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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 

专业代码：520102 

二、入学要求 

参加普通高招的高中毕业生及对口升学的中职毕业生 

三、修业年限 

三年 

四、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满足技术进步和生产方

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面向地

质调查、矿产勘查、国土资源、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矿山、测绘和地理信息等

行业，从事地质相关生产、服务和管理一线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五、主干课程及核心能力 

专业主干课程：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地史学、

大地构造学、矿床学、矿产勘查学、地球化学找矿、地球物理找矿、区域地质调

查、区域成矿规律、地质信息处理、采选矿概论等。 

专业核心能力：野外地质填图的能力、探槽和钻孔等编录的能力、圈定矿体、

储量估算的能力、计算机制图的能力、普查报告编制的能力、勘探报告编制的能

力。 

六、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地调、地勘、矿山、能源、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

非金属矿产加工等行业。应掌握地质工作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野

外地质填图、探槽和钻孔编录、矿区矿体的圈定、储量估算、计算机操作技能（制

作探槽和钻孔图、地质图、钻孔素描图、地球化学探矿异常图等相关地质图件），



 

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成为既能从事野外工作，有能进行资料的室内整理工

作，综合职业能力强的应用型专门技术人才。 

七、全学程时间安排及课程结构 

全学程总计 2866 学时，学生毕业需修满 167 学分。 

表 1  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学时分配表 

项目 
学

分 
学时数 

百分比 

（%） 

教学活动安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6 周 

理论 

学时 

分配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 34 508 21 256 144 72 36   

专业基本技能课程 32 480 19.5 192 144 72 72   

专业核心技能课程 37 576 24  72 180 324   

职业拓展课程 15 216 9.5   144 72   

人文素质选修课 2 36 1.5   36    

合计 120 1816 100 448 360 504 504   

实践 

学时 

分配 

课内实训 20 408  36 124 142 106   

实践教学周 44 1000   150   450  

入学、毕业教育等 3 50  50      

合计 67 1458        

考试周安排          

总计 167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比例 49% 

实践学时（含课内实训学时比例） 1458 

注：1.理论学时分配中的学时数纯理论学时，括号内为课内实训学时； 

    2.理论课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实践教学每周折合 25 学时，每周计 1.5 学分。 

表 2  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程类别 

学时、学分比例 

学时 学时比例（%） 学分 学分比例（%） 

必修课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 508 18 34 20 

专业基本技能课程 480 17 32 20 

专业核心技能课程 576 20 37 23 

选修课 

职业拓展课程 216 7 15 9 

人文素质选修课 36 2 2 1 

实践课（不含课内实训学时） 1050 36 47 27 

总计 2866 100 167 100 

 



 

八、教学进程安排表 

表 3 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专业理论课（理实一体课）教学进程安排表 

课类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安排 理论教学活动周数及课内周学时 

总计 理论 
课内

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16 周 12 周 18 周 18 周 0 周 0 周 

职业

核心

能力

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 56 56 0 2 2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概论 4 72 72 0   2 2   

体育与健康 4 56 26 30 2 2 2    

高等数学 1 8 112 112 0 4k 4k     

英语 8 112 112 0 4k 4k     

计算机应用基础 4 64 50 14 4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 36 26 10   2    

小计 34 508 434 74       

专业

基本

技能

课程 

测量学 4 64 44 20 4      

普通地质学 4 64 44 20 4k      

矿物学+晶体光学 5 72 42 30  6k     

岩石学 5 72 52 30  6k     

构造地质学 4 64 30 34 4k      

古生物地史学 5 72 52 20   4k    

区域地质调查 5 72 50 22    4k   

小计 32 480 354 126       

专业

核心

技能

课程 

矿床学 6 108 88 20   6k    

地球物理探矿 5 72 52 20   4k    

地球化学探矿 5 72 52 20    4k   

矿产勘查学 6 108 88 20    6k   

采选概论 5 72 68 4    4   

地质信息处理 5 72 50 22  4     

遥感地质学 5 72 52 20    4   

小计 37 576 470 106       

职业

拓展

课程 

(选

修） 

AUTOCAD 5 72 52 20   4    

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 5 72 66 6   4k    

大地构造学 5 72 50 22    4   

小计 15 216 178 38       

公共

选修 

人文素质选修课           

应用文写作 2 36 32 4   2    

合计 120 1816 1408 408 28 28 28 28   

注：1.课内实训包括实验、随堂技能训练、随堂实习。 

2.*为证书、▲为专业主干课程。 

3.职业拓展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不低于 10 学分的职业拓展课程和公

共选修课。 

 

 



 

表 4 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专业集中安排的时间教学环节进程表 

序号 实践教学内容 学分 考核方式 

实践教学时间安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1 2 3 4 5 6 

1 入学军训 3 考查 50      

2 普地实习 3 考查  50     

3 区域地质填图实习 6 考查  100     

4 矿区地质实习 9 考查     150  

5 毕业综合实习 18 考查     300  

6 顶岗实习 8 考查      400 

合计 47        

九、主干专业课程标准 

（1）《普通地质学》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从事工程地质专业的人员应该熟悉和了解的基本地质的知识，是地

质学的入门和基础课程。课程教学内容兼顾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兼

顾课堂讲授、实践技能和理论思维能力综合训练；兼顾继承、更新地学知识与学

科交叉、学科渗透。突出地质作用基本原理、过程、地质作用的相互关系及地球、

岩石圈、地壳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和地质现象、地质作用产物及有关的概念和它

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意义。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了解有关地球起源的一般知识，了解地壳的物质组成；了解各种地质作用（特

别是外力地质作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能初步认识和分析常见的地质现象；

了解几种常见化石、矿物、岩石、折皱、断层、节理等常见地质现象；建立地质

类学科的学习思路和方法。 

（2）过程与方法目标 

①课堂讲解为主，列举常见的实例，使学生建立最基本的理论基础知识。 

②配相应模型、标本，制做多媒体课件，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尤其注意培养

学生学习地质专业的兴趣。 



 

③对矿物、三大岩石、化石进行初步认识。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组织参观河南省地质博物馆，使学生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蕴藏的丰富矿 产

资源，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地质事业。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第一章 绪 论（2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地质学一般研究方法，掌握地质学的研究对象、

内容和分科； 

（2）初步了解学习地质学应注意的问题，地质学的研究意义。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 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及内容 

第二节 地质学的任务 

第三节 地质学的研究内容地球的物质组成、结构和构造、动力地质作用、形

成和演化。 

第四节 地质作用及其研究方法  地质作用、地质作用的特点、地质作用的研

究方法 

第五节 我国地学研究的若干地域优势 

青藏高原、西北黄土高原、大别-秦岭高压-超高压变质带、云南澄江动物群、

辽西热河动物群、陆相生油盆地、滇黔桂喀斯特地貌、华南花岗岩 

重点知识：地质学的内容及分科。 

第二章   矿 物（4 学时） 

1、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 

（1）掌握克拉克值概念 

（2）熟悉矿物的概念及其基本性质； 

（3）认识常见矿物，并了解其用途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 矿物的概念 

矿物的定义、晶体、非晶质体与准晶体 

第二节 矿物手标本的鉴定特征 

矿物的形态、矿物的物理性质 

第三节 常见矿物 

矿物的分类、常见矿物 

第四节 矿物的用途 

工业矿物原料、矿物材料 

重点知识： 

（1）教学重点：矿物的物理性质、矿物的鉴别。 

第三章 岩浆作用与火成岩（4 学时） 

1、教学要求 

（1）了解岩浆的概念、掌握喷出岩浆的类型 

（2）知道侵入作用及侵入岩的主要类型 

（3）了解火成岩的主要结构和构造、了解火成岩分类及成因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 喷出作用与喷出岩 

岩浆的概念、喷出作用与喷发产物、喷出岩浆的类型及其喷发特征、火山喷发的

间歇性、典型火山喷发实例、火山喷发对气候的影响、世界火山的分布 

第二节 侵入作用与侵入岩 

侵入作用概述、侵入岩的产状、侵入岩的主要类型 

第三节 火成岩的结构与构造 

火成岩的结构、火成岩的构造 

第四节 火成岩的分类及其野外识别 

火成岩分类、熔岩、深成侵入岩与浅成岩的主要辨别标志、火成岩的野外识别 

第五节 火成岩的成因 

地球的内热、地热的成因、岩浆的形成、火成岩多样化的原因 



 

教学重点：喷出作用和岩浆侵入作用；侵入岩产状 

第四章 外力地质作用与沉积岩（4 学时） 

1、教学要求 

（1）了解外力地质作用的类型、了解沉积岩的结构及沉积构造 

（2）掌握沉积岩的形成过程 

（3）认识常见的沉积岩类型及其特征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 外力地质作用的一般特征 

引起外力地质作用的因素、引起外力地质作用的能源、外力地质作用的类型 

第二节 沉积岩的特征 

沉积物的来源、沉积岩中的矿物、沉积岩的结构、沉积构造 

第三节 常见的沉积岩 

沉积岩的类型、常见陆源和内源沉积岩及其特征 

教学重点：外力地质作用的类型、沉积岩的结构及沉积构造、沉积岩的形成过程 

第五章 变质作用与变质岩（4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变质作用的概念及影响因素。掌握变质作用方式和原理。 

（2）初步了解变质作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规律。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 变质作用概述 

变质作用概念、引起变质作用的因素 

第二节 变质作用中原岩的变化 

物质成分的变化、变质岩中的矿物、变质岩的结构、变质岩的构造 

第三节 变质作用类型及其代表性岩石 

接触变质作用、区域变质作用、混合岩化作用、动力变质作用 

第四节 岩石的演变 

教学重点：变质作用的概念、变质作用方式、变质作用原理、引起变质作用的因



 

素、变质作用主要类型 

第六章 地质年代（4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确定相对地质年代和同位素地质年代方法；掌握地质年代表； 

（2）初步了解各个地质时期。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 相对年代的确定 

地层层序律、生物层序律、切割律或穿插关系 

第二节 同位素年龄的测定 

第三节 地质年代表 

地质年代表的建立、地质年代名称的来源与含义、岩石地层单位的概念 

第四节 地质历史时期的生物爆发与灭绝 

生物大爆发、生物大灭绝 

教学重点：确定地质年代的方法：相对地质年代和绝对地质年代 

第七章 地震及地球内部构造（6 学时） 

1、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 

（1）熟悉地震的相关基本概念及地震造成的灾害；掌握地质的成因类型、地震

的演化过程。 

（2）初步了解地震的地理分布。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 地震的基本概念 

地震概况、地震类型、地震序列、国内外强烈地震的实例 

第二节 地震波与地震仪 

地震波、地震仪 

第三节 地震的强度 

地震的震级、地震的烈度 

第四节 地震的分布 



 

全球地震带分布、我国地震带分布 

第五节 地震预报与预防 

地震预报、地震预防 

第六节 地球的内部构造 

地球内部地震波速度突变的主要界面、初步的地球参考模型（PREM）、地球内

部各层圈的物质成分、均衡原理 

教学重点：地震的基本特征和成因分类；震源、震中、震级和烈度概念；世界主

要的地震带。 

第八章 构造作用与地质构造（6 学时） 

1、教学要求 

（1）构造作用的基本方式、熟悉构造运动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2）熟练掌握褶皱、节理、断层的概念、要素、类型、特性。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 构造作用的基本方式 

水平运动、垂直运动、水平运动与垂直运动的关系 

第二节 岩石的变形与地质构造 

岩石的空间位置、褶皱、断裂、节理、断层相关褶皱 

第三节 地层的接触关系 

整合接触、假整合接触、不整合接触、侵入接触、侵入体的沉积接触 

第四节 构造期与构造事件 

太古宙构造期、元古宙构造期、新元古代晚期-志留纪构造期、晚古生代构造期、

早中生代构造期、燕山构造期、喜马拉雅构造期 

教学重点：岩层产状，沉积地层的接触关系，褶皱，断层 

第九章 板块构造（2 学时） 

1、教学要求 

（1）掌握岩石圈板块的划分和分界线的类型；掌握威尔逊旋回的划分阶段 

（2）了解海底扩张的证据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 大陆漂移 

第二节 海底扩张 

海底地质考察、海底扩张的论证、海底扩张说的提出、海底扩张说催生的新成果 

第三节 板块构造 

板块边界类型——板块划分的依据、全球板块的划分、两种大陆边缘、海洋的开

闭旋回（威尔逊旋回）、板块运动的驱动力、地体的概念、板块构造理论的最新

进展——大陆动力学 

教学重点：板块边界类型；两种大陆边缘的区别；威尔逊旋回各阶段的划分 

第十章 风化作用（4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风化作用的概念及动力类型。掌握风化作用的主要方式及其作用原理

及风化壳概念； 

（2）初步了解风化作用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 风化作用的类型 

物理风化、化学风化、生物风化 

第二节 制约岩石风化性质与特征的因素 

气候、地形、岩石的特征 

第三节 风化作用的产物 

风化产物的类型、残积物、风化壳、土壤、风化地貌 

教学重点： 

（1）风化作用的主要方式及其作用原理。 

（2）风化壳概念及类型。 

（3）影响风化作用的因素 

第十一章 河流及其地质作用（4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地面流水类型。掌握河流地质作用； 

（2）初步了解河流冲积物及其类型特征。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 河流概述 

地表水流、河谷的横剖面、河流的纵剖面、流域盆地、影响河流侵蚀与沉积

的因素。 

第二节 河流的侵蚀作用 

侵蚀的方式、侵蚀的方向。 

第三节 河流的搬运作用 

流水质点的运动方式、物质搬运的方式、河流的搬运能力和搬运量。 

第四节 河流的沉积作用 

沉积发生的原因、冲积物、冲积物的地貌类型。 

第五节 河流的均夷化与去均夷化 

深切河曲、河流阶地、阶地类型。 

第六节 河流发育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第七节 准平原 

教学重点：  

（1）河流下蚀作用和侧蚀作用的特点及结果 

（2）曲流河及牛轭湖的形成过程 

（3）河流沉积的类型 

（4）河流阶地的类型及特征 

第十二章 冰川及其地质作用（4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冰川地质作用。掌握冰川类型及其堆积物特征； 

