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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在地质勘察中存在的不足及对勘察工作造成影响的各类因素，同时也研究了确认地质承载力的办
法及地基土承载力与变形的联系，以供大家参照。
关键词 ：建筑工程 ；地质勘察有关问题 ；分析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１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５０６５（２０１６）２２－０１２８－２

Analysis of Problems Related to Geological Prospecting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WU Dai-bing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Ｚｈｉｄｅ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ｏｒｋ，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Keywords: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我国的工程建筑和勘察工作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进步，
可在地质勘察上还存在部分操守与理论不完善，针对地质勘
察中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加强重视，采取相应措施和方法
来解决。而有关的地质勘察人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责任使命，认真把地质勘探工作做好，进而保证勘察工作正
常进行。

1

目前我国地质勘察工作的不足

在建筑工程中有特别要求的大型建筑物地基及地质条
件较繁杂时，假如经过详尽的勘察还未能确认状况及获得所
有相关资料，就需要进一步开展施工勘察。现在于建筑工程
地质勘察中还有一定的不足，具体分为以下几点内容 [1]。
1.1 未充分重视建筑工程地质勘察的价值和重要性
通过地质构成来确定选择的处理方案，而工程造价也会
受到力学指标的影响。可以说，人们通过双眼是不能看穿地
下的状况，需要借助于钻探勘察，因为建设场地是唯一的，
且勘察结果也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建筑单位要选择操作规
范严格同时技术较强，这对于建筑工程的施工运行和质量安
全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地勘报告质量太低
由地勘单位提供的地勘报告错误较多，整体质量很低，
甚至未提到土工试验指标，不对其进行评价，也未提供建筑
性工程解决方案和明确的结论。在部分地勘报告当中要省去
的不省，要详尽的却什么也没有，文字较少，却完全不围绕
重点。这种做法完全属于投机取巧，蒙混过关，迎合一些设
计人员狭义的想法。
1.3 勘探措施不正确
有些勘察部门选择的勘探措施不正确，也不科学，就比
如运用静载荷对压裂探坑两边土体试验为标准来确认承载
力，可想而知，压裂两侧土层是不能替代的，也不能表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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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压力就是地层地基的竖向承载力。
1.4 建筑工程地质勘察中还缺少监督管理
首先是建筑工程地质勘察是于施工之前进行的，勘察单
位是由建设单位直接选择的，通常建筑单位不了解这方面的
知识，对地质勘察认识不足，也未加强重视，所以未认真核
查勘察单位，觉得差不多的就可以了，把重点放在钻探费用
上，未充分重视勘察技术 [2，3] ；其二由于地质勘探包括土工
的试验、野外作业和整理资料，这些都需要勘探单位单独完
成，没有人员监督，钻探深度和孔数以及土工试验实际状况
如何，除了勘探单位其他人无从得知。虽然通过施工图审核
对勘察结果做出审查，但那都是事后进行的，因而，经常出
现实际施工与地质构成根本不一致，也不能有效判别力学指
标的精准度。

2

勘察工作应注意的几个因素

在建筑工程勘察环节确定的基础上，勘察的方法、内容
及工作量应全面思虑下面几方面因素 ：
其一是复杂的现场地质条件，通常自然环境的地质状况
是多变且繁杂的，所以区域及场地的状况各不相同，为了使
勘察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把场地依照复杂状况来进行划
分，这也是建筑工程地质勘察的指导方针所要求的。施工现
场根据建筑工程地质因素的繁杂状况，分为三类，即复杂场
地、中等复杂场地及简单场地，划分类型中包含的地质状况
以地貌、地形、地层种类及构造、地质结构、土体和岩石的
性质和种类、起伏的基岩面和基岩分布状况、水文地质条件
及不良地质状况等为主，同时这些地质条件还划分为地基和
地质两大类，于各个勘察环节，对这两项的重视度应该是不
同的，但是也不能够只重视一方面忽视。其二是本地的建筑
经验及现场地质状况的研究，建筑物的类别根据地基规范、
勘察规范及建筑规模来进行划分，所以，建筑物被它分为甲
和乙两种，依照容许承载力计算甲类，除去容许承载力来对
乙类进行计算。而勘察规范是以勘察工作的大小、工作的精
准标准及选择的方法作为重点进行考虑的，所以依照建筑物
的重要程度、在地基变形的允许限度和标准以及基底承载的
大小把建筑物分为一类和二类。

