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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工程勘察资质标准

（征求意见稿）

一、总 则

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筑活动监管，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促进建筑业高质量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制定本标准。

（一）资质分类分级

工程勘察资质分为以下2个序列：

1.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是指涵盖所有工程勘察专业的工程勘察资质。工程勘察综合资质不分

类别、等级。

2.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工程勘察专业资质分为岩土工程、工程测量和勘探测试3类，设有甲级、乙级。

（二）基本条件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申请工程勘察资质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资信能力；

2.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和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3.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4.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技术装备。

（三）业务范围

1.具有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的企业，可承担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工程测量和勘

探测试业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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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工程勘察专业资质的企业，可承担本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业务。专业甲

级资质业务规模不受限制，专业乙级资质可承担乙级、丙级规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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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 准

（一）工程勘察综合资质

1.资信能力

（1）净资产1000万元以上。

（2）同时具有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工程测量专业甲级资质和勘探测试专业甲级资

质。

（3）近3年上缴工程勘察设计增值税每年300万元以上。

2.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

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且在近5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工程勘察甲级项目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表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

的要求。

（3）在“表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主

导专业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5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工程勘察甲级项

目2项以上。

3.工程业绩

近5年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当满足以下要求：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

岩土工程检测监测甲级项目各5项以上，工程测量甲级项目或者勘探测试甲级项目5项以上，

且质量合格。

4.技术装备

满足“表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5.科技水平

（1）拥有与工程勘察行业有关的专利3项以上；或者具有工程勘察行业技术服务信息

管理系统。

（2）近3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每年达到营业收入的2%以上。

（二）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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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勘察专业甲级

1.1资信能力

净资产300万元以上。

1.2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

或者高级专业技术职称、10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且在近5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

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表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

的要求。

（3）在“表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注册人员应当

在近5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工程勘察乙级以上项目2项

以上。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应当在近5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

专业工程勘察乙级以上项目2项以上，其中，每个主导专业应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在近5年

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工程勘察甲级项目2项以上。

1.3工程业绩

近5年独立完成过的工程勘察项目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岩土工程专业资质：岩土工程勘察乙级项目、岩土工程设计乙级项目、岩土工程检测监

测乙级项目每类各1项以上、合计5项以上，且质量合格。

工程测量专业资质：工程测量乙级项目5项以上，且质量合格。

勘探测试专业资质：勘探测试乙级项目5项以上，且质量合格。

1.4技术装备

满足“表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2.工程勘察专业乙级

2.1资信能力

净资产100万元以上。

2.2主要人员

（1）申请岩土工程专业乙级资质、工程测量专业乙级资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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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或者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10

年以上工程勘察经历，在近5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工程勘察项目2项以上。

申请勘探测试专业乙级资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高

级工职业资格、5年以上工程管理工作经历。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表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

的要求。

（3）在“表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非注

册人员应当在近5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工程勘察项目2

项以上。

2.3技术装备

满足“表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规定的要求。

附表：

表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表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表4 工程勘察各专业业务内容表



表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注册
专业 非注册专业

总计

土
木
工
程（

岩
土）

⑴
岩
土
工
程

⑵
工
程
测
量

⑶
工
程
钻
探

⑷
工
程
物
探

⑸
测
试
与
室
内
试
验

综合资质 8（2） 13 8 2 2 3 36

专业资质

岩土工程
甲级 2 6 1 1 1 1 12

乙级 5 1 6

工程测量
甲级 7 7

乙级 5 5

勘探测试
甲级 1 2 2 2 7

乙级 1 ——

注：1．主导专业规定如下：岩土工程为（1）；工程测量为（2）；勘探测试为（3）、（4）、（5）。各专业资质中的主导专业均为综合资质的主导
专业。

 2．注册人员配备数量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可由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替代的最高数值。
   3．申请勘探测试专业乙级资质时，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满足（4）或者（5）中的任一项即可。申请勘探测试专业乙级资质时，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也

可以只配备司钻员、描述员、测量员、安全员合计10人以上，且每类各1人以上。

专业设置

工程勘察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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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设备类
型编号