（2）初步了解冰川的形成、运动。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 冰川的形成与运动 



 

冰川的形成、冰川的运动。 

第二节 冰川的类型 

大陆冰川、山岳冰川。 

第三节 冰川的剥蚀作用与冰蚀地貌 

冰川的剥蚀作用、冰蚀地貌。 

第四节 冰川的搬运作用与沉积作用 

冰川的搬运作用、冰川的沉积作用与冰碛物、冰碛地貌。 

第五节 冰水沉积物及其地貌 

冰水扇、纹泥、蛇形丘。 

第六节 冰川作用及其原因 

冰川作用、冰川作用的影响、冰川作用的原因。 

教学重点：川地质作用；冰川的形成、运动；冰碛物的特点； 

第十三章 地下水及其地质作用（4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地下水的作用原理及其产物；掌握地下水的类型和运动特征； 

（2）初步了解喀斯特作用及喀斯特地貌。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 地下水概述 

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地下水的化学成分、地下水的补给和排泄。 

第二节 地下水的类型 

根据地下水埋藏条件的划分、根据含水层空隙性质的划分。 

第三节 地下热水 

第四节 地下水的地质作用 

地下水的剥蚀作用及喀斯特、地下水的搬运作用和沉积作用。 

第五节 地下水的开发与利用 

教学重点：空隙率、透水层及隔水层的概念；包气带、饱和带、潜水、承压水的

概念；地下水的作用原理及其产物； 喀斯特作用及喀斯特地貌。 



 

第十四章 海洋及其地质作用（4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海水运动的类型及特点；掌握滨海和浅海的（机械和化学）沉积作用。 

（2）初步了解海洋概况，海水的物理、化学性质，海洋生物分布及特点，海洋

有关资源。 

2、教学内容及重点 

第一节 海洋概况 

海水的化学成分、海水的物理性质、海水中的生物。 

第二节 海水的运动及其地质作用 

波浪及其地质作用、潮汐及其地质作用、洋流及其地质作用、浊流及其地质作用 

第三节 海底沉积物 

海底沉积物的来源、滨海沉积、浅海沉积、半深海沉积、深海沉积 

第四节 海水的进退 

教学重点：海水运动的类型及特点；滨海和浅海的沉积作用； 

第十五章 湖沼及其地质作用（4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湖泊的沉积作用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掌握湖水的来源，化学成分及其

影响因素； 

（2）初步了解沼泽生物堆积作用与成煤作用。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 湖泊概述 

湖泊概况、湖水的来源、排泄及其化学成分、湖泊的成因类型、我国湖泊分布的

特点 

第二节 湖泊的地质作用 

湖水运动的特征、湖泊的剥蚀和搬运作用、湖泊的沉积作用 

第三节 沼泽及其地质作用 

沼泽的概念及其成因、沼泽的沉积作用 



 

教学重点：湖泊沉积作用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干旱和潮湿地区湖泊化学沉积作用

的差别 

第十六章 荒漠特征与风的地质作用（2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风的地质作用和灾害性及其形成条件与防治。掌握风的地质作用特点

及风蚀作用方式；  

（2）初步了解荒漠的成因及荒漠类型。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 荒漠概述 

荒漠的形成条件、荒漠中的某些特征性现象、荒漠化 

第二节 风的地质作用 

风的剥蚀作用、风的搬运作用、风的沉积作用 

第三节 黄土 

黄土的一般特征、黄土的物质成分、黄土的分布、黄土的成因 

教学重点：风的地质作用；风蚀作用的方式；风的搬运作用方式；沙丘的灾害性

及其形成条件与防治 

第十七章 块体运动（2 学时） 

1、教学要求 

（1）熟悉重力地质作用类型及特征； 

（2）初步了解重力地质灾害性的形成条件与防治 

2、教学内容和重点 

第一节 影响块体运动的主要因素 

重力作用、水的作用、其他因素作用 

第二节 块体运动的类型 

崩塌、滑坡、泥石流 

第三节 相关地质灾害及其防治 

教学重点：重力地质作用类型及特征；斜坡变形的主要类型；泥石流堆积物的特



 

点；重力地质灾害性的形成条件与防治 

4、实践教学环节 

（1）矿物：矿物分类，常见矿物标本。（2 学时） 

（2）岩石：岩石分类，常见岩石标本。（2 学时） 

5、教学实施建议 

本课程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在掌握基本的课程概念和原理的基础上进行

相应的实践教学。教学中应多让学生对照模型进行学习，不具备条件的多采用视

频和图片教学。 

（2）《矿物学》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矿物学”课程是地质、资源、材料、珠宝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应用面广。

“矿物学基础”是地质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地质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矿产资源勘

查、矿井地质勘探的知识基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本课程详细叙述了

矿物学的研究内容及任务；矿物学是研究矿物的化学成分、内部结构、外表形态、

物理性质、成因产状、分类和鉴定及其相互关系，探讨矿物形成的时间和空间分

布的规律、变化历史及其实际用途的科学，总体上分成两大部分，即结晶学和矿

物学。 

“结晶学”以晶体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的是晶体的宏观形态与微观结构的对

称规律，这些对称规律构成了“晶体的对称理论”，这是一套逻辑严密、空间思维

强的数学理论体系。所以结晶学具有理论性强、空间性强、抽象思维强的特点。 

“矿物学”以矿物晶体（即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天然晶体）为研究对象，主要研

究的是矿物的成分、结构、形态、物理性质、成因，从常见矿物总体性质到各矿

物大类，由浅入深分述了各大类常见矿物的性质与鉴别特征。矿物学的研究内容

比较具体、零散，要求感性认识与归纳分类。“矿物学”是地球科学的重要基础。 

2、课程培养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达到吃透矿物学的概念、理论；熟知常见



 

矿物的性质及鉴别标志，能熟练使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矿井地质勘探及

矿产资源勘查中对所遇到的岩石、矿物能熟练辨认、鉴别；对地层能正确分层，

划分标志层并在实际工作中准确追踪标志层；在岩心鉴定中熟练并准确鉴别岩心

性质及所属的地层层位。 

（二）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收集信息能力、制定工作计划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独立学习

新技术、新方法的能力、评估总结工作结果的方法能力；培养学生沟通能力、组

织协调能力；公共关系能力、社会责任心、职业道德、环境意识等社会能力；培

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三）能力目标 

1．野外识图的能力（包括地质图、矿产图、构造图等）； 

2．认识基本矿物的能力（如石英、长石、云母、方解石等）； 

3．认识基本岩石的能力（如各种砂岩、页岩、泥岩、灰岩、白云岩、硅质岩、

板岩、片岩、千枚岩、片麻岩、各种花岗岩等）； 

4．认识基本化石的能力（如蜓类、珊瑚类、鲕状灰岩等）； 

5．认识基本构造的能力（当然最基本的断层、褶皱肯定要知道）； 

6．使用 GPS 的能力（GPS 的设置、校正，3°，6°分带的掌握等）； 

7．CORELDRAW,MAPGIS 等绘图软件的基本掌握。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序号 知识点 教学重点 建议教学形式 

上篇：结晶学， 42 个知识点；理论课 20 学时，实习课 20 学时。 

1 

 

一、晶体与空间格子 

二、空间格子要素 

三、晶体的基本性质 

晶体的定义，空间格子的概念，从晶

体结构中画出空间格子的方法；空间

格子要素及其性质，面网密度与面网

间距的关系。晶体的基本性质及其与

格子构造的关系。 

 

 

 

 

 

 

 

 

 

 

 

2 

四、面角守恒定律与晶体测量 

五、晶体的极射赤平投影 

六、吴氏网及其应用 

实习一晶体测量与投影 

面角守恒定律及其意义；晶体测量

的方法；极射赤平投影的空间过程，

方位角与极距角的含义；吴氏网的

应用。 

3 
七、晶体的宏观对称要素和对

称操作 

晶体对称的特点；对称面、对称轴、

对称中心和旋转反伸轴的含义与操

https://wenwen.sogou.com/s/?w=%E5%9C%B0%E8%B4%A8%E5%9B%BE&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6%96%B9%E8%A7%A3%E7%9F%B3&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7%99%BD%E4%BA%91%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7%A1%85%E8%B4%A8%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6%9D%BF%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7%89%87%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5%8D%83%E6%9E%9A%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7%89%87%E9%BA%BB%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8%9C%93%E7%B1%BB&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9%B2%95%E7%8A%B6%E7%81%B0%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7%BB%98%E5%9B%BE%E8%BD%AF%E4%BB%B6&ch=ww.xqy.chain


 

八、晶体的对称特点与晶体的

对称定 

律 

实习二晶体的对称（一）九、

对称要素组合定理 

十、对称型及其推导 

十一、晶体的对称分类 

实习三 晶体的对称（二） 

作，在模型上找对称要素,确定对称

型；晶体的对称定律；对称要素组

合定理，用组合定理判断对称型对

否；晶体对称分类体系。 

 

 

 

多媒体课

件教学： 

并配备各种晶

体形态的图片 

现场教学（地

质实验室）：

让学生辨认并

描述，之后教

师给予评分，

并配备晶体形

态标本。 

 

 

 

 

 

 

 

 

 

 

 

 

 

 

 

 

 

 

 

 

 

 

 

 

 

 

 

 

 

4 

十二、晶体的定向 

十三、对称型的国际符号 

十四、晶面符号与晶棱符号 

十五、整数定律与晶带定律 

实习四 晶体的定向、国际符

号 

晶体定向的原则、各晶系晶体定向方

法和晶体常数特点；在模型上进行晶

体定向；对称型的国际符号及其与对

称型的一般符号（全面符号）的转换；

晶面符号、晶棱符号的书写方法，整

数定律及其证明；晶带定律的含义。 

5 

十六、单形和聚形的概念 

十七、单形的推导 

十八、单形符号 

十九、结晶单形与几何单形 

二十、单形的分类 

二十一、聚形分析 

实习五 认识重点单形 

实习六 等轴、四方晶系聚形

分析 

实习七 三方、六方晶系聚形

分析 

实习八 低级晶族聚形分析 

单形的概念及推导方法；20 种左右

重点单形的形态与名称，及其在各

晶系的分布；几何单形与结晶单形

的区别；聚形的概念及单形相聚的

条件，各晶系聚形分析的步骤和方

法。 

 

6 

 

 

 

 

 

 

 

 

 

 

 

二十二、平行六面体的选择 

二十三、平行六面体的形状、

大小与 

格子类型 

二十四、十四种布拉维格子 

二十五、晶体内部结构的对称

要素 

二十六、空间群 

二十七、等效点系 

二十八、宏观与微观对称对比

总结 

实习九 晶体内部结构的对称

要素 

 

平行六面体的选择原则与方法；四

种格子类型（P、C、I、F）；只有

十四种空间（布拉维）格子的原因；

空间群的国际符号；宏观形态对称

与微观结构对称的相对关系。 

7 

二十九、晶体生长理论简介 

三十、晶体生长实验方法 

三十一、影响晶体生长形态的

内因 

晶体生长的成核理论；科塞尔理论

（层生长理论）模型、螺旋生长理

论模型；布拉维法则、周期性键链

理论。 

 



 

8 

三十二、平行连晶 

三十三、双晶（孪晶） 

三十四、浮生与交生 

双晶的概念，双晶轴、双晶面及其与

对称轴、对称面的区别；双晶接合面

的概念，双晶律的含义；双晶的识别

方法；双晶的成因类型；平行连晶、

浮生与交生的概念。 

9 

三十五、等大球最紧密堆积原

理 

三十六、配位数与配位多面体 

三十七、化学键与晶格类型 

三十八、典型结构分析 

三十九、类质同像 

四十、同质多像 

四十一、多型 

四十二、有序-无序 

实习十 典型结构分析 

最紧密堆积原理及其意义，六方和

立方最紧密堆积及其中的四面体空

隙和八面体空隙；配位数和配位多

面体的概念；化学键及晶格类型对

晶体物理性质的影响；鲍林法则前

3 条及其在晶体结构分析中的某些

应用；类质同象、同质多象、多型

和有序--无序结构的概念与类型、

影响因素等。 

 

下篇：矿物学，理论课 20 学时，34 个知识点；实习课 20 学时 

10 一、矿物及矿物学 

矿物的概念；矿物学的发展及与其

他科学的关系。 

 

 

 

 

 

 

 

多媒体教学：

课件演示 

现场教学：在

地质实验室内

让每一位同学

对指定矿物进

行 鉴 定 和 描

述，之后教师

评分，给出成

绩，作为平时

成绩的记载。 

 

 

 

 

 

 

 

 

 

 

 

 

11 

二、元素的克拉克值及离子类

型与矿 

物种类的关系 

三、矿物化学成分变化的影响

因素 

四、矿物中的水 

五、矿物的晶体化学式及其计

算 

地壳中化学元素的丰度及离子类型

在矿物学中的意义；矿物化学成分

的变化；矿物中“水”的类型；矿物

晶体化学式的书写原则及其含义；

矿物晶体化学式的计算方法。 

12 

 

六、矿物单晶体形态 

七、矿物集合体形态 

 

