质和富水性，观测其动态变化规律，提出主要开采组(层)的建议。
b.对供水水源地分别进行可采量评价，井结合开采条件和技术经济论证做出方案比较，提出开展专门
性供水勘探的建议。
c. 调查需水量要求和地下水的开采现状，结合地表水资源情况，论证水资源的保证程度，提出解决供
水问题途径和开发利用的方案。
d. 按照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要求，作出水质评价。
e.

基本查明海水入侵、环境污染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提出水资源保护的建议。

f. 初步查明地下水开采和地面沉降的关系，按地区和含水组(层)提出合理开采地下水、控制地面沉降
的建议。
g. 圈定地下热水分布的范围，调查地下热水的开采利用情况，基本查明热贮层特征、热水水位、水质
和水量，对热水资源进行评价，并提出专门性勘探或探采结合的建议。
矿山型海岸水文地质详查的基本要求是：

5.5.3

a. 查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主要含水层的水位、富水性和水质；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海水入
侵对矿区的影响和构造破碎带的导水性。
b. 分析矿床的充水因素，预测矿坑涌水量，井对其利用价值做出评价。
c.

查明油田水的化学成分，对油田水的综合利用提出建议。

d. 对可供矿区供水的水源地，应查明主要含水层(组)的水质、水量及动态特征，提交地下水 C 级可
开采量。对需水量较大、需要进一步勘探的供水水源地，提出专门性供水水源勘探的建议。
旅游型海岸水文地质详查的基本要求是：

5.5.4
a.

查明温泉、矿水的成因、水质，水量及其动态特征，作出可采量评价.

b.

测定温泉、矿水的特殊化学成分，井对其医疗饮用价值作出评价。

c. 查明供水水源地的含水层埋藏条件，地下水的水质、水量及其补给来源，根据旅游区生活用水的
要求，作出资源评价。
5.5.5 围垦养殖海岸水文地质详查要求，应在区域水文地质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围垦养殖供水的具体要求，
详细查明农田供水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下水可采量。
5.6

工程地质勘查

5.6.1 海岸带工程地质勘查是各类海岸进行环境地质评价的主要依据，应在基础地质、第四纪地质、地貌
和水文地质勘查的基础上进行.工程地质普查主要是充分利用基础地质、第四纪地质、地貌和水文地质普查
的成果，揭示工程地质基本特征，对区域工程地质问题进行概略评价：工程地质详查应根据海岸开发类型
着重专门性工程地质问题的勘查和评价。
5.6.2

港口型海岸工程地质详查应以港口选址为重点，同时，结合进行港口工业区工程地质条件的勘查研

究，其基本要求是：
a.

基本查明海岸动力作用的类型，论证其对海港建设的影响。

b.

基本查明泥沙来源、分布及运移规律，对滩槽及河口的冲淤动态进行评价。

c.

基本查明沿海和河口沙坝、沙堤、沙咀的物质组成、分布规律及演化趋势。

d. 基本查明海湾和岬角沿岸基岩的岩性、构造和风化程度，论证岸坡的稳定性，并对建港场地工程
地质条件进行初步的技术经济评价。
e. 基本查明沿海软土的类型和特征，详细划分工程地质层(组)，测定其物理力学指标，阐明持力层的
性质、厚度、埋深及分布规律；查明淤泥、吹填土、膨胀土等不良工程地质层的性质和分布.对地基的稳定
性和处理方案进行初步的技术经济评价。
f. 基本查明沿海地面沉降的成因和分布，风暴潮、海啸及海平面变化对港口建设的影响，并提出防
护措施建议。
g.
5.6.3

对区域地壳稳定性较差的软土地基岸段，查明液化层的特性和分布.
城市及工业型海岸，工程地质详查应以经济开发区、城市以工业规划区选址为重点。其基本要求是：

a. 基本查明软土的工程地质特性，包括层位、成分、结构、厚度、物理力学指标及分布规律，评价
地基稳定性；对海相淤泥和淤泥质土、盐渍土、沼泽土、胀缩性土、易液化土、吹填土等特殊类型土层，
评价其工程地质特性；基本查明持力层的埋深、厚度及分布规律；进行工程地质层(组)的详细划分。对各
类软土地基的稳定性，分区进行技术经济评价。
b. 进行区域地壳稳定性分析，对区域构造格局、活动性断裂、地震地质背景、基本烈度和震害带的
分布进行综合研究，提出各类建筑物规划布局的建议。
c. 基本查明海岸带冲淤、河口演变、沿岸滑坡、崩塌等不良物理地质现象的成因、分布，阐明其危
害性，对岸坡的稳定性做出评价，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d. 基本查明地面沉降的成因、分布、海平面变化、风暴潮、海啸的活动规律.对环境工程地质问题进
行综合评价，提出综合治理建议。
e. 基本查明滨海沼泽、洼地、泻湖、古河道的物质组成、形态、分布及演变规律，论证其对施工条
件的影响。
海岸带环境地质问题勘查

5.7

5.7.1 环境地质问题勘查是进行海岸带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评价的基础，井应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结合
进行。
5.7.2

