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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考古勘探工作，明确考古勘探的技术操作要求，

确保工作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考古发掘管

理办法》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以探铲为主要工具的考古勘探。 

第三条  鼓励研究和应用各种无损伤探测新技术。采用无损伤

探测新技术时，应结合传统勘探手段，科学、高效地获取地下文物信

息。 

 

第二章  人员职责 

第四条  考古勘探队伍应由领队、技师、探工、测绘员、资料

员等组成。 

（一）领队职责 

1.主持考古勘探项目，制定工作计划，管理勘探队伍，组织和协

调勘探各项工作； 

2.主持编写考古勘探工作报告；  

3.及时上报安全事故； 

4.及时上报重要发现。 

（二）技师职责 

1.负责勘探单元内的相关工作； 

2.鉴别土样，研判遗迹性质及分布情况； 

3.探孔采样和登记； 

4.检查、复核探孔记录和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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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拍摄勘探影像，撰写勘探日记、勘探记录和相关遗迹单元记录

等。 

（三）探工职责 

1.负责勘探、取样和提取文物标本； 

2.初步研判土样性质； 

3.记录探孔地层堆积情况。 

（四）测绘员职责 

1.协助领队制定测绘方案； 

2.设置勘探坐标原点和测绘需要的其他控制点，建立坐标系统； 

3.采集现场数据并绘制平面矢量图。 

（五）资料员职责 

1.协助领队汇总、整理当日现场记录、探孔记录、影像记录和矢

量图等，并编号建档； 

2.负责登记、保管考古勘探中发现的文物标本； 

3.协助编写考古勘探工作报告。 

 

第三章  设备装备 

第五条   探铲 

（一）探铲是考古勘探的基本工具，可按功能分为普通铲、破障

铲和套铲三类。 

（二）用于考古勘探的普通铲和套铲，刃部直径不应超过 7 厘米。 

（三）水田、湿地、沙地等特殊土质条件下，可使用扎杆进行勘

探作业。 

第六条   测量和记录设备  

（一）测量设备可包括全站仪、RT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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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用数字化技术记录时，应配备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

移动电子设备，及时记录、存储和处理所获数据。 

第七条   人员装备  

（一）着装要求 

工作人员应统一着装，服装上应有可识别的行业标识和单位标

识。 

（二）工作证（牌） 

勘探作业时，工作人员应佩戴工作证（牌）。工作证（牌）上应

注明人员的所在单位、姓名、职务、工种等信息，并附本人照片。 

    第八条  工作标识 

（一）装备标识 

勘探装备、测绘装备、工地车辆及临时设施上应设置明确的行业

标识或单位标识。 

（二）工地标识 

考古勘探工地应设置必要的标识、围挡，说明作业区域范围、勘

探工作基本信息和危险地段等。 

 

第四章  工作流程及技术 

 

第九条   考古勘探工作一般按照计划准备、勘探作业、测绘成

图和资料汇总等工作流程进行。 

第十条   计划准备  

（一）基础资料准备 

1.搜集拟勘探区域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资料，

初步了解该区域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堆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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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选取国家统一的投影平面坐标系（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与高程基准（1985 国家高程基准）的地形图，或是当地城市坐标系

地形图。 

（2）地形图应准确反映工作区域、周边整体地形地貌、高程差

别，以及具体遗迹形状、空间位置关系等，精度一般不低于 1︰2000，

局部地形实测图精度不低于 1︰1000。 

（3）地形图与实际情况有差异时，应进行补测。 

2.绘制现场测绘图。如需现场实测地形，应符合《田野考古工作

规程》的相关规定，并满足上述精度要求。 

3.掌握拟勘探区域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4.根据拟勘探区域现场情况和历年考古成果，制定科学、详实的

工作计划，明确工作任务、技术路线、人员分工和职责、工作进度、

文物保护措施和应急预案等。考古勘探工作计划是考古勘探工作检

查、验收的重要依据。 

（二）现场踏勘 

1.领队应熟悉拟勘探区域的地形地貌，观察遗址地层断面，现场

采集遗物标本，并选择不少于 3 个点位进行试探，初步了解拟勘探区

域地层堆积情况，结合资料预判遗址性质。 

2.城墙或建筑基址等线索明确的遗迹，试探应首选已有线索区

域，便于了解和熟悉遗迹堆积情况。 

（三）确定勘探分区和勘探单元 

1.勘探分区和勘探单元是考古勘探信息管理的空间单位。 

2.勘探分区是勘探信息编号系统的基本空间单位。 

（1）为便于操作和管理，50 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或勘探项目应

进行分区。勘探分区应以地形图为基础，参照平面直角坐标系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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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或勘探区域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各勘探分区建议以 500 米