单体形态与成分、结构的关系，晶

面花纹的一些名词的含义；多晶集

合体的形成方式；各种形态类型的

划分；描述不同类型的形态（单体

形态、显晶集合体、隐晶及胶态集

合体）的各种名词术语。 
实习一 矿物的形态 

13 

八、矿物的颜色 

九、矿物的条痕、光泽、透明

度、发 

光性 

十、矿物的解理、裂开、断口 

十一、矿物的硬度、脆性-延

展性、弹 

性-挠性 

十二、矿物的相对密度、磁性、

压电 

性、热释电性 

矿物的颜色（自色、他色和假色）、

条痕、光泽和透明度的概念、描述

方法；自色和他色的成色机理；矿

物解理、裂开、断口、硬度、相对

密度的概念，理解其产生的原因，

单形符号描述解理的方法；解理、

裂开、断口、硬度、相对密度的分

级或分类，及其观察描述方法。 

 

实习二 矿物的光学性质 



 

实习三 矿物的解理、裂开、

断口 

实习四 矿物的硬度、相对密

度等 

 

 

 

 

 

 

 

 

 

 

 

 

 

 

 

 

 

 

 

 

 

 

 

 

 

 

 

 

 

 

 

 

 

 

 

 

 

 

 

 

 

 

 

 

 

14 

十三、形成矿物的地质作用 

十四、矿物的成因信息 

十五、矿物的变化 

十六、矿物的研究方法简介 

形成矿物的地质作用；矿物组合、

共生及伴生、世代和生成顺序、标

型矿物和矿物标型特征、假像和副

像等概念和含义。 

15 十七、矿物的分类和命名 

矿物的晶体化学分类体系及其划分

依据；矿物种、亚种、异种（或变

种）的概念。 

16 十八、自然元素大类 

自然元素大类矿物的晶体化学特

点；自然金属元素类矿物的共性。 

重点矿物：自然金、金刚石、石墨 

次重点矿物：自然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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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硫化物及类似化合物大

类（1） 

二十、硫化物及类似化合物大

类（2） 

硫化物矿物的晶体化学特点，物理

性质与成因；简单硫化物与复硫化

物的区别。 

重点矿物：方铅矿、闪锌矿、黄铜

矿、黄铁矿、辉钼矿 

次重点矿物：磁黄铁矿、辉锑矿、

雌黄、雄黄、辉铜矿、斑铜矿 

实习五 自然元素与硫化物矿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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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大

类（1） 

二十二、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大

类（2） 

二十三、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大

类（3） 

氧化物与氢氧化物矿物的晶体化学

特点，物理性质与成因，及其与硫

化物矿物的区别；SiO2 各同质多像

变体；正尖晶石结构与反尖晶石结

构。 

重点矿物：赤铁矿、石英、蛋白石、

磁铁矿、铝土矿、褐铁矿、硬锰矿；

次重点矿物：刚玉、尖晶石、铬铁

矿 

实习六 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矿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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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含氧盐大类硅酸盐类

-概述（1） 

二十五、含氧盐大类硅酸盐类

-概述（2） 

 

二十六、岛-环状硅酸盐亚类

（1） 

二十七、岛-环状硅酸盐亚类

（2） 

 

 

二十八、链状硅酸盐亚类 

 

 

硅氧骨干形式，惰性氧与活性氧的数

目；硅氧骨干对晶体结构、离子堆积、

类质同像、形态、物理性质等的影响；

铝的双重性；[AlO4]与[SiO4]的对比；

[AlO4]在各种硅氧骨干中的含量变

化。 

辉石族（单链状）与闪石族（双链

状）在成分、结构、形态、物理性

质、成因上的对比；层状硅酸盐矿

物的晶体化学特征（四面体片、八

面体片、结构单元层、三八面体型-

二八面体型、层间域、多型、混层

矿物）；长石族矿物的分类与命名,

有序度、三斜度的含义。 



 

二十九、层状硅酸盐亚类 

 

三十、架状硅酸盐亚类 

 

重点矿物：橄榄石、石榴子石、红柱

石、蓝晶石、绿柱石、普通辉石、普

通角闪石、阳起石、白云母、黑云母、

高岭石、蛇纹石、绿泥石、钾长石、

斜长石。 

次重点矿物：锆石、十字石、电气石、

透辉石、透闪石、夕线石、滑石、沸

石族。 

 

 

 

 

 

 

 

 

 

 

 

 

 

 

 

 

实习七 岛状硅酸盐矿物 

实习八 链状硅酸盐矿物 

 

实习九 层状硅酸盐矿物 

实习十 架状硅酸盐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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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含氧盐大类碳酸盐类 

三十二、含氧盐大类硫酸盐类 

三十三、含氧盐大类磷酸盐、

钨酸盐、 

硼酸盐 

碳酸盐矿物的共性；碳酸盐矿物中的

型变现象。 

重点矿物：方解石、白云石。 

次重点矿物：孔雀石、蓝铜矿、文石、

重晶石、石膏、硬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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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卤化物大类 
卤化物矿物的一些典型结构。 

重点矿物：萤石。 
实习十一 其他含氧盐与卤化

物矿物 

4、实践教学环节 

序号 知识点 教学重点 

晶体光学 

实习一 晶体测量与投影 

面角守恒定律及其意义；晶体测量的方法；极

射赤平投影的空间过程，方位角与极距角的含

义；吴氏网的应用。 

实习二 

（一）晶体的对称 

 

晶体对称的特点；对称面、对称轴、对称中心

和旋转反伸轴的含义与操作，在模型上找对称

要素,确定对称型；晶体的对称定律；对称要素

组合定理，用组合定理判断对称型对否；晶体

对称分类体系。 
（二）晶体的对称 

实习三  晶体的定向、国际符号 

晶体定向的原则、各晶系晶体定向方法和晶体常

数特点；在模型上进行晶体定向；对称型的国际

符号及其与对称型的一般符号（全面符号）的转

换；晶面符号、晶棱符号的书写方法，整数定律

及其证明；晶带定律的含义。 

实习四 

（一）认识重点单形 

 
单形的概念及推导方法；20 种左右重点单形的

形态与名称，及其在各晶系的分布；几何单形

与结晶单形的区别；聚形的概念及单形相聚的

条件，各晶系聚形分析的步骤和方法。 

  

（二）等轴、四方晶系聚

形分析 

（三）三方、六方晶系聚

形分析 

（四） 低级晶族聚形分

析 



 

实习五 

 

 

 晶体内部结构的对称要

素 

平行六面体的选择原则与方法；四种格子类型

（P、C、I、F）；只有十四种空间（布拉维）

格子的原因；空间群的国际符号；宏观形态对

称与微观结构对称的相对关系。 

实习六  典型结构分析 

最紧密堆积原理及其意义，六方和立方最紧密

堆积及其中的四面体空隙和八面体空隙；配位

数和配位多面体的概念；化学键及晶格类型对

晶体物理性质的影响；鲍林法则前 3 条及其在

晶体结构分析中的某些应用；类质同象、同质

多象、多型和有序--无序结构的概念与类型、影

响因素等。 

  

矿物学 

实习一  矿物的形态 

单体形态与成分、结构的关系，晶面花纹的一

些名词的含义；多晶集合体的形成方式；各种

形态类型的划分；描述不同类型的形态（单体

形态、显晶集合体、隐晶及胶态集合体）的各

种名词术语。 

 

实习二 

（一）矿物的光学性质 

（二） 矿物的解理、裂

开、断口 

（三） 矿物的硬度、相

对密度等 

  

矿物的颜色（自色、他色和假色）、条痕、光

泽和透明度的概念、描述方法；自色和他色的

成色机理；矿物解理、裂开、断口、硬度、相

对密度的概念，理解其产生的原因，单形符号

描述解理的方法；解理、裂开、断口、硬度、

相对密度的分级或分类，及其观察描述方法。 

实习三 自然元素与硫化物矿物 

重点矿物：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黄铁矿、

辉钼矿 

次重点矿物：磁黄铁矿、辉锑矿、雌黄、雄黄、

辉铜矿、斑铜矿 

实习四 
 

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矿物 

重点矿物：赤铁矿、石英、蛋白石、磁铁矿、

铝土矿、褐铁矿、硬锰矿 

次重点矿物：刚玉、尖晶石、铬铁矿 

 

 实习五 

  （一）岛状硅酸盐矿物 

（二）链状硅酸盐矿物 

 （三）层状硅酸盐矿物 

（四）架状硅酸盐矿物 

重点矿物：橄榄石、石榴子石、红柱石、蓝晶石、

绿柱石、普通辉石、普通角闪石、阳起石、白云

母、黑云母、高岭石、蛇纹石、绿泥石、钾长石、

斜长石。 

次重点矿物：锆石、十字石、电气石、透辉石、

透闪石、夕线石、滑石、沸石族。 

实习六 
其他含氧盐与卤化物矿

物 

卤化物矿物的一些典型结构。 

重点矿物：萤石。 

 



 

5、教学实施建议 

（一）推荐教材 

《矿物学基础》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资源勘查类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主

编：彭万真、刘青宪，徐明。地质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 

本书围绕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及学生应具备的能力，注重教材的科学性和先

进行，突出教材的实用性，注重专业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理论与实践

有机地结合。  

（二）教师素质要求 

1．教学团队规模要达到 1-2 名（其中包括现场实训指导教师），所有任课

教师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时具有 5 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 

2．课程负责人 

了解本门课程的应用情况和最新的科技动态情况；了解本校毕业生在就业岗

位上的工作情况，及时反馈相关意见；不断学习和探索本门课程的教学理论和方

法，努力并争创本门课程的教学在省内乃至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 

（三） 教学场地、设施要求 

序号 名称 基本配置 

1 地质实验室 

具有满足 50 人以上学习、晶体及晶型标本、矿物

标本、放大镜、小刀、铜针、稀盐酸等化学试剂、

显微镜、矿物与岩石标本薄片。 

2 多媒体教室 配备一套多媒体教学用设备。 

 

（四）课程考核方式与标准 

1.课程考核方式 

建立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过程考核的重要性。不仅要注

重结果考核，更要注重完成任务的过程考核。具体考核要求见表。 

考核

方式 

过程考核 50 分 期末考核 50 分 

学习态度 学习效果 知识与素质考核 

10 40 50 



 

考核

实施 

由指导教师

根据学生出

席、学习表现

考核。 

由主讲教师根据

学生完成的任务

效果考评。 

由教研室主任按照教考分离的原则

出卷阅卷，由学校教务处组织考试。 

2.课程考核标准 

考核标准 

过程考核 60 分 期末考核 40 分 

学习态度 学习效果 专业知识考核 

10 50 40 

考核标准 
课堂出席 5 分； 

学习表现 5 分。 

随机提问 10 分； 

课堂描述 40 分； 

基本知识题 10 分； 

基本方法题 15 分； 

综合素质题 15 分。 

6、教学参考资料 

① 何涌，雷新荣编著.《结晶化学》.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②秦善主编.《晶体学基础》.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③罗谷风编.《结晶学导论（第三版）》. 北京：地质出版社，2015 

④李胜荣主编.《结晶学与矿物学》.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8 

⑤秦善编著.《结构矿物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⑥ 秦善, 王长秋.《矿物学基础》.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⑦刘显凡、孙传敏.《矿物学简明教程（第二版）》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 

⑧赵珊茸.《简明矿物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4  

（3）《岩石学》课程标准 

一、课程概述 

《岩石学》课程是地质、资源、材料、珠宝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应用面广，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掌握该课程内容是地质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矿产资

源勘查、矿井地质勘探、珠宝鉴定与营销等工作的基础。 

本课程详细叙述了岩石学的研究内容及任务；总体上分成三大部分，岩浆岩、

沉积岩、变质岩；分别叙述了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的形成、性质特征、分类

及鉴别特征。 

二、课程培养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学生初步达到了解相关的基本理论，掌握相关的

基本概念，掌握各岩类典型代表岩石的主要特征，并具有肉眼下鉴定常见岩石的

基本技能；初步学会岩石镜下鉴定的一般方法，能在偏光显微镜下认识最主要造

岩矿物和常见的岩石类型；学会一种岩浆岩岩石化学计算方法；加强岩石综合鉴

定；以提高鉴定能力和描述能力；能熟练使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矿井地

质勘探及矿产资源勘查中对所遇到的岩石能熟练辨认、鉴别；对地层能正确分层，

划分标志层并在实际工作中准确追踪标志层；在岩心鉴定中熟练并准确鉴别岩心

性质及所属的地层层位。 

（二）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肉眼观察能力、收集信息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独立学习新技

术、新方法的能力、评估总结工作结果的方法能力；培养学生沟通能力、组织协

调能力；公共关系能力、社会责任心、职业道德、环境意识等社会能力；培养学

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三）能力目标 

1、能区分三大岩类，认识常见岩石（如各种砂岩、页岩、泥岩、灰岩、白

云岩、硅质岩、板岩、片岩、千枚岩、片麻岩、各种花岗岩等）； 

2、认识基本化石的能力（如蜓类、珊瑚类、鲕状灰岩等）； 

3、利用简单工具在野外对常见岩石进行鉴别确认及分析其形成原因，并能

解释所反映的地质条件的能力。 

4、在岩芯鉴定中对岩芯所反映的岩石性质进行鉴定、辨认并能正确确定地

层层位的能力。 

5、在矿井生产过程中确定岩石性质，构造对岩石及生产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从而服务生产的能力。 

6、在矿井生产中鉴定标志层，并能利用标志层顺利确定矿产资源层位趋势

的能力。 

三、与前后课程的联系 

https://wenwen.sogou.com/s/?w=%E7%99%BD%E4%BA%91%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7%99%BD%E4%BA%91%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7%A1%85%E8%B4%A8%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6%9D%BF%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7%89%87%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5%8D%83%E6%9E%9A%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7%89%87%E9%BA%BB%E5%B2%A9&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8%9C%93%E7%B1%BB&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9%B2%95%E7%8A%B6%E7%81%B0%E5%B2%A9&ch=ww.xqy.chain