环境地质勘查的基本要求

a. 基本查明灾害地质，港湾的泥沙淤积和岸坡浸蚀破坏等环境地质问题的形成、分布，阐明其危害
性，提出防治对策建议。
b. 基本查明由于人类工程活动引起的地面沉降、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的成因、分布，提出防治对策建
议。
6 环境地质综合评价
6.1 为了合理的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提高海岸带地质勘查工作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海岸带勘查的各个阶
段必须进行环境地质评价。海岸带环境地质综合评价包括矿产资源开发技术经济评价、水资源开发利用技
术经济评价和环境地质评价。
6.2

海岸带环境地质综合评价的基本原则

6.2.1

充分合理的开发海岸带的地质矿产资源。

6.2.2 对各类地质矿产资源和水资源开发分别进行技术经济预测，提出最优的开发方案。6.2.3
发与环境地质进行综合评价，提出可行性分析意见。

对资源开

6.3 普查阶段应对海岸带矿产资源、水资源和环境地质进行概略的技术经济评价，以便为确定海岸带的经
济开发类型提供依据。一般要求：
6.3.1

对普查成果的质量及经济效益进行评述。

6.3.2

搜集必要的技术经济资料、结合总体规划要求，进行资源开发远景的形势分析。

6.3.3

对海岸带矿产资源与水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进行估算。

6.3.4

对海岸带矿产资源与水资源开发和环境地质做出概略的综合评价。

6.3.5

提出海岸带的开发方向和地质勘查工作的建议。

6.4 详查阶段应对海岸带矿产资源与水资源的开发和环境地质进行初步的技术经济评价，以便为各种开发
类型的海岸带总体规划提供依据。一般要求：
6.4.1

对详查成果的质量及经济效益进行评述。

6.4.2 在进行资源开发远景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总体规划的要求，对资源开发与经营的具体生产技术
条件作出初步的综合分析。
6.4.3

对海岸带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作出预测。

6.4.4

对资源开发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综合论证。

6.4.5

根据岸段的开发类型规划要求和环境地质条件，提出开展专门性地质勘探的建议。

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制

7
7.1

资料整理要求

7.1.1 必须认真做好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汇编和归档，资料编录必须内容齐全、字迹清楚、图件美观、
真实可靠。
7.1.2

资料整理的内容。包括本次勘查的成果，根据工作需要收集的历史地质资料和社会经济资料。

7.1.3 资料整理的类别，包括野外原始资料编录和室内资料整编两类。野外原始资料编录应体现边调查边
整理的原则，并在野外工作结束后，由项目负责人组织检查核实，以便为室内资料汇编和综合研究提供可
靠的第一性资料；室内资料汇编，是在野外工作结束后，对检查核实的原始资料，按照规定格式的要求归
档，进行登记、制表和汇编成册。
7.1.4

野外原始资料编录应提交下列资料：

a.

野外调查记录本、调查表或录像带；

b.

钻探和山地工程的现场记录表和柱状图；

c.

水文、泥沙、底质的野外观测及鉴定资料；

d.

野外地质调查的工作草图、实测剖面图和素描图，

e.

野外和室内测试鉴定资料；

f.

各种物探化探及航测资料、数据及解释成果；

g.

航卫片、照片等；

h.

测量数据；

i

野外工作小结；

j.

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调查资料。
室内资料整编应提交下列资料：

7.1.5
a.

矿产及重砂异常一览表；

b.

水文地质孔(井)综合成果汇总表；

c.

井泉调查成果汇总表；

d.

工程地质孔综合成果汇总表；

e.

水、上、岩，矿样测试成果汇总表；

f.

地质孔综合柱状图等

7.2

提交的主要图件
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一般应提交下列图件

7.2.1
a.

矿产分布图及矿床地质图；

b.

地质图；

c.

地貌图；

d.

第四纪地质图；

e.

底质图；

f.

水文地质图；

g.

工程地质图；

h.

环境地质评价图；
i.

实际材料图等。

7.2.2 编制图件应以经过审定的较大比例尺地形图为底图。图件内容和图面整饰应按照规定要求进行编
制。在图例没有统一规定时，可设计补充图例。应与图件之间的协调一致。在经审查后，再按照规定的比
例尺要求缩编成正式成果图件。
7.2.5 地质图、第四纪地质图、水文地质图、工程地质图、环境地质评价图和实际材料图应包括陆地和海
域；底质图应包括潮间带和海域；矿产图及矿床地质图的编图范围主要包括矿床的勘查范围；环境地质图
件，可根据实际情况编制单项或综合性的环境评价图。
7.3

勘查报告的编制要求

7.3.1 勘查报告应能全面反映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的成果，阐明勘查岸段的地质矿产资源及环境地质条
件，提出合理开发利用和环境整治的方案，并根据海岸带规划要求提出开展专门性勘查的建议。
7.5.2 勘查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包括绪言、自然地理基础地质(包括前第四纪地质、第四纪地质、地貌、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地质资源(包括矿产资源、水资源、旅游地质资源；农业地质资源等)及其开发利用评
价；环境地质综合评价和结论。各部分内容应根据勘查岸段的地质特点和岸段开发要求有所侧重。
7.4

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报告的提交和审批

勘查报告编写就绪后，承担单位包括协作单位应及时组织对原始资料编录、图件和勘查报告进行全面
的检查和校核，并经主管部门审查通过提出审查意见，进行复制，报送审批机关组织审批.未经审批或审批
不合格的报告，不得提供有关部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