×500 米为空间单位，设立独立的编号系统。 

（2）50 万平方米以下项目可不再分区，直接选取基点，以勘探

单元为实施单位布孔勘探。 

（3）勘探分区应与遗址考古分区相一致，大遗址考古勘探工作

中，应对整个工作区域进行整体分区。 

3.勘探单元是考古勘探的最小单位，以 100 米×100 米或 50 米

×50 米为空间单位，可根据现场条件灵活设置。 

探孔布设和探孔编号应以勘探单元为单位，布孔坐标系统的纵轴

一般取正北方向，探孔编号起始点为勘探单元的西南角。 

4.勘探单元探孔布设图是勘探工作记录的工作底图，一般采用 1

︰100-1︰200 比例尺。 

5.提倡在考古勘探开始前，建立以遗址坐标系统为基础的考古地

理信息系统，作为管理考古信息的综合平台。 

（四）定点、放样、布孔 

1.定点。测绘员应向地方测绘部门申请，或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

测绘控制点，设置勘探坐标原点，构建测控系统，以保证测绘数据与

城乡规划坐标系统相对接。定点时至少需要 3 个具有三维坐标数据的

四级以上测绘控制点。 

2.放样。按照勘探坐标原点，使用测绘工具和仪器，标定出每个

勘探分区（或勘探单元）的 4 个边角。每个勘探分区（或勘探单元）

的西南角设置记号桩，用以标记该探区（或单元）的编号。 

3.布孔。按照拟定的勘探分区、勘探单元、布孔方法和勘探孔距，

使用测绘工具和仪器放样标定探孔位置，明确标识出每个勘探单元内

的待探孔位。 

（五）确定布孔方法和勘探孔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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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根据地形地势采用等距梅花状布孔法，探孔应错列分布。 

2.应尽量减少布孔数量，降低对地下文物的损害。 

3.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重点区域，可在普探基础上适当加密探孔。 

（六）人员配置要求 

1.应根据勘探分区和勘探单元内的遗迹属性与分布情况，在每个

勘探单元安排固定数量的技师。 

2.一般情况下，50 米×50 米范围的勘探单元安排 3-5 名技师；

100 米×100 米范围的勘探单元安排 7-9 名技师。技师数量可根据实

际勘探情况及时调整。 

第十一条   勘探作业 

应按照勘探工作计划，对勘探区域进行普探和重点卡探，并科学

研判提取物。探孔深度应到达原生地层，重要遗迹应尽量减少穿透式

勘探。 

（一）普探 

1.普探是在勘探区域内逐行勘探，提取土样并记录。 

2.探孔应排列规整，土样依次摆放整齐。 

3.探孔记录应包括各堆积层距离地面的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

包含物、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等。 

4.发现遗迹现象时，应现场在勘探单元探孔布设图上标注记号。 

5.探孔内文物标本采集和样品采样时，均应以探孔为出土单位登

记，采集或采样标签应填写规范。 

6.应选择最能够反映堆积特征、有利于研判遗迹单位性质的探孔

作为标准探孔。标准探孔除进行文字记录外，须现场留取图像清晰、

色彩真实的探孔土样的影像记录。 

（二）重点卡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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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现重要遗迹现象时，应进行重点卡探，进一步掌握遗迹形制，

探明堆积范围、厚度。 

2.堆积特征清楚、明确的大型夯土建筑遗迹等，应重点确认夯土

遗存，以少量探孔进行穿透式勘探，了解遗迹堆积和叠压状况。 

3.古墓葬应探至墓口，重点确定墓葬开口形状，尽量减少探孔数

量。 

4.重要遗迹应布设“十”字形排孔，了解遗迹的纵、横剖面及堆

积情况。 

5.重点卡探的所有探孔及堆积信息，均应标注在勘探单元探孔布

设图上。 

（三）遗迹研判 

1.应根据遗迹形制、土样、提取物性状等，初步分析遗迹类型、

性质，现场记录研判结果。 

2.记录内容应包括分布范围（含涉及探孔编号）、埋藏情况（距

现地表深度和开口层位）、形制结构、堆积状况（含与相关遗迹关系）、

保存状况等，绘制平、剖面图。 

3.土样中包含物或遗迹形制特征明显时，应初步判断遗迹年代。

遗迹单位确认后，应及时在勘探单元探孔布设图上标注遗迹单元的平

面形制。 

（四）遗迹编号 

经考古勘探发现、并初步确认的遗迹单位，应以勘探分区为单位

统一编号。 

（五）堆积记录 

1.勘探过程中，应做好地层堆积描述和遗迹单位记录。 

2.探孔记录应以勘探单元为单位，采用表格形式。内容应包括遗

址、年度、勘探分区、勘探单元、探孔编号、探孔三维坐标、地层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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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包括距现地表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包含物、堆积性质、