 

（一）与前续课程的联系 

序号 前续课程 是本课程学习应用的基础 

1 《地球科学概论》 学习常见的矿物、岩石，并提供成因理论知识 

2 《地史学》 为学习岩石学提供控制理论知识与方法 

3 《矿物学》 是岩石学的理论和物质基础 

（二）与后续课程的联系 

序号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对后续课程学习和应用的基础 

1 《构造地质》 
为学习构造地质提供矿物岩石学方面的理论知

识 

2 《固体矿产勘查技术》 
该课程学习中常规勘探、岩芯编录提供基础知识 

3 《工程地质》 
为学习工程地质提供岩性方面理论知识 

四、实践教学环节 

序号 知识点 教学重点 建议教学形式 

第一篇：岩浆岩， 14 个知识点；理论课 16 学时，实习课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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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浆及岩浆岩特征 

二、岩浆岩的物质组成 

三、矿物成分与化学成分的关系 

岩浆的定义，岩浆作用的

概念及其分类；岩浆岩的

化学成分及其矿物成分；

以及化学成分与矿物成分

之间的相互关系； 

多媒体课件教

学： 

并配备各种岩石

实验室的图片和

野外照片 

现场教学（地质

实验室）：让学

生辨认并描述，

之后教师给予评

分。 

  

  

 

2 四、岩浆岩的结构 

五、矿物结晶顺序的确定 

六、岩浆岩的构造 

实习一岩浆岩的结构与构造 

侵入岩与喷出岩的结构

与构造；岩石中不同矿物

的结晶顺序。 

3 七、侵入岩的野外产状和相 

八、火山岩的野外产状和相 

 区分岩浆岩的野外产状和

岩石相的划分，并能在野

外予以区分 

4 九、岩浆岩的国际地科联分类 

十、课本中岩浆岩的分类 

 

掌握国际地科联的岩浆岩

分类的原则及课本中所采

用的分类系统，了解岩浆

岩分类的方法与原则 

5 十一、超基性岩浆岩 

十二、基性岩浆岩 

十三、中性岩浆岩 

掌握岩浆岩的观察和描述

方法，肉眼下认识和区分

常见的超基性、基性、中



 

十四、酸性岩浆岩 

十五、碱性及过碱性岩浆岩 

十六、脉岩类 

十七、火山碎屑岩 

十八、岩浆岩的观察和描述 

实习二 认识超基性、基性岩浆岩 

实习三 认识中性岩浆岩 

实习四 认识酸性岩浆岩、脉岩 

性、酸性岩浆岩、脉岩类、

火山碎屑岩的岩石。 学习

岩浆岩的肉眼观察及其描

述。 

第二篇：沉积岩，理论课 14 学时，8 个知识点；实习课 8 学时 

6 一、沉积岩的概念及其研究意义 

二、沉积岩的形成与演化过程 

三、沉积岩基本特征 

沉积岩的概念；沉积岩的

形成与演化过程；沉积岩

基本特征。 

  

多媒体教学：课

件演示 

现场教学：在地

质实验室内每一

位同学对常见的

沉积岩进行鉴定

和描述，之后教

师评分，给出成

绩，作为平时成

绩记载。 

7 四、陆源碎屑岩类 

五、黏土岩类 

六、碳酸盐岩类 

七、其他沉积岩类 

八、沉积岩的野外鉴定特征 

实习五 认识砾岩、砂岩、粉砂岩 

实习六 认识页岩 

实习七 认识碳酸盐岩、硅质岩 

陆源碎屑岩中砾岩、砂

岩、粉砂岩的特征及肉眼

下鉴定；碳酸盐岩的类

型、分类及特征；其他沉

积岩的成因及分类；沉积

岩的野外鉴定特征及观

察描述方法。 

  

 

第三篇：变质岩，理论课 16 学时，13 个知识点；实习课 10 学时 

8 

一、变质作用和变质岩 

二、变质作用的因素 

三、变质岩的基本特征 

四、变质岩的结构与构造 

五、变质作用方式 

六、变质作用类型 

实习八、变质岩的结构 

实习九、变质岩的构造 

变质作用的概念；变质岩的

概念；变质岩的化学成分、

矿物成分；变质岩的结构构

造；变质作用的分类。 

 

 

 

 

 

多媒体教学：课

件演示 

现场教学：在地

质实验室内每一

位同学对常见的

沉积岩进行鉴定

和描述，之后教

师评分，给出成

绩，作为平时成

绩的记载。 9 七、变质岩的分类 

八、变质岩的命名 

变质岩的分类和命名原则 

10 九、接触变质岩 接触变质岩、气液变质岩



 

十、气液变质岩类 

十一、动力变质岩类 

十二、区域变质岩类 

十三、混合岩类 

实习十、接触变质岩、气液变质

岩 

实习十一、动力变质岩、区域变

质岩 

实习十二、区域变质岩、混合岩

类 

类、动力变质岩类、区域

变质岩类、混合岩类的特

征、分类、命名，区分变

质岩大类、手标本及镜下

描述。 

 

 

 

五、教学实施建议 

（一）推荐教材 

《岩石学》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资源勘查类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主编：

徐耀鉴、徐汉南，任锡钢。地质出版社 2007 年 8 月出版。 

本书围绕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及学生应具备的能力，注重教材的科学性和先

进行，突出教材的实用性，注重专业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理论与实践

有机地结合。  

（二）教学参考资料 

1. 艾永德 编著.《火成岩岩石学》. 北京：地质出版社，1998 

2．路凤香编.《岩石学》.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 

3. 乐昌硕编.《岩石学》.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5 

4. 李胜荣主编.《结晶学与矿物学》.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8 

5. 邱家骧著.《岩浆岩岩石学》. 北京：地质出版社，1990 

6. 卫管一等.《岩石学简明教程》. 北京：地质出版社，1995 

（三）教师素质要求 

1．教学团队规模要达到 1-2 名（其中包括现场实训指导教师），所有任课

教师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时具有 5 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 

2．课程负责人 

了解本门课程的应用情况和最新的科技动态情况；了解本校毕业生在就业岗



 

位上的工作情况，及时反馈相关意见；不断学习和探索本门课程的教学理论和方

法，努力并争创本门课程的教学在省内乃至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 

（四） 教学场地、设施要求 

序号 名称 基本配置 

1 地质实验室 

具有满足 50 人以上学习、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标本、

放大镜、小刀、稀盐酸等化学试剂、显微镜、矿物与岩石

标本薄片。 

2 多媒体教室 配备一套多媒体教学用设备。 

（五）课程考核方式与标准 

1.课程考核方式 

建立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过程考核的重要性。不仅要注

重结果考核，更要注重完成任务的过程考核。具体考核要求见表。 

考核

方式 

过程考核 50 分 期末考核 50 分 

学习态度 学习效果 知识与素质考核 

10 40 50 

考核

实施 

由指导教师根

据学生出席、

学 习 表 现 考

核。 

由主讲教师根据学

生完成的任务效果

考评。 

由教研室主任按照教考分离的原则出卷

阅卷，由学校教务处组织考试。 

2.课程考核标准 

考核标准 

过程考核 60 分 期末考核 40 分 

学习态度 学习效果 专业知识考核 

10 50 40 

考核标准 
课堂出席 5 分； 

学习表现 5 分。 

随机提问 10 分； 

课堂描述 40 分； 

基本知识题 10 分； 

基本方法题 15 分； 

综合素质题 15 分。 

 



 

（4）《构造地质学》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构造地质学是地质调查与找矿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构造地质学》是

地质科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地壳或岩石圈地质构造的一门学科，是地质调查与

找矿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地质勘探的知识基础，具有很强的专业

性和实践性。构造地质学主要研究组成地壳的岩石（岩层和岩体）在地应力的作

用下变形形成的各种构造现象。本课程详细叙述了构造地质学的研究内容及任务；

主要内容是讲述这些构造的几何形态、组合型式、形成机制和演化进程，探讨产

生这些构造的作用力的方向、方式、和性质。适当加强有关地质构造制图，分析

地质构造的技能的初步训练。构造地质学的课程特点是知识点较多；涉及的学科

较多（矿物学、沉积学，岩石学，平面和立体几何，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变

学等）；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变化大，时间跨度长；许多构造现象无法在实验室

中重现，对其成因和作用过程的解释往往根据经验分析和推断，容易引起疑问 ；

构造分析要求有良好的时空想象能力，善于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善于抓住主要矛 

2、课程的教育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能够正确描述原生层面构造。能够正确描

述岩层的产状要素。能够正确描述不同产状的岩层特征。能够正确描述岩层厚度

和埋藏深度。能够正确描述构造不整合的特征。能够进行应力与应变析。理解岩

石力学性质及其影响因素。能够正确描述褶皱构造的类型和特征。能够正确描述

节理构造的类型和特征。能够正确描述断层构造的类型和特征。能够正确描述岩

浆岩体的原生构造和次生构造。能够正确描述面理和线理的特征。 

（二）素质目标 

培养严谨、认真、踏实、细心做事的态度。培养吃苦耐劳的的良好品质。培

养遵守纪律的观念。培养表述、回答等语言表达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独立

学习的能力培养交流、沟通组织协调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协作精

神以及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社会责任心、职业道德、环境意识等社会



 

能力。 

（三）能力目标 

专业能力的培养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能力：能够运用原生构造确定岩层的顶

底面。能够运用地质罗盘测量岩层产状要素并能用间接方法确定岩层产状。能够

正确运用“V”字形法则。熟练识读地质图的步骤和方法。能够计算岩层厚度和埋

藏深度。能够绘制褶皱区图切地质剖面和构造等值线图。能够进行节理统计分析。

能够绘制断层区图切地质剖面。能够绘制岩浆岩区图切地质剖面。能够应用赤平

投影解析地质构造。能够综合分析地质图，绘制构造纲要图，编写简单的地质说

明书。 

3、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表 3 课时分配表 

章节 单元内容 总课时 

第一章绪论 

1. 构造地质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 2. 构造分类； 

3. 发展趋势； 4. 研究意义； 5. 研究方法； 6. 新

构造观。 教学重点： 1. 构造地质学的内涵和研

究对象及其研究意义； 2. 构造地质学的研究方

法。 

4 

第二章 地质体的基本产

状及沉积岩层构造 

1. 地质体基本产状； 2. 沉积岩层原生构造； 3. 

地层的接触关系。 教学重点： 1. 沉积岩层顶底

面的识别标志及其应用； 2. 不整合的形成过程、

识别标志和研究方法。 

8 

实习一  
根据原始资料编制水平岩层地质图, 并在地质图

上切制地质剖面 
4 

实习二 构造等高线图的绘制和分析 2 

第三章 地质构造分析的

力学基础 

1. 应力分析； 2. 应变分析； 3. 岩石力学性质。 

教学重点： 1. 应力的概念，应力莫尔圆的性质； 

2. 应变椭球体与递进变形； 3. 影响岩石变形的

因素。 

4 

第四章 褶 皱 

1．褶皱和褶皱要素 2．褶皱的几何形态及褶皱的

描述 3．褶皱的类型及褶皱的组合型式 4．褶皱

的形成机制 5．褶皱观察和研究 教学重点： 1. 

褶皱和褶皱要素及其描述； 2. 褶皱位态和形态

8 



 

分类（Richard 的分类）； 3. 褶皱的类型及褶皱

的组合型式 4. 褶皱的形成机制。 

实习三  读褶皱地区地质图(大比例尺)并编制剖面图面 2 

第五章 节 理 

1.节理分类 2.节理的分期与配套 3.不同地质背

景上发育的节理 4.节理的野外观测 教学重点： 

张节理、剪节理的几何特征及其与主应力的关系。 

6 

实习四 统计节理资料并编制节理玫瑰花图 2 

第六章 断 层 

1．断层的几何要素 2．断层分类 3．断层各论 

4．断层效应 5．断层形成机制 6. 断层的观察和

研究 7. 同沉积断层 8. 韧性断层 教学重点： 1. 