技术装备类型 技术装备名称
工程勘察

综合
岩土工程
专业甲级

岩土工程
专业乙级

工程测量
专业甲级

工程测量
专业乙级

勘探测试
专业甲级

勘探测试
专业乙级

A1 室内试验设备

固结仪★ 30台 15台 30台 15台

三轴仪★ 3台 3台 1台

四联直剪仪★ 2台 1台 2台 1台

渗透仪 1台 1台 1台

无侧限压缩仪 1台 1台 1台

A2 室内试验设备

压力试验机或万能材料试验机 1台 1台 1台 1台

岩石三轴仪 1台 1台 1台

岩石点荷载仪 1台 1台 1台

B 工程物探设备

地下管线探测仪

任选6类
各1台（套）

任选6类
各1台（套）

任选3类
各1台（套）

探地雷达

工程检测仪(波速检测仪)

桩基动测仪

电法仪

面波仪

地震仪

声波测井仪

温盐深系统（CTD）

波浪观测系统（测方向波）

C 原位测试设备

旁压试验设备

任选3类
各1台（套）

任选2类
各1台（套）

任选3类
各1台（套）

任选2类
各1台（套）

十字板剪切试验设备

静力触探试验设备

扁铲侧胀试验设备

原位直剪试验设备

载荷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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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工程勘察主要技术装备配备表

设备类
型编号

技术装备类型 技术装备名称
工程勘察

综合
岩土工程
专业甲级

岩土工程
专业乙级

工程测量
专业甲级

工程测量
专业乙级

勘探测试
专业甲级

勘探测试
专业乙级

D
工程测量与

岩土工程监测设
备

全站仪（1秒级精度及以上） 1台 1台 1台

全站仪（2秒级精度及以上） 4台 2台 4台 2台

水准仪（S1级精度及以上） 1台 1台

GNSS接收机（5mm+1ppm精度及以上）  6台（套）  6台（套）  3台（套）

测斜仪 3套 1套

振弦读数仪 3台 1台

E
工程钻探
相关设备

钻机（原位取土、标准贯入、动力触探
设备相应配套）

10台（套） 10台（套） 6台（套）

抽水试验设备  2台（套） 2台（套）

F 专业软件 岩土工程专业软件 3套 3套 1套

注： 1.室内试验设备满足A1、A2两类设备中的任一类设备要求即可。
  A1类室内试验设备中标注★的三类设备中需至少有一类设备具备数据自动采集功能。A1类室内试验设备中的固结仪也可考核通道或者压力容器的数量，通
道或者压力容器的考核数量标准为表列台数的2倍。

2.多波束测深系统或精密回声测深仪可视同于水准仪；侧扫声纳可视同于全站仪。

3.勘探测试专业乙级资质的技术装备与其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相匹配，即：
按照表1中（4）工程物探的人员条件申请勘探测试专业乙级资质的，技术装备需满足工程物探设备（B类设备）的要求；或者
按照表1中（5）测试与室内试验的人员条件申请勘探测试专业乙级资质的，技术装备需满足室内试验设备（A1类或A2类设备中任选一类设备）、原位测试

设备（C类设备）的要求；或者
 按照表1中司钻员4名、描述员4名、测量员1名、安全员1名的条件申请勘探测试专业乙级资质的，技术装备需满足工程钻探相关设备（E类设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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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专

业
甲级 乙级 丙级

1

岩

土

工

程

一、岩土工程勘察

1.国家重点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

2.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等国

家、行业标准规定的勘察等级为甲级的岩土工程

勘察、水文地质勘察。

3.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等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

级的建设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

4.按《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等国家、行

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等级为一级的边坡、基坑等建

设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

5.水文地质勘察：按《建筑与市政降水工程

技术规范》（JGJ/T 111）等国家、行业标准规定

的复杂程度为复杂的降水工程或止水工程勘察。

6.海洋工程勘察：测线长度 500 公里以上的

海洋岩土勘察。

7.其他项目按现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其规

模为特大型、大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

质勘察。

一、岩土工程勘察

1.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

等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勘察等级为乙级的

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

2.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等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地基

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建设工程岩土工程

勘察、水文地质勘察。

3.按《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50330)、《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120)等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等级