采集遗物等）等。 

3.探孔地层堆积特性的判断和描述可按照以下方式进行： 

（1）土色。描述顺序依次为土色的深浅、色调、主色。 

（2）土质。一般分为黏土和淤泥（土）。根据土中包含物颗粒

状况，又可以分为粉沙（直径小于 0.1 毫米）、细沙(直径 0.1-0.25

毫米)、粗沙(直径 0.25-2.0 毫米)、砾石/卵石（直径大于 2.0 毫米。

细砾 2-64 毫米，粗砾 64- 256 毫米）等。 

（3）致密度。判断土壤致密程度，包括疏松、较疏松、较致密、

致密等。 

判断参考标准为：疏松——非常轻易用手碾碎；较疏松——较容

易用手碾碎；较致密——需用力才能用手捻碎；致密——几乎无法用

手捻碎等。 

（六） 文物标本采集 

采集文物标本时，应以探孔为单位，准确记录文物标本被发现时

的三维坐标信息，并说明埋藏环境。 

第十二条   测绘成图  

（一）应在既有测绘系统的基础上，利用全站仪或 RTK 等测绘仪

器测量遗迹单位，并绘制平面矢量图。测绘过程中，可根据不同工作

条件，选用相应的工作仪器。 

（二）测绘控制点坐标应取自遗址三维测绘坐标系统。为确保室

内成图质量，应现场绘制草图，可使用勘探单元探孔布设图作为草图

的底图。 

（三）以勘探单元为实施单位形成的测绘图，每幅图须注明单元

坐标、图名、图号、比例、绘图者、审定者、绘图日期、图例、方向

等必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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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根据勘探单元探孔布设图，绘制遗迹平面分布图、勘探

单元堆积总剖面图。选择勘探单元堆积总剖面图的剖面位置时，应充

分考虑探孔布列，并在剖面图上标注探孔位置。 

第十三条   勘探记录 

参考《田野考古钻探记录规范》（WW/T0075-2017）。 

第十四条  检查与验收  

（一）勘探工作结束后，应由考古勘探单位向省级文物行政管理

部门提交验收申请。 

（二）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可自行组织或委托专业机构，现场

检查勘探工作进展情况，或进行项目验收。检查或验收后，省级文物

行政部门应出具检查或验收报告。 

（三）涉及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勘探工作，在验收时应参考以下

要求： 

1.勘探要求。能够了解和记录遗迹位置、范围、形制结构、堆积

状况，遗址性质和价值的研判准确、科学。 

2.记录要求。图文资料、影像记录、基础数据等齐备、规范，编

写完成考古勘探工作报告。 

3.布孔要求。一般情况下，布孔密度为 1 米×1 米梅花状孔网，

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 

4.深度要求。普探以探至生土为止。如发现遗迹，以能够确定范

围边界、遗迹表面（或开口）埋藏深度和自身堆积厚度（或深度）为

止。 

5.卡边要求。灰坑等遗迹堆积能够大致勾勒范围，墓葬和建筑基

址等重要遗迹能够准确地确定范围、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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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查或验收时发现考古勘探工作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或责任

事故的，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受委托的专业机构应现场明确整改

意见。 

考古勘探队伍应按照要求及时整改，并将整改结果报告省级文物

行政管理部门。未完成整改的，不得结项。 

第十五条   探孔回填  

验收合格后，应将所有探孔用素土或纯净沙土回填、夯实。  

 

第五章  资料管理 

第十六条   资料整理  

（一）勘探资料整理应以勘探单元为单位，包括： 

1.勘探单元日记、探孔记录、勘探单元记录、遗迹单位记录； 

2.勘探单元位置图、勘探单元遗迹平面分布图、勘探单元堆积总

剖面图、遗迹单位平剖面图、出土典型遗物图； 

3.现场工作、探孔土样和出土遗物等照片； 

4.遗迹单位登记表、测绘图登记表、影像资料登记表、采样登记

表、勘探单元归档登记表等。 

（二）每个勘探分区资料应是独立的编号系统和勘探资料集成，

包括勘探分区总日志、勘探分区总记录、测绘记录、勘探分区总图、

勘探单元分布和编号图、勘探分区遗迹编号和登记表、勘探分区归档

登记表、探区遗迹总平面图等。其中，勘探分区遗迹总平面图比例尺

不低于 1︰500，勘探单元遗迹总平面图比例尺不低于 1︰200；遗迹

单位平、剖面图比例尺要求参见《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第十七条   考古勘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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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勘探工作结束后，领队应主持编写考古勘探工作报告，