断层的识别标志； 2. 断层组合； 3. 走向断层重

复与缺失； 4. 断层形成机制（纵弯与横弯作用）； 

5. 同沉积断层。 

10 

实习五 
 分析断层发育地区地质图, 切制剖面图并写出

地质构造发展史 
4 

第七章 劈理和线理 

1. 劈理； 2. 线理。 教学重点： 1. 劈理类型、

应变意义和形成机制； 2. 线理的类型、轴型和

运动学意义。 

6 

第八章 岩浆岩体的构造

研究 
1. 岩浆岩体的构造研究；  4 

第九章 变质岩的构造研

究 
1. 变质岩区的构造研究。 4 

实习六 复杂地区构造的识别与综合制图 4 

合计 72 

4、实践教学环节 

序号 实习内容 学时 

 实习一  
根据原始资料编制水平岩层地质图, 并在地质图上切制地质

剖面 
4 

实习二 构造等高线图的绘制和分析 2 

实习三  读褶皱地区地质图(大比例尺)并编制剖面图面 2 

实习四 统计节理资料并编制节理玫瑰花图 2 

实习五 
 分析断层发育地区地质图, 切制剖面图并写出地质构造发

展史 
4 

实习六 复杂地区构造的识别与综合制图 4 



 

5、教学实施建议 

（一）推荐教材 

《构造地质学》全国煤炭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主编：冯明等，地质

出版社，2007 年出版。 

本书围绕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及学生应具备的能力，注重教材的科学性和先

进行，突出教材的实用性，注重专业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理论与实践

有机地结合。  

（二）教学参考资料 

1、徐开礼，朱志澄、构造地质学.地质出版社，1989 

2、陆克政，《构造地质学教程》，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 

3、郭颖等、构造地质学简明教程.中国地大出版社，1995  

4、谢仁海等，构造地质学，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1  

5、俞鸿年、构造地质学原理，地质出版社，1986 

（三）教师素质要求 

1．教学团队规模要达到 2-3 名（其中包括实训指导教师），所有任课教师

地质学专业本科毕业、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时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具有区

域地质调查野外工作经历至少 1 年以上理解并能将高等职业教育的新理念和新

方法运用到教学中。 

2．课程负责人 

经常深入区域地质调查野外工作一线，了解本门课程的应用情况和最新的科

技动态情况；了解本校毕业生在就业岗位上的工作情况，及时反馈相关意见；不

断学习和探索本门课程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努力并争创本门课程的教学在省内乃

至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 

（四） 教学组织方式及校内外实训条件 

根据课程内容和要求，课程教学方式分为课堂授课、实习课、野外实习三种方式。 

1、课堂授课 

本课程的基础知识部分主要通过课堂授课方式进行组织。授课过程中主要由



 

教师重点讲解课程要点和难点，介绍学科前沿领域及其最新研究进展，介绍教科

书中没有列出的背景知识，穿插较多的课堂讨论，提出供学生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通过课堂授课，使学生了解课程的主要内容，掌握基本概念和课程要点。 

2、实习课 

课程中的技能型内容在课堂授课中很少涉及。这部分的内容主要通过实习课

完成，包括要点讲解和学生独立完成实习作业两个部分。实习内容分为基本技能

和综合实习两部分。其中综合实习对检验教学效果至关重要，是整个实习课的重

点。实习课也是深化对基本概念理解的重要环节，通过完成作业可以使学生对一

些难解概念做到真正理解并能够应用。同时，实习课对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

意识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实习课作业完成情况，可以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

检验教学效果，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野外实习 

构造地质学课程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综合性。许多构造现象，仅仅通过

书本是无法掌握和理解的。通过野外实习，可以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实际观察能力，

对具体构造现象的鉴别能力，由点及面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地质构造发展的时空想

像能力。野外实习强调独立观察、独立思考和现场讨论。在充分观察、分析和交

流的基础上达到巩固书本知识和提高实际地质工作能力的目的。课间安排一次野

外实习，使学生对野外构造研究的方法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和初步了解。进一步的

野外工作能力的训练在学期末野外综合实习中安排。 

序号 名称 基本配置 

1 地质实验室 

具有满足 50 人以上学习。三角板，量角器，厘米

方格纸，透明纸，实验演示仪，教学演示图，各种

地质实习图件等。 

2 多媒体教室 配备一套多媒体教学用设备。 

6、相关参考规范 

①马杏垣。论伸展构造。地质科学，1982,7(3): 15~21. 

②毛玉元，刘援朝，徐亮。构造地质学的发展趋势。矿物岩石，1998，18

（增刊）：99-104. 



 

③孟元库，潘澄雨。对构造地质学教学的一点建议。中国地质教育，2012，

2：92-95.  

④倪金龙，郭全军，郭颖，唐小玲，李增学。地质思维时空观的培养与建立

——以“构造地质 

⑤学”课程教学为例。中国地质教育，2011，4：89-92. 

⑥宋立军, 吴少波。“构造地质学课程设计”的开发与实践。中国地质教育， 

2008，3：37-40. 

⑦谢焱石，涂彩蓉，谭凯旋，冯志刚，黄伟，刘江，王正庆，陈亮。立足核

特色资源勘查工程. 

⑧专业构建“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新体系。中国地质教育，2011，1：30-33. 

⑨张宏远，刘俊来。“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主线及其把握。中国地质教育，

2010，2：53-55。  

⑩罗金海，于在平。《构造地质学》课程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中国地质教

育，2001，3（总第 39 期）：62-64. 

（5）《矿床学》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矿床学》是区域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

程以结晶学与矿物学、岩石学、地史古生物学、构造地质学、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等知识为基础，着重讲授矿床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成矿作用的基础知识，

分析各种成因类型矿床的地质特征、形成条件、成因和时空分布规律。为后续课

程的学习和实际找矿工作奠定基础。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掌握矿床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矿床学研究的基本知识、方法和技能。 

掌握矿石的矿物组成、矿石组构的研究与描述方法。 

理解并掌握各种成因矿床的形成条件、地质特征、成矿过程、找矿标志及典

型矿床实例。 



 

学会矿床有关图件的判读与分析。 

（2）过程与方法目标 

充分利用实例教学，讲授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加强典型矿床实例的介绍与

分析，从实例中掌握知识与理论。 

加强实践教学，通过实习实训，掌握矿床学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通过课堂讨论、课后作业和实习报告等不同形式，提高综合分析能力、解决

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了解我国矿产资源的状况，理解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激发学生

的学习愿望和兴趣。 

理解观察的局限性，学会全面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出发，正确理解将今论古思维。 

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密切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第一章 总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了解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意

义、国内外矿产资源形势以及矿床学的研究

现状和发展趋势，理解并熟悉矿床学的研究

内容和基本工作方法，掌握矿产资源的概念、

特性及分类。掌握有关矿石、矿体和矿床的

基本概念，理解并熟悉影响成矿作用的主要

因素和成矿作用方式，了解国内外矿床成因

分类方案。 

第一节 矿产资源的重要性 

第二节 矿产资源的特点及分类 

第三节 中国矿产资源概况 

第四节 矿床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五节 近代矿床学研究发展概况 

第六节 有关矿床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第七节 成矿作用和矿床成因分类 

 

第二章 岩浆矿床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了解岩浆矿床的工业意义、岩浆矿床的

研究新进展，理解并掌握岩浆矿床的形成作

用、主要的岩浆矿床类型及典型矿床，重点

掌握岩浆矿床的形成条件及基本特征。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岩浆矿床的形成条件 

第三节 岩浆矿床的形成作用及其特征 

第四节 岩浆矿床的主要类型及实例 

第三章 伟晶岩矿床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了解伟晶岩矿床的工业意义，理解并掌

握伟晶岩矿床的控矿条件及成因，着重掌握

伟晶岩矿床的概念、基本特征及主要类型。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伟晶岩矿床的形成条件 

第三节 伟晶岩矿床的成因 

第四节 伟晶岩矿床的主要类型及实例 



 

第四章 热液矿床概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了解气水热液矿床的理论及工业意义、

热液矿床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理解气水

热液的来源、物理化学性质、成矿作用过程，

掌握热液矿床的基本特征及控制因素，重点

掌握热液矿床的围岩蚀变、原生带状分布、

成矿作用方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含矿气水热液的成分及某些组分在

成矿过程中的作用 

第三节 含矿气水热液的来源 

第四节 含矿气水热液中成矿物质的运移和

沉淀 

第五节 气水热液矿床的成矿方式 

第六节 围岩蚀变 

第七节 矿化期、矿化阶段和矿物生成顺序 

第八节 气水热液矿床的分带性 

 

第五章 矽卡岩型矿床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理解并掌握矽卡岩型矿床的形成作用、

主要的矽卡岩型矿床类型及典型矿床，重点

掌握岩浆矿床的形成条件及基本特征。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矽卡岩型矿床的形成条件 

第三节 矽卡岩型矿床的成矿作用和成矿过

程 

第四节 矽卡岩型矿床的类型和特征 

 

第六章 热液矿床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理解并掌握热液矿床的形成作用、主要

的热液矿床类型及典型矿床，重点掌握岩浆

矿床的形成条件及基本特征。 

第一节 热液矿床形成的地质条件 

第二节 热液矿床的成因类型及特征 

 

第七章 火山成因矿床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理解并掌握火山成因矿床的形成作用、

主要的火山成因矿床类型及典型矿床，重点

掌握岩浆矿床的形成条件及基本特征。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火山成矿作用及火山成因矿床的分

类 

第三节 各类火山成因矿床的特点和实例 

第八章 风化矿床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了解风化成矿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及类

型，理解风化矿床的形成条件，掌握风化矿

床的成因分类、矿床基本特征，重点掌握风

化矿床的主要类型、金属硫化物矿床的表生

氧化及次生富集作用。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风化矿床的形成条件 

第三节 风化矿床的成因类型及矿床实例 

第四节 金属硫化物矿床的表生变化及次生

富集作用 

第九章 沉积矿床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沉积矿床的理论意

义及工业意义，理解主要沉积矿床的控矿条

件、形成作用，掌握沉积矿床不同亚类的概

念、基本特征、矿床类型。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机械沉积矿床 

第三节 蒸发沉积矿床 

第四节 胶体化学沉积矿床 



 

 第五节 生物化学沉积矿床 

第十章 可燃有机岩矿床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可燃有机岩矿床的

理论意义及工业意义，理解主要可燃有机岩

矿床的控矿条件、形成作用，掌握可燃有机

岩矿床基本特征、矿床类型。 

第一节 煤矿床 

第二节 油页岩 

第三节 石油和天然气 

第四节 天然气水合物 

 

第十一章 变质矿床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了解变质成矿作用的控制因素及变质成

矿作用的主要类型，理解受变质矿床和变成

矿床的形成作用，掌握变质矿床的成因分类、

基本特征、主要矿产及典型矿例。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变质矿床形成条件 

第三节 变质成矿作用 

第四节 变质矿床的成因类型及矿床实例 

第十二章 控矿条件与成矿规律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内容 

了解控制矿床形成的主要地质、地球化

学条件，理解不同条件对矿床的控制作用，

掌握矿床在时间、空间上的一般分布规律及

其主要控制因素，重点理解并掌握有关成矿

规律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控矿条件 

第二节 成矿规律 

 

4、实践教学环节 

（1）实验目的与任务 

实习课是矿床学的重要教学环节。学生通过对典型矿床实例的系统观察和综

合分析，掌握不同成因类型矿床的控矿条件、地质特征，学会研究矿床成因的不

同方法、手段。在巩固理论课所学知识的同时，使学生的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能力得到系统提高。 

（2）实验教学基本要求 

1）以实例教学为主要手段。每类矿床成因类型至少系统解剖一个典型矿床。 

2）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核心。通过典型图件分析、岩矿石标本观察和显

微镜下鉴定等不同环节，使学生学会并掌握矿床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手段。 

3）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实验教学是本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

与理论教学互相促进，二者相辅相成。应着重培养学生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指导对具体矿床的研究，同时通过具体矿床的研究，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

理解。 



 

4）通过课堂讨论、编写实验报告、课堂和课后答疑等多种形式，随时了解

学生对本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5、教学实施建议 

在教学活动的安排上，重视学习任务与活动设计，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

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能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手段开展学生的学习活动，积极开

展案例式、混合式、探究式等多种教学模式的学习，活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在线

异步讨论、笔记、信息提醒、测验、教师答疑、作业、同伴互评、线下讨论、问

卷、实时讨论和一对一辅导。同时根据课程特点建立多元化学习评价体系，探索

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评价模式，有明确合理的课程整体

评价策略和各学习周、知识单元的评价策略，包括完成课程学习必须的各项学习

活动的数量及评分的标准等。评价类型包括但不限于随堂小测验、单元测验、单

元作业、讨论、调查、线下考试、期末考试和作业，原则上每个一级单元至少有

一份习题作业及师生互动讨论。 

6、相关参考规范 

①陈洪冶,李立志,李雪梅,等.《矿床学》.北京:地质出版社,2007. 

②李立志,陈洪冶,等.《矿床学实习指导书》.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 

③翟裕生 ,姚书振 ,蔡克勤,等.《矿床学》.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 

④姚凤良,孙丰月,等.《矿床学教程》.北京:地质出版社,2006. 

⑤薛春纪,祁思敬,隗合明,等.《基础矿床学》.北京:地质出版社,2006. 

⑥袁见齐,朱上庆,翟裕生,等.《矿床学》.北京:地质出版社,1985. 