为二级的边坡、基坑等建设工程岩土工程勘

察、水文地质勘察。

4.水文地质勘察：按《建筑与市政降水

工程技术规范》（JGJ/T 111）等国家、行业

标准规定的复杂程度为中等复杂的降水工

程或止水工程勘察。

5.海洋工程勘察：测线长度 500 公里以

下的海洋岩土勘察。

6.其他项目按现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

其规模为中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

质勘察。

一、岩土工程勘察

1.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

等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勘察等级为丙级的

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

2.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等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地基

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设工程岩土工程

勘察、水文地质勘察。

3.按《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50330)、《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120)等国家、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等级

为三级的边坡、基坑等建设工程岩土工程勘

察、水文地质勘察。

4.水文地质勘察：按《建筑与市政降水

工程技术规范》（JGJ/T 111）等国家、行业

标准规定的复杂程度为简单的降水工程或

止水工程勘察。

5.其他项目按现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

其规模为小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

质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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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专

业
甲级 乙级 丙级

1

岩

土

工

程

二、岩土工程设计

1.国家重点项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2.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等国家、

行业技术标准规定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项目

的岩土工程设计。

3.按《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建筑

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等国家、行业技术标准规

定安全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基坑工程设计，安全等级为

一级、二级的边坡工程设计。

4.按《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

（JGJ/T 111）复杂程度为中等复杂及以上的降水工程

或止水工程设计。

5.国家、行业技术标准规定勘察等级为甲、乙级工

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6.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的治理工程设计。

7.国家、行业技术标准规定复杂程度划分为中等以

上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8.建（构）筑物纠偏设计及基础托换设计，建（构）

筑物沉降控制设计。

9.填海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10.其他项目其工程重要性等级按国家、行业技术

标准规定在二级及以上的岩土工程设计。

二、岩土工程设计

1.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等国家、行业技术标准规定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

丙级项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2.按《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等国家、行

业技术标准规定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基坑工程设

计，安全等级为三级的边坡工程设计。

3.按《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

（JGJ/T 111）复杂程度为简单的降水工程或止水

工程设计。

4.国家、行业技术标准规定勘察等级为丙级

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

5.国家、行业技术标准规定复杂程度为简单

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设计。

6.其他项目其工程重要性等级按国家、行业

技术标准规定在三级的岩土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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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专

业
甲级 乙级 丙级

1

岩

土

工

程

三、岩土工程检测监测

1.国家重点工程和有特殊要求的岩土工程检测、监

测。

2.大型跨江、跨海桥梁桩基检测。

3.高铁、地铁、轻轨、隧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高速公路工程和飞行区指标为 4C 及以上机场场道的岩

土工程检测、监测。

4.安全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工程、边坡工程的岩土工

程监测。

5.建筑物纠偏、加固工程中的岩土工程监测，重、

特大抢险工程的岩土工程监测。

6.地基承载力达到300kPa且提高幅度50%及以上的

地基处理检测，单桩最大加载在 10000kN 及以上的桩基

检测。

7.其他项目按现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其设计规模

为特大型、大型项目中的岩土工程检测、监测。

三、岩土工程检测监测

1.无特殊要求的岩土工程检测、监测。

2.安全等级为二级、三级的基坑工程、边坡

工程的岩土工程监测。

3.一般土层处理后，地基承载力 300kPa 以下

的地基处理检测；单桩最大加载在 10000kN 以下

的桩基检测。

4. 其他项目按现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其设

计规模为中型、小型项目中的岩土工程检测、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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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专

业
甲级 乙级 丙级

2

工

程

测

量

1.国家重点工程的首级控制测量、地形测量、施工

测量、变形与形变测量、精密工程测量、竣工测量、地

下管线测量。

2.测量面积为 20km
2
及以上的大比例尺（比例尺在

1:500-1:5000）地形图地形测量。

3.国家大型、重点、特殊项目精密工程测量。

4.长度 20km 及以上的线路工程测量。

5.总长度 20km 及以上综合地下管廊（线）测量。

6.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重要古建

筑、大型市政桥梁、重要管线、场地滑坡等工程的变形

与形变测量。

7.大中型、重点、特殊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8.高铁、地铁、轻轨工程测量，隧道工程测量，矿