全面整理采集数据、标本、现场影像。报告由报告文本和附件两部分

组成。 

（二）报告文本，包括： 

1.遗址概况、历史沿革、历年考古工作； 

2.工作缘起、工作经过和工作方法； 

3.勘探分区/勘探单元综述等主要工作成果； 

4.初步认识、问题和建议等。 

（三）附件，包括： 

1.勘探区域位置图、勘探分区和勘探单元分布图、勘探分区遗迹

单位分布平面总图； 

2.勘探单元位置图、勘探单元遗迹分布平面图、勘探单元堆积总

剖面图、重要遗迹平剖面图等； 

3.遗迹单位登记总表，以及与遗址和勘探工作相关的影像资料

等。 

第十八条   资料存档  

（一）考古勘探工作成果应科学归类存档，形成资料库、电子数

据库等，作为考古发掘、文物影响评估、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和文物行

政审批的依据。 

（二）资料库 

应按照遗迹单位统一汇总所有勘探记录和资料整理记录，形成完

整的资料档案，并按照“遗迹单位－勘探单元－勘探分区－年度—遗

址”的顺序整理建档，形成资料库。资料库应包括： 

1.勘探分区/勘探单元资料归档登记表、勘探区域位置图、勘探

分区和勘探单元分布图、勘探分区遗迹单位分布平面总图、遗迹单位

登记总表、相关影像和登记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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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勘探单元资料归档登记表、勘探单元位置图、勘探单元探孔布

设图、勘探单元遗迹分布平面图、勘探单元堆积总剖面图等；勘探单

元日记、勘探单元探孔记录、勘探单元记录等；勘探单元工作过程影

像（含总体区域地理位置照片、不同方向拍摄的重要遗迹照、以及带

有标尺的各类照片等）、探孔土样影像资料等；勘探单元取样（含标

本）登记表、遗迹单元登记表、影像登记表等。 

3.遗迹单位资料归档登记表、遗迹单位位置图、遗迹单位记录、

遗迹单位平剖面图、不同方向拍摄的遗迹单位影像（分带有标尺和无

标尺两类）、遗迹单位相关探孔土样影像、遗迹单位相关土样和文物

标本登记表等。 

（三）电子数据库 

1.应基于考古勘探工作的文字、影像和测绘记录创建电子数据

库。其中，表格记录可用于构建数据库的主体；其他文字、测绘和影

像记录应分别归类，并在数据库中建立有效链接。 

2.各表格之间应关系清晰，符合数据库的结构要求，便于统一管

理和检索。 

（四）临时标本库 

考古勘探中获取的文物标本等，应由资料员统一登记、建档，设

立专门的临时标本库，妥善保管。 

（五）资料移交 

1.勘探报告：考古勘探结束后，应及时向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和建设单位提交考古勘探工作报告。 

2.勘探档案：文物标本和档案资料等应在工作结束后移交省级文

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 

 

第六章 安全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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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安全防范  

（一）人员安全 

1.应注意避让地下线网管网和空中高压线路。 

2.应加强劳动保护，注意防范恶劣天气。雷电天气应停止勘探作

业，组织工作人员有序撤离；高温季节应注意合理调整工作时间，避

免工作人员高温中暑。 

（二）文物安全 

在勘探过程中发现古墓葬、窖藏或其他重要遗迹现象时，应第一

时间报告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采取安全防护措

施，确保文物安全。 

（三）信息安全 

1.应树立保密意识，做好保密教育，严禁泄露国家涉密信息。 

2.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相关规定，由符合条

件的人员保管控制点、测绘地图等各类涉密测绘成果，并妥善保管勘

探测绘数据等各类考古地理测绘信息。 

3.不得对外泄露地下文物信息。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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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考古勘探布孔方法示例 

 