 

（6）《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方法》课程标准 

一、课程概述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方法》是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

核心课程，本课程内容主要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任务、工作步骤、主要内容和

及工作方法。教学中对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通过后续的实习实训使学生将先前

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课程将教学模式与真实的工作任务融入 

http://www.cgl.org.cn/auto/db/search.aspx?db=1002&agfi=0&cls=0&uni=False&cid=0&showgp=False&prec=False&md=93&pd=6&msd=93&psd=6&mdd=93&pdd=6&count=10&wrd=%e7%bf%9f%e8%a3%95%e7%94%9f+
http://www.cgl.org.cn/auto/db/search.aspx?db=1002&agfi=0&cls=0&uni=False&cid=0&showgp=False&prec=False&md=93&pd=6&msd=93&psd=6&mdd=93&pdd=6&count=10&wrd=+%e5%a7%9a%e4%b9%a6%e6%8c%af+
http://www.cgl.org.cn/auto/db/search.aspx?db=1002&agfi=0&cls=0&uni=False&cid=0&showgp=False&prec=False&md=93&pd=6&msd=93&psd=6&mdd=93&pdd=6&count=10&wrd=+%e8%94%a1%e5%85%8b%e5%8b%a4
http://www.cgl.org.cn/auto/db/search.aspx?db=1002&agfi=0&cls=0&uni=False&cid=0&showgp=False&prec=False&md=93&pd=6&msd=93&psd=6&mdd=93&pdd=6&count=10&wrd=%e8%96%9b%e6%98%a5%e7%ba%aa
http://www.cgl.org.cn/auto/db/search.aspx?db=1002&agfi=0&cls=0&uni=False&cid=0&showgp=False&prec=False&md=93&pd=6&msd=93&psd=6&mdd=93&pdd=6&count=10&wrd=+%e7%a5%81%e6%80%9d%e6%95%ac+
http://www.cgl.org.cn/auto/db/search.aspx?db=1002&agfi=0&cls=0&uni=False&cid=0&showgp=False&prec=False&md=93&pd=6&msd=93&psd=6&mdd=93&pdd=6&count=10&wrd=+%e7%a5%81%e6%80%9d%e6%95%ac+


 

“教、学、做”一体化的情境教学中，使学生通过真实工作实践积累解决实际问题

的工作经验，在目标管理的自我设计和管理过程中，获得进行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发展职业关键能力，使学生从初学者成长为

有能力的地质调查人才。 

二、课程培养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对野外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的目的、任务、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及相关规范有全面了解，将不同的理论课程进行综合，为地质调查实习

作铺垫，形成对岗位基础工作性质的轮廓性认识，为培养学生基本职业能力打下

基础。 

具体知识目标如下： 

（1） 了解区域地质调查的基本概念、工作目的 

（2） 了解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基本准则 

（3） 了解地层剖面测制方法，初步掌握剖面资料编绘方法 

（4） 了解不同岩类野外调查工作方法 

（5） 掌握野外地质调查规则规范 

（6） 了解地质调查质量控制 

（二）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收集信息能力、制定工作计划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独立学习

新技术、新方法的能力、评估总结工作结果的方法能力；培养学生沟通能力、组

织协调能力；公共关系能力、社会责任心、职业道德、环境意识等社会能力；培

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三）能力目标 

（1） 野外地质资料收集能力 

（2） 地质填图基本能力 

（3） 地质资料整理能力 

（4） 地质图件编制能力 



 

三、教学实施建议 

（一）推荐教材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方法》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资源勘查类专业“十一五”

规划教材。主编：周仁元、赵得思、郝福江。地质出版社。 

本书围绕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及学生应具备的能力，注重教材的科学性和先

进行，突出教材的实用性，注重专业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理论与实践

有机地结合。  

（二）教学参考资料 

1. 《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1：50000）》，中国地质调查局，2019； 

2．《区域地质图例》（GB/T958-2015），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5； 

3. 《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1：50000）》，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

1997； 

4.《嵩山地质实习指南》程胜利等，地质出版社，2008； 

5.《区域地质调查导论》李永军等，地质出版社，2014； 

（三）教师素质要求 

1．教学团队规模要达到 1-2 名（其中包括现场实训指导教师），所有任课

教师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时具有 5 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 

2．课程负责人 

了解本门课程的应用情况和最新的科技动态情况；了解本校毕业生在就业岗

位上的工作情况，及时反馈相关意见；不断学习和探索本门课程的教学理论和方

法，努力并争创本门课程的教学在省内乃至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 

（四） 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分以下三个方面，各教学环节的要求如下： 

1． 理论教学要求 

该课程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门课程，教学需要完整地反应区域地质调

查全过程，对工作阶段进行清晰划分，将已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融合，教学中需要

引入实例，让学生体会地质调查的本质。 



 

2． 实践教学要求 

本课程安排 18 学时的课程教学实习，实习内容围绕地质调查阶段对应的室

内资料整理部分。教学中注意国标的使用，注意内容与新规范吻合，使用生产过

程中的表格，保证与生产的零距离，教学中加强示范。 

3． 作业要求 

作业内容包括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包括基础资料整理，包括模拟综合图件编

制，与实际生产结合较紧密，教学需要加强对作业的点评，使学时熟练掌握野外

要求。 

4． 教学硬件配置 

序号 名称 基本配置 

1 地质实验室 

具有满足 50 人以上学习。三角板，量角器，厘米方格

纸，透明纸，实验演示仪，教学演示图，各种地质实

习图件等。 

2 多媒体教室 配备一套多媒体教学用设备。 

（五）课程考核方式与标准 

课程得考核兼顾期末考试与平时成绩们包括课堂、作业、实验等所占比例不

低于 50%，期末考试以闭卷为主，题目的设计尽可能避免片面强调对书本知识的

死记硬背，重点检验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学生应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考核要求见表。 

（7）《固体矿产勘查》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固体矿产勘查》是高职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专业和矿山地质专业一门重要

的专业核心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基本技能课程。 

本课程通过课堂教学掌握矿产勘查的基本理论知识，在后续的野外地质实习

过程中，通过野外综合地质工作，掌握矿产勘查的准备、实施、总结等地质工作

操作技术。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及野外实习过程中积累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

获得矿产勘查岗位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发展职业关键能力，使学

生从初学者成长为有能力的固体矿产勘查所需岗位人才。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知识目标 

①掌握勘查阶段的划分，及各勘查阶段的任务和内容； 

②掌握矿产勘查技术方法的种类，及各种矿产勘查技术方法的应用范围； 

③掌握勘查工程间距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④掌握勘查工程布置的基本原则及总体布置形式； 

⑤掌握勘查工程的选择原则、设计、施工顺序和施工管理； 

⑥掌握探槽、浅井、坑道、钻孔原始地质编录的编录步骤； 

⑦掌握各种矿产取样的采集方法及样品间距的确定方法； 

⑧掌握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及估算方法。 

2）能力目标 

①能够熟练掌握地质勘查《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1:50000 区

域地质调查总则》、《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等技术规范 

②能够识读地形地质图和实测地质剖面图、探槽素描图、浅井素描图、坑道

素描图、钻孔柱状图、综合柱状图等工程地质图件 

③能按任务书要求收集遥感、物探、化探、地质、矿产等相关地质资料 

④能对原始地质资料中的文字资料、图件资料、表格资料以及标本、样品等

进行分类整理 

⑤能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实测地质剖面、探槽原始地质编录、探井原始地质编

录、坑道原始地质编录、钻孔原始地质编录等野外地质工程布设 

⑥能够绘制地形地质图、实测地质剖面图、探槽素描图、浅井素描图、坑道

素描图、钻孔柱状图等地质图件 

（2）过程与方法目标 

1）课堂教学：参照教材，并合理有效地利用多媒体及各种教具模型，采用

灵活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根据实习指导

书中的内容，指导学生独立完成实习，对课程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进一步巩



 

固提高。 

2）野外综合地质实习：通过收集实习区资料，野外现场的实际操作及室内

整理等工作，使学生掌握矿产勘查的室内、外工作方法，并提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情感态度指兴趣、动机、自信、创新意志和合作精神等影响学生学习过程和

学习效果的相关因素以及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祖国意识和国际视野。保持积

极的学习态度是学习成功的关键。在教学中，不断激发并强化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引导他们逐渐将兴趣转化为稳定的学习动机，以使他们树立自信心，锻炼克服

困难的意志，认识自己学习的优势与不足，乐于与他人合作，养成和谐和健康向

上的品格。 

①通过讲解本学科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资源形势和本学科在其专业

中的地位，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 

②通过介绍本学科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国家紧张的资源形势，

以及本学科与学生工作岗位间的关系，帮助学生培养学习愿望和兴趣。 

③本课程在第四学期开设，学生面临综合地质实习。在实习过程中，地质调

查与矿产普查专业和矿山地质专业的学生主要从事的工作内容中，本课程所要讲

解的内容占有大量比例。在上课的过程中，通过讲解实习和生产的过程，让学生

明白要想胜任日后的工作，还有什么知识或技能的欠缺。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

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地质勘探工作任务的能力。同时向学生讲解勘探工作中客

观存在的艰苦条件，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为地质勘探工作奉献青春的品质。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1）课程引入 

1）固体矿产勘查的基本概念 

2）矿产勘查的性质、原则及阶段划分 

3）各勘查阶段的任务及内容 



 

重点、难点：固体矿产勘查的研究对象；勘查阶段的划分及各阶段的任务和

内容。 

（2）矿产勘查技术方法 

1）矿产勘查技术方法种类与作用 

种类：地质测量法、重砂测量法、地球化学方法、地球物理方法、遥感遥测

法、探矿工程法等。 

2）影响勘查技术方法选择的因素 

重点、难点：重砂测量的基本方法 

（3）成矿预测 

1）成矿地质背景与成矿条件 

2）成矿预测的基本理论与准则 

3）矿产预测的方法与预测各论 

重点、难点：成矿预测的基本理论、方法；不同比例尺的成矿预测的主要内

容 

（4）矿体地质研究 

1）矿体地质的概念及其研究意义 

2）矿体地质研究的基本内容 

3）矿体变化性的表征方法 

重点、难点：矿体内、外标志值的研究方法；均方差与变化系数的计算方法  

（5）勘查控制程度 

1）矿床勘查类型，矿床勘查类型确定的原则，类型划分依据及具体划分 

2）勘查工程间距确定的基本原则、方法 

重点、难点：根据 5 个划分依据对勘查类型进行具体划分；如何正确、合理

地确定工程间距 

（6）勘查工程系统 

1）勘查工程总体布置形式的勘探线、勘探网及水平勘探适用条件 

2）勘查工程设计、施工及管理 



 

3）槽、井、坑、钻编录方法及技术要求 

重点、难点：勘查工程总体布置形式，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布置勘探线和勘探

网；槽、井、坑、钻探矿工程的设计、编录 

（7）矿产取样 

1）矿产取样的种类、样品采集的方法 

2）取样间距、刻槽取样、规格的确定 

重点、难点：矿产取样的种类，各种取样的目的与意义；刻槽取样的规格确

定方法及在工程中的布置 

（8）固体矿产资源/储量估算 

1）矿产资源/储量的分类 

2）矿石质量指标与开采技术指标的种类、概念与确定方法 

3）矿产资源/储量计算时边界线的类型及圈定 

4）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确定 

5）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方法 

重点、难点：矿产资源/储量新的分类方法；矿石质量指标与开采技术指标

在资源/储量计算中的作用；矿体边界线的种类及圈定；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参数

的确定方法及常用的几种储量计算方法 

（9）矿产勘查经济 

1）矿产勘查的可行性评价及影响评价因素 

2）矿床技术经济评价，评价的基本参数 

3）宏观、微观技术经济评价 

重点、难点：矿床简单技术经济评价的方法、步骤；不同勘查阶段可行性评

价的要求程度，技术经济评价的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的获取 

4、实践教学环节 

（1）矿产勘查技术方法的选择 

通过实习，了解如何根据现有不同程度的地质资料，确定需开展何种程度的

勘查工作，根据不同勘查程度的要求，合理地选择勘查技术方法。 



 

（2）重砂成果图的编制及其异常的解释 

学习重砂找矿成因的内容和地图，掌握找矿成果图的表示方法，重砂找矿成

果图的编制，重砂找矿成果图的解释和推断。 

（3）勘查类型与勘查工程间距的确定 

根据所给某矿种矿体规模参数，矿体形态复杂程度，矿体受构造影响程度，

品位、厚度变化系数，分别确定所属类型，并赋值。根据所赋值之和确定所属勘

查类型，并运用类比法确定合理的勘查工程间距。 

（4）勘查工程设计 

根据矿床勘查任务、矿床地质特征和地貌等因素，进行勘查设计。编制勘查

设计剖面图和勘查工程布置平面图。 

（5）野外综合地质实习   

1）实测地质剖面的选择原则和野外施工方法；编制实测地质剖面图 

2）地质填图的填图原则及填图方法；填图地质点的描述 

3）探槽原始地质编录的操作方法和绘图步骤；绘制探槽素描图 

4）浅井原始地质编录的操作方法和绘图步骤；绘制浅井素描图 

5）钻孔原始地质编录的操作方法和绘图步骤；回次采取率、换层深度、分

层采取率的计算；残留岩心的处理原则；钻孔原始编录表格填写；绘制钻孔柱状

图 

6）矿产取样的种类和方法；各种样品测试的目的 

重点、难点：各种原始地质编录的操作方法和绘图步骤；矿产取样的种类和

方法；各种样品测试的目的。 

（6）矿产勘查资料综合整理 

1）绘制勘探线剖面图 

2）圈定矿体 

3）特高品位的确定及处理原则 

4）储量计算相关图件和表格制作 



 

重点、难点：如何圈定矿体；绘制勘探线剖面图和储量计算投影图；制作储

量计算表格 

5、教学实施建议 

用多媒体及各种教具模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入理解专业内容，掌握

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通过室内实践教学，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老师的

指导下，独立完成实习内容，从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为野外实践及

以后的顶岗实习工作做充分准备。 

野外综合地质实习，让学生在真正的生产环境中，练习操作各项技能，开拓

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职业素养。 

6、相关参考规范 

（1）《固体矿产勘查技术》，杨云保，唐永虎，徐惠长 主编，地质出版社，

2007.7 

（2）《固体矿产勘查技术实习指导》，杨云保，亓春英，唐永虎 主编，地质

出版社 2009.8 

（3）《矿产勘查学》，叶松青，李守义 主编，地质出版社，2011.6 

（4）《矿产勘查理论与方法》，赵鹏大 主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6.5 

（8）《地球化学探矿》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地球化学探矿》是地质学和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任务是在

阐明地球化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主要的地球化学勘查方法

的基本原理、方法技术、应用条件、勘查效果、数据整理、图件编制和地球化学

异常的解释评价，使学生在今后矿产勘查的工作中能较好地运用勘查地球化学的

知识进行找矿预测。 本课程的总学时 40 学时，理论教学 28 学时，实验课 12

学时。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能够系统掌握地球化学探矿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原理；熟悉各地球化学探矿

http://book.jd.com/publish/天津大学出版社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天津大学出版社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天津大学出版社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天津大学出版社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天津大学出版社_1.html


 