山测量。

9.海洋工程测量中测线长度 200公里以上的大比例

尺全覆盖海底地形测量、工程测线长度 500 公里以上旁

侧声纳测量。

10.其他项目按现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其设计规

模为特大型、大型项目的工程测量。

1.一般工程的控制测量、地形测量、施工测

量、变形与形变测量、竣工测量、地下管线测量。

2.测量面积为 10-20km
2
的大比例尺（比例尺

在 1:500-1:5000）地形图地形测量。

3.一般工程的精密工程测量。

4.长度 5-20km 的线路工程测量。

5.总长度 20km 以下综合地下管廊（线）测量。

6.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丙级的建筑物

变形与形变测量，地表、道路沉降测量，中小型

市政桥梁变形测量，一般管线变形测量。

7.小型水利水电工程测量。

8.海洋工程测量中测线长度 200 公里以下的

大比例尺全覆盖海底地形测量、工程测线长度 500

公里以下旁侧声纳测量。

9. 其他项目按现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其设

计规模为中型项目的工程测量。

1.测量面积为10km
2
及以

下的大比例尺（比例尺在

1:500-1:5000）地形图地形

测量。

2.长度 5km 及以下的线

路工程测量。

3. 其他项目按现行工

程设计资质标准，其设计规

模为小型项目的工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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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

序

号

专

业
甲级 乙级 丙级

3

勘

探

测

试

1.国家重点工程的工程物探、测试、室内试验。

2.高铁、地铁、轻轨、隧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和高

速公路工程的工程物探、测试。

3.大型跨江、跨海、海洋工程的工程物探，岩溶地区、

水域工程物探，复杂地质和地形条件下探查地下目的物的

深度和精度要求较高的工程物探。

4.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工程勘

察等级为甲级的工程项目涉及的工程物探、测试、室内试

验。

5.特殊性岩土的室内试验、工程物探中的地震勘探。

6.块体基础振动设计参数测试。

7.海洋工程环境调查中 10 个站位以上全潮水文泥沙

同步观测、冬夏两季 6 个月波浪观测，半个月以上定点水

文连续观测、测线长度 20 公里以上走航式海流剖面测量

以及一年以上连续水位或气象观测。

8.放射性、危险性或污染场地的工程物探、测试。

9.其他项目按现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其设计规模为

特大型、大型项目的工程物探、测试、室内试验。

1.工程钻探。

2.一般工程的工程物探、测试、室内试验。

3.中等复杂地质和地形条件下探查地下目的

物的深度和精度要求一般的工程物探。

4.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岩土

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丙级的工程项目涉及的工

程物探、测试、室内试验。

5.海洋工程环境调查中 9 个站位以下全潮水

文泥沙同步观测、冬夏两季小于 6个月波浪观测，

半个月以上定点水文连续观测、测线长度 20 公里

以下走航式海流剖面测量以及小于一年的连续水

位或气象观测。

6.其他项目按现行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其设

计规模为中型、小型项目的工程物探、测试、室

内试验。



14

表 4：

工程勘察各专业业务内容表
序
号

专
业

业务内容

1

岩
土
工
程

岩土工程包括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检测监测，以及岩土工程咨询、岩土工程治理等，其中：

（1）岩土工程勘察：与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的新建、改扩建相关的岩土工程勘察、工程地质勘察，既有建筑物和文物保护工程勘察，服

务于垃圾填埋与废弃物堆填、地温能调查与工程利用、污染场地调查治理修复、岩土环境风险评价与治理修复等工程的环境岩土工程勘察，

海洋工程勘察，地震工程勘察等。其中，水文地质勘察是指，工程建设场区、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调查分析、地下水控制、抗浮设计水位评

价、水文环境影响分析及岩土环境监测设计与运维等所需的水文地质勘察分析评价工作。

（2）岩土工程设计：与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相关的岩土加固与改良设计，地下开挖支护（围护）工程设计、隧道支护（围护）工程设计、

边坡支护工程设计、地基处理工程设计、地下水控制设计、建（构）筑物纠偏设计及基础托换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土工结构设计、

环境岩土工程设计、地下空间开发岩土工程设计以及与岩土工程、环境岩土工程、矿山地质环境修复、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等相关技术设计等。

（3）岩土工程检测监测：与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相关的地基承载力检测检验、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检验、桩基础承载力检测检验、锚杆