一  城址和大型聚落遗址 

1.勘探目标为廓清遗址范围，了解遗址堆积及分布状况，初步掌

握功能分区、城垣和护城河分布、重要建筑群和水系分布、路网系统

和给排水系统等。 

2.采用 5 米×5 米等距梅花状布孔法进行普探。 

二  中小型聚落遗址 

1.勘探目标为廓清遗址范围，了解遗址堆积及分布状况，初步掌

握功能分区、围墙或环壕分布、重要建筑分布、路网系统和给排水系

统等。 

2.建议采用 4 米×4 米等距梅花状布孔法进行普探。 

3.以半地穴房址、窖穴等小规模遗迹为主的先秦时期聚落遗址，

应进一步缩小孔距，建议采用 2 米×2 米等距梅花状布孔法。 

三  小型建筑基址、窑址和作坊遗址 

1.应结合本区域以往考古发现情况和现场已初步掌握的遗迹规

模情况综合确定布孔方法。 

2.遗迹边长（半径）多在 1.5 米以上时，建议采用 2 米×2 米等

距梅花状布孔法。 

3.遗迹边长（半径）多在 1.5 米以下时，建议采用 1 米×1 米等

距梅花状布孔法。 

四  墓葬群和仓窖类遗址 

建议采用 1 米×1 米等距梅花状布孔法进行普探。 

五  城市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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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城市基本建设项目实施的考古勘探，应采用 1 米×1 米等距

梅花状布孔法，避免遗漏重要遗迹。 

六  专题性考古调查项目 

可根据调查目的和要求，结合调查区域的地质地貌特征，合理设

定孔距。 

 

附图： 

图一  考古勘探 5 米等距探孔布设图 

图二  考古勘探 4 米等距探孔布设图 

图三  考古勘探 2 米等距探孔布设图 

图四  考古勘探 1 米等距探孔布设图 

 

 

附表： 

表一  考古勘探分区/勘探单元登记表 

表二  考古勘探探孔记录表 

表三  考古勘探遗迹登记表 

表四  考古勘探出土遗物登记表 

表五  用于导入 GIS 系统的探孔登记表 











勘探分区 勘探单元 N E Z

西南角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

西南角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

西南角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

西南角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

西南角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

西南角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

西南角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

西南角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

西南角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

西南角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

8

6

备注

表一  考古勘探分区/勘探单元登记表

7

5

      /      页

序号
编  号

坐标位置
GPS坐标

照片编号

1

2

3

4

遗址：

注：每个勘探分区和勘探单元的西南角记号桩均需要拍照存档。

9

10



列(A) 行(B) GPS号 N E

①

②

③

④

①

②

③

④

①

②

③

④

①

②

③

④

①

②

③

④
注：1、为方便查阅，探孔编号采用坐标式记录，以所在探区西南角为原点，南北为列，东西为行，原点记作第A01列、第B01行孔，依此类推。
    2、探孔层位数可依据具体情况扩展，长（深）度单位米。
    3、“卡探探孔编号”专用于确定卡探或重点勘探的探孔位置，填写GPS编号和坐标数据，普通行列的探孔不填写此项。

勘探分区： 勘探单元：遗址：

普通探孔编号
堆积和包含物 照片编号层位

距离
地表
深度

        /       页

序
号

备注

1

地表海
拔高程

卡探夹孔编号

表二  考古勘探探孔记录表

堆积性
质初判

堆积年
代初判

2

5

4

3



N 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表三  考古勘探遗迹登记表
      /      页

序
号

遗迹
编号

勘探
单元

遗迹中心点
GPS坐标 开口

层位
开口
深度

底部
深度

开口
平面
形状

年代
初判

照片
编号

备注

遗址： 勘探分区：

注：1、遗迹所在位置以遗迹主体所在勘探分区或勘探单元为主进行编号；2、长（深）度单位米；3、遗迹开口深度和底部深度数据皆为相对于现地表
的深度数据；4、“东西方向尺寸”和“南北方向尺寸”皆为  遗迹开口平面的数据，若遗迹方向不便表达或表达不足，可在备注中说明；5、遗迹形
制结构特殊者，可在备注中加以说明；6、墓葬或建筑基址若方向可确定者，以0°～360°方位角格式填写方向。

东西
方向
尺寸

南北
方向
尺寸

方
向

遗迹
剖面
形状

底部
平面
形状

堆积或
填土及
包含物



列 行 层位 深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注：1、长（深）度单位米；2、如遗物出土于夹孔中，则在备注栏中注明GPS编号、“N”和“E”数值。

遗址：

遗物
编号

年代
初判

出土位置

表四  考古勘探出土遗物登记表

序
号

勘探单
元

所在探孔编号
遗物性状

     /      页

质地
照片
编号

勘探者 记录者 审核者 备注

勘探分区：



勘探分区 勘探单元 列(A) 行(B) N E 高程（m） 土质、土色 包含物 深度（m） 土质、土色 包含物 深度（m） 土质、土色 包含物 深度（m） 土质、土色 包含物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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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35
36
37
38
39

40

表五  用于导入GIS系统的探孔登记表
地层3 生土层位置 探孔编号

序号 GPS编号
地理坐标 地层1 地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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