方法和应用条件；熟悉地球化学探矿方法试验研究；了解元素分析方法和数据质

量评估；掌握多元素分析数据处理和地球化学制图；掌握多元信息的筛选、异常

圈定、异常解释推断，异常检查评价；了解化探项目设计书的编写。 

（2）过程与方法目标 

本门课程的理论部分涉及到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特别是地球

化学基本原理等内容。对于这些内容，学生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略有接触，在授

课过程中应与本课程内容有机结合，有些知识点应地加以强化。而对于学生比较

陌生的地球化学有关基础理论，相对较难，考虑到学生实际的知识储备，可以择

重要的内容讲解。 

本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在方法的具体应用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结合现有

找矿实例，设身处地地学习分析各矿区地质地球化学条件，学习他人如何根据实

际选择适当的化探方法，如何选择合适的指示元素，如何实施工程项目以及如何

进行数据处理，如何编制地球化学图件和编写报告。 

在条件允许时，可考虑安排野外实习，以训练野外化探定点、采样、制样、

送样以及编制化探实际材料图等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在本课程教学中，应不断激发并强化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引导他们逐渐将兴

趣转化为稳定的学习动机，以使他们树立自信心，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认识自

己学习的优势与不足，乐于与他人合作，养成和谐和健康向上的品格。 

1.通过讲解本学科地质找矿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我国的资源形势和本

学科在其专业中的地位，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增强学习动力。 

2.通过介绍本学科的中外发展历程，重点介绍化探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的

重大作用，分析我国矿产资源储备和利用现状，培养学生热爱化探事业的热情；

通过介绍我国地球化学找矿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专家的敬业精神和丰功

伟绩，激发学生努力拼搏，刻苦学习的精神，进而培养学生为国家的地质事业奉

献终身的精神。 

3.在上课的过程中，通过介绍化探项目的立项及实施流程，使学生对于化探



 

工作有个全面的了解，增强知识的系统性和概括性，同时，通过了解化探工作各

个环节的衔接，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有条件时，通过野外实习，使学

生亲历化探工作的艰辛，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为地质勘探工作奉献青春的品质。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第一章 绪论 

重点掌握：阐明地球化学找矿方法（化探），

也叫勘查地球化学，是地球化学的分支学

科之一，属于应用地球化学范畴。 

基本掌握：学科特点、

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

方法。 

 

基本了解：地球化学找矿

学科发展历史；本学科研

究现状及发展动向。 

第二章 地壳中元素的分布和迁移 

重点掌握：元素的空间分布和分配，地壳

中元素的分布与分配特征；地壳元素丰度

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找矿中的应用。 

基本掌握：元素的存在

形式和元素的迁移及

其实质。 

基本了解：元素的共生组

合规律，元素的地球化学

分类，成岩、成矿元素的

典型组合特征。 

第三章 地球化学找矿标志   

重点掌握：地球化学背景和异常的概念；

异常的分类；异常与背景的关系。 

基本掌握：地球化学找

矿标志、指示元素的概

念和分类； 

基本了解：指示元素的选

择原则和方法。 

第四章 地球化学找矿方法   

重点掌握：岩石地球化学找矿、土壤地球

化学找矿和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找矿的原

理、应用条件和野外工作方法。 

基本掌握：原生晕、次

生分散晕、分散流的形

成过程以及特点。 

基本了解：水文地球化学

找矿、气体地球化学找矿

和生物地球化学找矿的

原理和应用。 

第五章 地球化学找矿野外工作方法   

重点掌握：地球化学找矿工作程序；工作

设计的内容；异常类别的划分 

 

基本掌握：地球化学找

矿方法的选择及指示

元素的选择原则和方

法。 

基本了解：采样布局；各

种化探手段的野外采样

方法。 

第六章 地球化学找矿样品的分析测试技

术 

  

重点掌握：化探样品的分析技术要求，样

品加工注意事项。 

基本掌握：常用分析方

法的基本类型和原理

和特点。 

基本了解：样品分析质量

监控的方法。 

第七章 地球化学资料整理与异常的解释

与评价 

  

重点掌握：背景值与异常界限的确定，原

始数据图、等值线图、地球化学剖面图等

的制作。 

基本掌握：异常的筛选

与评序；异常检查的方

法。 

基本了解：异常的评价与

查证。 

 



 

4、实践教学环节 

4.1 室内实训 

（1）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采样布点；  

（2）化探分析数据的质量评价；  

（3）地球化学背景及异常下限的确定；  

（4）地球化学制图；  

4.野外实训 

（1）有条件时，可在我院野外实习区选择一个适于化探的区域进行主要的化

探方法实习。重点训练野外化探布样、采样、定点、样品初步处理等工作方法。 

（2）采用与生产单位合作进行化探生产实习。 

5、教学实施建议 

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中高职学生的特点，在教学中，对化探基本

理论、主要化探方法、职业技能（包括野外工作方法与室内数据处理、作图）等

主要教学内容重点讲解，并进行模拟实训。 

在串讲内容的引导下，鼓励和引导进行学生自主学习，倡导利用相关网络学

习资源。鼓励学生利用校外实训或顶岗实习机会，积极投身野外化探工作实践，

突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教师应在方法原理讲授的基础上进行应用实例剖析，以加深记忆和深透理解，

真正学会使用所讲的方法技术。 

6、相关参考规范 

①蒋敬业主编.《应用地球化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6.  

②王崇云等编.《地球化学找矿基础》，北京：地质出版社，1987.  

③阮天键、朱有光编.《地球化学找矿》，北京：地质出版社，1985.  

④韩吟文、马振东主编.《地球化学》，北京：地质出版社，2003.  

⑤谢学锦主编.《区域地质调查野外工作方法（第四分册）区域化探》，地

质出版社，1979. 

⑥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符号（GB/T14839-1993） . 



 

⑦地球化学勘查术语（1∶200000）（GB /T14496-1993）. 

⑧地球化学勘查图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DZ/T0075-1993）.  

⑨地球化学普查规范（1∶50000）（DZ/T0011-91）. 

⑩区域地球化学勘查规范（DZ/T0167-2006）岩石地球化学测量技术规程

（DZ/T0248-2006）.  

⑪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规范（DZ/T0145-94）. 

（9）《古生物及地史学》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本课程主要讲授主要古生物门类及几类微体化石的特征、生态与地层意义，

地层划分对比的基本方法。配合理论传授，安排室内实验，其目的是为后继课程

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让学生初步具备从事有关生产和科研的实际工作能力。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古生物化石的形成条件、保存类型及其

用途，各主要古生物门类的结构构造特征及地层、生态意义，熟悉几类微体化石

（有孔虫、牙形石、孢粉、轮藻、介形虫等）的基本特征及地层、生态意义。要

求学生掌握层状岩石的形成顺序和年代关系，掌握岩层的形状、分布、岩性成分、

化石内容以及环境、形成方式和地质历史解释，具体的讲偏重地层划分和对比、

地层剖面的描述、几种常用地层单位及划分对比方法。 

（2）过程与方法目标 

   本课程主要讲授本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各主要古生物门

类及几类微体化石的特征、生态与地层意义，地层划分对比的基本方法。配合理

论传授，安排室内实验，其目的是为后继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让学生初

步具备从事有关生产和科研的实际工作能力。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讲解本学科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资源形势和本学科在其专业中

的地位，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 



 

通过介绍本学科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国家紧张的资源形势，

以及本学科与学生工作岗位间的关系，帮助学生培养学习愿望和兴趣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一）理论教学 

第一部分 古生物学 

绪论（4 学时） 

    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化石的基本概念，化石保存类型、形成过

程，化石记录的不完备性，原地埋藏和异地埋藏；古生物的主要类型、分类单位

及命名法则；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古生物学资料的利用；古生物学的发展史及现

状。 

    掌握化石的基本概念；了解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熟悉化石保存

类型、形成过程；熟悉古生物的主要类型、分类单位及命名法则；熟悉生物与环

境的关系；熟悉古生物学资料的利用；了解古生物学的发展史及现状。重点是化

石保存类型及形成过程；难点是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第一章  古无脊椎动物（10 学时） 

古无脊椎动物的一般特征，腔肠动物门（四射珊瑚、横板珊瑚）、软体动物

门（腹足纲、双壳纲、头足纲）、节肢动物门（三叶虫）、腕足动物门、笔石类、

棘皮动物门的主要结构构造特征、生态及地史分布，各门类的显微构造特征。 

    重点掌握腔肠动物门（四射珊瑚、横板珊瑚）、软体动物门（腹足纲、双壳

纲、头足纲）、节肢动物门（三叶虫）、腕足动物门、笔石类、棘皮动物门的主要

结构构造特征，熟悉其生态及地史分布，了解其显微构造特征。难点是各门类生

物构造特征与生态的关系。 

第二章  古植物（4 学时） 

古植物的一般特征，分类；高等植物的各器官形态和结构，古高等植物的分

类；高等植物主要化石门类（蕨类、裸子和被子植物）的主要特征和地史分布；

植物的演化阶段。 

熟悉高等植物的各器官形态和结构，了解古植物的分类；熟悉高等植物主要



 

化石门类（蕨类、裸子和被子植物）的主要特征；熟悉植物的演化阶段。重点是

各高等植物化石门类的主要特征；难点是植物的演化阶段。 

第三章  微体化石（6 学时） 

微体化石的一般特征，处理研究方法和用途；蜓、有孔虫、牙形石、介形虫、

叶肢介的形态结构特征、生态和地史分布。孢粉、轮藻的形态结构特征及研究方

法和意义。 

重点掌握蜓、有孔虫、牙形石、介形虫、叶肢介的形态结构特征、生态和地

史分布。熟悉孢粉、轮藻的形态结构特征及研究方法和意义，熟悉各主要门类的

生态和地史分布；了解微体化石的处理和研究方法。难点是微体化石的地史分布

及研究意义。 

第二部分  地层学 

绪论（1 学时） 

    地层学的研究内容及任务，地层学发展简史和研究现状，地层和岩层的基本

概念、特征。 

    重点掌握地层和岩层的基本概念和区别，熟悉地层学的研究内容及任务，了

解地层学发展简史和研究现状。 

第一章  地层分类体系及地质年代（4 学时） 

当代地层分类体系的由来和演变，岩石地层单位、生物地层单位、年代地层

单位和地质年代表；地层层型的含义。 

了解当代地层分类体系的由来和演变，重点掌握岩石地层单位、生物地层单

位、年代地层单位和地质年代表；了解地层层型的含义。难点是生物地层单位和

地质年代表。 

第二章  地层划分对比的沉积学方法及原理（6 学时） 

沉积作用（垂向加积、侧向加积）、海进、海退与地层的形成，地层划分对

比的含义和方法，熟悉地层特征、地层结构与岩石地层划分对比，事件沉积与地

层划分对比。 

重点掌握地层划分对比的含义和方法，地层特征、地层结构与岩石地层划分



 

对比，熟悉沉积作用（垂向加积、侧向加积）、海进、海退与地层的形成，熟悉

事件沉积与地层划分对比。难点是地层的形成。 

第三章  生物地层学的基本原理及方法（3 学时） 

    生物地层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在地层划分对比中的应用。 

    重点掌握生物地层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在地层划分对比中的应用。难

点是生物地层学方法。 

第四章  地层学的其他方法和原理（3 学时） 

生态地层学、事件地层学、磁性地层学、定量地层学、构造地层学、层序地

层学等的基本内容、原理和方法。 

重点熟悉事件地层学、磁性地层学、构造地层学、层序地层学等的基本内容、

原理和方法。了解生态地层学、定量地层学、层序地层学等的基本内容、原理和

方法。难点是磁性地层学的基本内容、原理和方法 

第五章  中国区域地层的基本特征（7 学时） 

地层沉积类型与大地构造背景的关系，地层分区的原则和依据、等级和特点，

中国各地层的区域地层特点。 

重点熟悉地层沉积类型与大地构造背景的关系，地层分区的原则和依据、等

级和特点，了解中国各地层区的区域地层特点。难点是中国各地层区的区域地层

特点。 

4、实践教学环节 

必开实验 

1、实验项目名称：珊瑚类、腕足动物、三叶虫         2 学时   验证型 

实验目的：通过实习，掌握四射珊瑚、横板珊瑚、腕足动物、三叶虫的硬体

主要构造，学会鉴定方法；掌握各代表属的主要构造特征及地质时代，了解

其生活环境及地层意义。 

实验设备：放大镜、化石标本、模型 

消耗材料：化石标本 

2、实验项目名称：双壳纲、头足纲、笔石类           2 学时   验证型 



 

实验目的：掌握双壳纲、头足纲、笔石类的外形和主要硬体构造，学会鉴定

方法；掌握各代表属的主要构造特征及地质时代，了解其生活环境及地层意义。 

实验设备：放大镜、化石标本、模型 

消耗材料：化石标本 

3、实验项目名称：古植物                           2 学时   验证型 

实验目的：掌握古植物各门类主要特征，掌握主要化石代表属的特征及地质

时代。 

实验设备：放大镜、大植物化石标本 

消耗材料：化石标本 

4、实验项目名称：蜓、有孔虫、牙形石                2 学时   验证型 

实验目的：掌握这三类化石的形态和构造特征，学会鉴定方法。掌握主要化

石代表属的特征及地质时代。 

实验设备：生物显微镜、体视显微镜、放大镜、化石标本、模型、幻灯片、

幻灯机、投影机。 

消耗材料：化石标本 

选作实验 

1、实验项目名称：地层划分和对比及地层单位的确定    2 学时   综合型 

实验目的：通过对一个地区地层剖面进行地层划分并确定地层单位，学会和

深入理解地层划分的方法，掌握对不同地区进行地层对比的方法。 

实验设备：三峡地区地层柱状图以及多个地区同时代地层柱状图 

消耗材料：化石标本 

2、实验项目名称：不同地层区地层特征的识别          2 学时   综合型 

实验目的：通过总结掌握中国东部华北地台、扬子地台、东南地槽区早古生代

的地层特征。 

实验设备：三个地区的地层资料  

消耗材料：化石标本 

选修实验 



 