（索）锁定力检测检验、土壤氡浓度检测、岩土体开挖工程及边坡工程变形与形变动态监测及分析、隧道工程围岩稳定性监测及超前预报、

建（构）筑物纠偏及基础托换工程中的岩土体变形监测、海洋工程环境调查，以及与各类建设工程的施工、使用阶段相关岩土工程质量检测

及工程性状监测分析；地下水渗流及水位、孔隙水压力、水质、水量等的监测；建设工程对建设场地周边相邻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基础

设施、边坡等的环境影响监测；各类岩土工程治理质量检测与工程性状监测；地下管线病害探测诊断分析；地下帷幕和管线渗漏探测和垃圾

填埋场和污染场地的环境检测监测等。

（4）岩土工程咨询：针对各类工程建设项目的策划、设计、施工及运维等阶段的策划、研究、技术经济优化和过程管控等需要，在岩

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检测监测等岩土工程全部业务和勘探测试等业务等方面涉及的技术及经济、质量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咨

询，包括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中的岩土工程专业顾问咨询，以及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检测监测及勘探测试等业务的代业主管理、监理等顾问咨

询服务。

（5）岩土工程治理：与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相关的岩土加固与改良、地下开挖支护（围护）工程、隧道支护工程、边坡支护工程、地基

处理工程、地下水控制工程、建（构）筑物纠偏及基础托换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环境岩土工程、污染场地修复、边坡治理工程、矿山

环境修复治理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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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程勘察各专业业务内容表

序
号

专
业

业务内容

2

工
程
测
量

工程测量包括各类建设工程在项目策划、勘察、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等各个阶段的控制测量、地形测量、施工测量、变形与形变测量、

地下管线测量、精密测量、竣工测量、地下空间测量、海洋工程测量、矿山测量以及相关的地理信息技术服务等内容。

3

勘
探
测
试

勘探测试包括工程钻探（含凿井）、工程物探、测试、室内试验等，其中：

（1）工程钻探：采用各类钻探机械设备和钻探工艺，以探查地层的剖面实况、采集岩土体样本的地层掘进方法，以及各类坑探、槽探、

洞探等，并包括地下水、地表水及相关材料等样本的采集。其中，凿井是指为水文地质勘察或开采地下水所进行的钻探成井工作。

（2）工程物探：以地下岩土层(或地质体)的物性差异为基础，通过仪器观测自然或人工物理场的变化，确定地下地质体的空间展布范围

(大小、形状、埋深等)并测定岩土体的物性参数的各类地球物理勘探方法。

（3）测试：岩土体的各类原位测试，包括各种静力触探和动力触探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旁压试验、扁铲侧胀试验、岩体原位应力测

试等，地层年代测试、岩土体热物理性能原位测试等测试工作。

（4）室内试验：为获取工程建设场区及污染场地各类岩土体（包括地面、地下的人为堆填材料）的物理力学、化学等指标在试验室进行

的各类试验，以及为获取地下水、地表水体（包括已污染的水体）化学成分等指标及污染体治理在符合法定技术管理标准和行业监管要求的

试验室进行的各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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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 则

（一）资信能力。

1.净资产。

净资产以企业申请资质前1年度或者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指标为准考核。申请

多项资质的，净资产不累加计算考核。

2.勘察设计增值税。

勘察设计增值税以企业申报的增值税完税证明或者增值税税收缴款书（含项目地和企业

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为准。“近3年”是指自申请资质年度起逆推3年。如：申报年度为

2022年，则近3年是指2019年1月1日之后上缴的勘察设计增值税。

（二）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

主要技术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工程勘察业务在技术上负总责的人员。

2.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工程勘察项目负总责的人员。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及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的通知》（建市〔2009〕105号）的规定，甲、乙级岩土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本单位聘用

的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承担。

3.专业技术负责人。

专业技术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工程勘察项目的某个专业在技术上负总责的人员。

4.注册人员。

注册人员是指依法取得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按照规定注册并执业的人员。

注册人员同时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时只

认定1个注册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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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注册人员。

非注册人员是指不需要注册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非注册人员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注册人员作为非注册人员

申报时，可提供注册执业证书认定其专业和技术职称，其学历水平和个人业绩等条件仍需按

标准有关要求考核。

每名非注册人员只可作为1个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申报。

6.学历。

学历是指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等教育学历。

7.专业技术职称。

专业技术职称是指设区的市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评审的工

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具有教学、研究系列职称的人员从事工程勘察时，讲师、助理研究员可按工程系列中级