1、实验项目名称：孢粉、介形虫、叶肢介              2 学时   验证型 

实验目的：掌握这三类化石的形态和构造特征。 

实验设备：生物显微镜、体视显微镜、放大镜、化石标本、模型、幻灯片、

幻灯机 

消耗材料：化石标本 

2、实验项目名称：主要沉积环境及常见岩相类型的识别   2 学时  综合型 

实验目的：观察了解一些常见岩相类型的识别标志，学习岩相分析的方法。 

实验设备：不同环境的化石、岩石、矿物、沉积构造，放大镜  

消耗材料：化石标本 

5、教学实施建议 

本课程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在掌握基本的课程概念和原理的基础上进行

相应的实践教学。古生物地史课程与学生日常生活距离较远，学生很难将抽象化

的知识联系到具体实践，因此教学中应多让学生对照模型进行学习，不具备条件

的多采用视频和图片教学。 

6、相关参考规范 

（一）教材 

[1] 罗增智，肖松，王立新主编，《古生物地史学》，地质出版社，2007  

（二）参考书 

[1] 何心一，徐桂荣，《古生物学教程》，地质出版社，1993  

    [2] 张永辂，刘冠邦，《古生物学》，地质出版社，1988  

[3] 魏沐潮，《微体古生物学简明教程》，地质出版社，1990  

    [4] 吴瑞棠，王治平，《地层学原理及方法》，地质出版社，1994  

    [5] 吴瑞棠，张守信，《现代地层学》，地质出版社，1989  

（10）《采选概论》课程标准 

1、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专业的指定选修课。该课程包括采矿概论和选

矿概论两部分，通过该课程学习，了解采矿和选矿的基本内容；选用教材《采选



 

概论》任飞，赵兴东，郝志贤主编，地质出版社，2009。  

2、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采矿和露天开采的基本概念、矿床开拓设计

以及凿岩爆破的基本知识，掌握井巷设计和采矿的基本方法。理解破碎与筛分、

磨矿与分级以及各种选矿方法。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清楚采矿、选矿的生产过程，掌握井上、井

下作业的操作事项，为学生从事矿山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情感态度指兴趣、动机、自信、创新意志和合作精神等影响学生学习过程和

学习效果的相关因素以及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祖国意识和国际视野。保持积

极的学习态度是学习成功的关键。在教学中，不断激发并强化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引导他们逐渐将兴趣转化为稳定的学习动机，以使他们树立自信心，锻炼克服

困难的意志，认识自己学习的优势与不足，乐于与他人合作，养成和谐和健康向

上的品格。 

①.通过讲解本学科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资源形势和本学科在其专

业中的地位，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 

②.通过介绍本学科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国家紧张的资源形

势，以及本学科与学生工作岗位间的关系，帮助学生培养学习愿望和兴趣 

③.本课程在第四学期开设，学生面临生产工艺实习。在实习过程中，金属

矿产地质与勘查技术专业的学生主要从事的工作内容中，本课程所要讲解的内容

占有大量比例。在上课的过程中，通过讲解实习和生产的过程，让学生明白要想

胜任日后的工作，还有什么知识或技能的欠缺。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与他人合

作，共同完成矿产采选工作任务的能力。同时向学生讲解矿产采选工作中客观存

在的艰苦条件，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为矿产采选工作奉献青春的品质。 

 



 

3、课程内容标准和要求 

（一）金属矿床地下开采基本知识 

1．内容及要求： 

（1）矿石及其种类，矿石和围岩的性质，矿体分类 

（2）开采单元的划分和矿床的开采顺序 

（3）矿床开采四个步骤（开拓、采准、切割、回采）的定义、内

容 

（4）矿石损失、贫化的概念及其产生的原因 

了解矿石及其种类、废石的概念，矿石和围岩的物理力学性质；

重点掌握损失贫化率，阶段、矿块和盘区、采区的概念以及矿床

开采顺序。 

2．重点：矿床开

采的基本概念，矿

床开拓、采准、切

割与回收 4 个步

骤，矿石损失贫化

的概念。 

 

 

3．难点：矿

床开拓、采

准、切割和

回收 4 个步

骤。 

（二）井巷平面设计 

1．内容及要求： 

（1）阶段平面开拓设计：开拓系统巷道和开拓方法的分类、矿床

开拓的方法 

（2）开拓方式分类以及其各自的适用条件、特点和布置方案 

（3）井底车场硐室组成及其布置形式 

（4）凿岩的机理，单个药包爆破、两个自由面情况下爆破、多排

成组药包齐发爆破作用分析 

（5）井巷断面设计：平巷断面形状及尺寸设计、竖井井筒断面设

计 

（6）天井掘进的方法，普通法、吊罐法掘进天井的特点及适应条

件 

（7）斜井挖掘的特点，斜井井筒断面的布置，斜井施工应注意的

事项 

了解阶段平面开拓设计、凿岩爆破、井底车场、平巷竖井、

天井以及斜井的基本概念；掌握爆破机理、井底车场布设、平巷

和竖井断面设计程序、天井掘进方法。 

2．重点：平面开

拓设计、井底车场

硐室的组成及布

置形式、凿岩机

理、爆破漏斗的形

成过程、平巷（竖

井）断面设计、普

通法及吊罐法掘

进天井的特点、斜

井施工应注意的

事项。 

 

3．难点：平

巷（竖井）

断面设计。 

 

（三）地下采矿方法 

1．内容及要求： 

（1）采矿的方法及分类 

（2）空场采矿法中房柱法、浅孔留矿法、分段采矿法的特点及适

用条件 

（3）充填采矿法的分类及各自的特点与适应条件 

（4）崩落采矿法分类及各自的特点与适应条件 

（5）矿柱回采方法、采空区的处理方法 

了解采矿方法的分类及三大采矿方法的特点；掌握房柱法、

浅孔留矿法、分段凿岩阶段矿方法、水砂充填法、无底柱分段崩

落法等典型采矿方法的采准、切割、回采工艺，了解其适用条件

和评价。 

2．重点：各种采

矿方法的区别及

其采准、切割工

作、回采工艺过

程。 

 

3.难点：各

种采矿方法

的区别及其

采准、切割

工作。回采

工艺过程。 

 

（四）露天开采简介  

内容及要求： 

（1）露天开采常用术语，露天开采程序 

（2）露天生产工艺：穿爆工作、采装工作、运输工作、排土工作

的简单介绍 

掌握露天开采的常用名词术语及露天开采工艺过程；了解露

  



 

天开采的开拓方法及露天开采境界中有关剥采比的概念。 

选矿概述  

内容及要求： 

（1）选矿的基本概念，岩石、矿物、矿石、有用矿物、脉石矿物、

矿产、原矿、精矿、尾矿、中矿、选煤的基本认知 

（2）选矿与地质、采矿的关系 

（3）选矿的基本过程和常用指标 

了解选矿的概念，选矿与地质和采矿的关系，选矿的基本过

程和常用技术指标。 

  

（六）破碎与筛分 

1．内容及要求： 

（1）破碎在选矿中的作用以及破碎方法，筛分在选矿中的作用及

其类型 

（2）颚式破碎机、旋回破碎机、圆锥破碎机、液压破碎机结构、

工作原理 

（3）破碎的影响因素、破碎机生产率计算，筛分的影响因素、筛

分机生产率计算 

了解破碎与筛分的作用以及选厂所用的破碎与筛分的设备；

了解颚式破碎机、旋回破碎机、圆锥破碎机、液压破碎机的结构

和工作原理。 

2．重点：破碎与

筛分在选矿中的

作用。 

 

3．难点：破

碎与筛分在

选矿中的作

用。 

 

（七）磨矿与分级 

1．内容及要求： 

（1）磨矿与分级的概念与原理 

（2）磨球机、螺旋分级机、水力旋流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3）磨矿与分级的影响因素 

了解磨矿与分级的概念与原理，磨矿与分级设备的类型与结

构；了解磨矿与分级的影响因素；了解磨矿与分级在选矿中的作

用及应用范围，掌握影响磨矿与分级效果的操作要点。 

2．重点：磨矿与

分级的概念、原

理、作用。 

 

3．难点：磨

矿与分级的

原理。 

 

（八）磁电选矿与重力选矿 

1．内容及要求： 

（1）磁选的概述，强磁性矿物与弱磁性矿物的磁性，弱磁选机和

强磁选机的特点、应用范围 

（2）重力选矿的概述，跳汰、溜槽和摇床的工作原理 

了解磁电选矿的基本原理及矿物的磁性；了解跳汰、溜槽和

摇床的工作原理。 

  

（九）浮游选矿 

1．内容及要求： 

（1）浮游选矿的概述，浮游选矿的原理，矿物润滑性与可浮性的

关系 

（2）浮选药剂捕收剂、起泡剂、调整剂的名称、种类、性质、药

效 

（3）浮选机的种类、特点与应用 

了解浮选的基本原理，熟悉各种浮选药剂的名称、化学分子

式和作用；掌握各种浮选机的类型、结构和特点以及影响浮选过

程的因素。 

2．重点：浮选药

剂的种类与作用，

浮选的基本原理。 

 

 

3．难点：浮

选药剂的种

类与作用，

浮选的基本

原理。 

（十）化学选矿及其他选矿方法 

1．内容及要求： 

（1）化学选矿的概述，化学选矿的工艺过程 

（2）浸出方法按浸出剂特点的分类，常用浸出剂及其应用 

（3）手选、摩擦选矿等其他选矿方法的应用 

认识焙烧、浸出、离子交换和离子浮选在处理贫、细、杂、

难选矿石的重要性；了解手选、摩擦选矿、粒度选矿、硬度选矿、

2．重点：浸出方

法的分类。 

 

 



 

油膏选矿、磁流体分选以及矿石机械炼选等的独特作用。 

（十一）精矿脱水 

1．内容及要求： 

（1）精矿脱水的概述 

（2）脱水过程沉淀、浓缩、过滤与干燥的原理 

（3）过滤与干燥设备及操作 

了解浓缩、过滤和干燥设备的类型、结构及工作原理；了解

精矿脱水的方法。 

  

（十二）选矿厂尾矿处理 

1．内容及要求： 

（1）尾矿设施系统的组成 

（2）尾矿坝类型、尾矿输送、尾矿水净化和回水利用介绍 

了解选矿厂的尾矿处理系统，理解尾矿坝类型、尾矿输送、

尾矿水净化和回水利用等相关知识。 

  

（十三）选矿过程的取样检查与选厂金属平衡 

1．内容及要求： 

（1）选矿过程取样方法 

（2）选矿工艺过程的可检参数 

（3）选矿厂金属平衡的计算方法 

了解选矿过程的取样方法和选矿厂金属平衡的计算方法 

  

4、实践教学环节 

（1）目的与要求 

采选概论是一门包含采矿和选矿两部分内容的课程，是学生从事矿山机械维

护、操作、管理工作所要学习的一门课程。通过实践教学环节，可以使学生建立

采矿、选矿生产的空间概念，树立生产系统的模型概念，了解生产过程现状，掌

握必备的矿井生产的安全知识。同时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2）教学内容和要求 

1 采矿模型实验教学 

①实验目的 

观摩采矿教学模型，直观了解矿井开拓方式类型和施工工艺；直观了解不同

采矿方法的特点和使用条件。 

②实验/实训内容 

采矿开拓模型和开采模型观摩学习 

③实验/实训要求 

（1）认真观察矿井开拓教学模型展示的内容，结合理论知识建立起矿井立

体开拓的概念 



 

（2）认真观察采矿方法教学模型展示的内容，分析不同采矿方法的优缺点 

④注意事项 

（1）提前阅读实验指导书，熟悉教学模型功能 

（2）学习过程中不得随意触碰模型，若有操作环节需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⑤教学组织 

（1）根据本课程的实际选课人数合理分组，由实验指导教师组织观摩相关

教学模型 

（2）结合理论知识和模型展示，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对采矿开拓方式和

开采方法的发展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以谈论内容为主完成实验报告 

2 浮选实验教学 

（1）实验目的 

①熟练掌握浮选机的操作，深入理解浮游选矿的基本原理 

②掌握绘制简单的浮选流程图 

③深入理解配位、回收率、产率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2）实验/实训内容 

   适宜条件下浮选实验的简单操作 

（3）实验/实训要求 

①每组完成浮选实验操作（矿样的添加、药剂的添加、充气、刮泡、烘干制

样） 

②每组完成简单浮选流程图的绘制 

③每组根据化验得到的精矿品位和原矿品位完成对尾矿品位的推算 

（4）注意事项 

①浮选试验时请在教师指导下，正确进行浮选机操作 

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正确进行浮选药剂的添加以及烘干制样 

（5）教学组织 

①每四至六人为一组，每组由实验指导教师负责监督、指导实验以及分配实

验任务 



 

②浮选药剂的添加量提前进行计算，浮选辅助工具提前准备就绪 

③由于矿样化验需要一定的时间，根据化验得到的精矿品位和原矿品位对尾

矿品位进行推算的内容在其他时间完成 

（3）学时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时 实践内容及要求 

1 采矿模型实验 1 采矿模型观摩 

2 浮选实验 1 浮选流程操作 

总  计 2  

（4）成绩考核 

实践教学环节应进行严格的考核并评定成绩。评定成绩的主要依据是实习成

果的质量、实习的态度和完成的工作量以及在实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评

定成绩占本门课程平时成绩的 40%。 

5、教学实施建议 

本课程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在掌握基本的课程概念和原理的基础上进行

相应的实践教学。采选概论课程与学生日常生活距离较远，学生很难将抽象化的

知识联系到具体实践，因此教学中应多让学生对照模型进行学习，不具备条件的

多采用视频和图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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