职称考核；副教授、教授、副研究员、研究员可按工程系列高级职称考核。

8.专业设置。

“表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专业设置栏目中的专业，是指为完成工

程勘察项目所设置的专业技术岗位。高等教育学历专业与岗位一致的，称为本专业；与本专

业同属于1个专业类的，称为相近专业。非注册人员的学历专业或者职称证书专业应当为本

专业或者相近专业。

9.个人业绩。

（1）主要技术负责人的个人业绩应当为所申请工程勘察类型项目业绩。申请工程勘察

综合资质或者2个以上工程勘察专业资质时，主要技术负责人的个人业绩可以为其中某个工

程勘察类型项目业绩。

（2）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应当考核相应个人业绩，工程勘察主导专业见“表1 工程勘

察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非注册人员个人业绩应当为其所在岗位的业绩。

（3）申请工程勘察综合资质时，注册人员个人业绩总和应当覆盖岩土工程勘察、岩土

工程设计、岩土工程检测监测、勘探测试项目类型。

10.主要技术负责人和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年龄限60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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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允许每个高等院校有1家所属勘察企业可以聘请本校在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企业

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在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非注册人员考核时，其职称应满足讲师或者

助理研究员以上要求。

12.主要技术负责人和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应当由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高等院校的教

师、科研人员受聘于所属勘察企业或者已依法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除外。

13.申请2个以上工程勘察专业资质时，应当同时满足“表1 工程勘察行业主要专业技

术人员配备表”中相应专业的专业设置和注册人员的配置，人员的数量以其中的高值为准。

个人业绩需分别满足所申请工程勘察专业资质对个人业绩的要求。

（三）工程业绩。

1.工程业绩是指企业依法承揽并独立完成的工程勘察项目。

2.申请工程勘察综合资质、专业甲级资质的，应当考核企业的工程业绩。申请工程勘察

专业乙级资质的，不考核企业的工程业绩。

3.工程业绩可以是企业在中国境外独立完成的。境外工程业绩应当提供驻外使领馆经商

部门出具的工程真实性证明和项目规模的文件，以及相关中文翻译材料。

（四）科技活动经费、营业收入。

科技活动经费、营业收入分别以企业合法财务报表中“科技活动经费”“营业收入”为

准。

（五）业务范围。

1.工程勘察范围包括建设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工程测量和勘探测试。

岩土工程包括各类建设工程项目在策划、勘察、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等各个阶段的岩

土工程勘察（含水文地质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检测监测，以及岩土工程咨询、

岩土工程治理等。

工程测量包括各类建设工程项目在策划、勘察、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等各个阶段的各

种测量工作及相关地理信息技术服务。

勘探测试包括岩土工程技术服务所需的工程钻探（包括槽探、坑探、洞探、凿井）、工

程物探、测试、室内试验等。

2.具有工程勘察资质的企业，可承担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的工程勘察业务，以及与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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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许可范围相应的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咨询与管理服务业务。承担业务的地区不

受限制。

3.具有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的企业，不需再另行申请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4.具有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的企业，可承担岩土工程项目中的工程钻探、工程物探、

测试、室内试验工作。

5.岩土工程专业乙级资质企业承接岩土工程乙级项目时，其项目负责人应当符合《注册

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及管理工作暂行规定》（建市〔2009〕105号）等规定。

6.具有勘探测试专业乙级资质的企业承接工程物探、测试与室内试验项目时，应当按照

项目实际需要配备工程物探、测试与室内试验的人员和技术装备。

（六）资质申请。

1.企业首次申请或者增项申请资质，可以直接申请专业乙级资质。

2.具有专业乙级资质的企业，可以申请相应专业甲级资质。

3.同时具有岩土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工程测量专业甲级资质和勘探测试专业甲级资质的

企业，可以申请综合资质。

（七）其他。

1.“近5年”是指自申请资质年度起逆推5年。如：申报年度为2022年，则近5年业

绩是指2017年1月1日之后完成勘察工作且质量合格的工程勘察项目。

2.保密工程不得作为工程业绩、个人业绩申报。

3.本标准的“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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