3

地基承载力措施及取值问题的确定

要想确定地基承载力，需要下面五种办法 ：其一，依照
规范表格来确定 ；其二，依照静力或动力触探办法来确定 ；
其三，依照静载荷试验办法来确定 ；其四，由周围条件类同
的建筑物的经验来确认 ；其五，依照土体强度原则计算办法
来确认。以上五种方法主要是以土体的力学性质指标规范
表、野外鉴别、理论公式计算办法和静力动力触探办法来进
行确定的。现在，质监单位只认可的静载荷试验方法是遭遇
地体不平均、地质状况繁杂及碰到大型工程方运用的一种措
施，通常压力不能满足和未具备设备因素的状况下，此种方
法实施起来非常不易。应用静载荷试验对地基承载力确定的
办法有以下三种 ：首先是强度控制方法，就是地基土承载力
依照比例界限 PO 值为准，主要适宜坚硬的粘土、砂土、粉
土、碎石土 ；另外一种是相对沉降控制方法，是依照承压板
宽度值及沉降量来决定的，对粘性土应用相应的压力当作地
基承载力 ；最后是极限荷载方法，假如出现 P ～ S 曲线的比
例界限之后，土体很快满足极限负荷 PU，可以把 PU 除安全
系数 F 当作地基承载力。在卵土石中 P ～ S 曲线的第一拐点
就是地基持力层出现剪切破坏的起始点，这时对应的压力是
PO 即比例界限负荷，这个拐点的出现，对于持力的碎石土
来讲，未有相应的压力是不容易出现的。对于第 2 个拐点，
碎石土已经被剪破了，产生了滑动面，更不容易实现。

规范对承载力提出了三个值，其一是基本值 fo ；其二是标
准值 fk ；其三是设计值 f。基本值是根据工程实践获得的，
在规范表中的各类土体值是依照标准试验、现场荷载试验及
室内土工试验数据及轻便触探试验，对地基土承载力进行
分析和统计得出的。另外，可以应用承载力设计值来进行设
计，这是为了对建筑物剖面尺寸和基础底面的确定，P 代表
要求，以公式 A ＝ N/f-GD 来得到 P，这个公式只思虑到了
达到地基强度条件的标准，相关设计人员在设计当中通常不
会思虑变形因素，这也是导致建筑工程地勘报告当中没有工
程建议及处理意见的不良后果。由于不均匀条件导致建筑物
倾斜、裂缝及局部倾斜，这都是变形条件达不到造成的后果。
要想达到工程的变形条件，在建筑工程的地勘报告中，一定
要具备有建议性的处理措施，让设计人员有所参照，关键性
工程还要做好变形计算。

5

总而言之，在建筑工程当中地质勘察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它与建筑工程的安全和造价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
于地质勘察中还存在相应的不足及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应该
加强重视，提升地勘水平，把地质勘察工作做到位，使勘察工
作能够正常的开展，进而使建筑工程的建设能够顺利进行。
[1]

4

地质勘察中地基土承载力与变形

结语

地质勘察的设计人员不但要熟练掌握设计方法，还应当
充分运用及了解地勘报告，能够分析出报告中提出的内容，
找出当中存在的不足问题，不能只关注承载力值。通过地基

[2]

（上接 127 页）
这样一来才能够促进水文地质灾害危险评估工作的顺
利开展，从而为水利工程持续发展奠定良好且坚实的基础。
3.1 完善对施工现场的勘查
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评估工作的持续发展与稳定运行要
求必须要仔细勘察研究施工现场具体情况，仔细地分析现场
具体情况可能会对地质灾害危险评估工作带来的影响。通过
对施工现场仔细的勘察，并结合水利施工工程的具体要求和
标准规范等，对施工材料进行合理有效的处理，并对其进行
完善处理，既要合理的运用施工技术，又要对施工材料进行
有效的处理，将施工技术与施工材料进行有机结合，促进水
利施工建设工程的稳定发展，还能够提高工程的施工效率，
保证施工的质量。水利工程施工的地址多为山区地区，众所
周知，山区地质条件特别复杂，可能会对水利施工造成很严
重的影响，所以必须要对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进行整体而仔
细的研究勘察，保证实际的施工有科学的施工方案的指导。
3.2 完善对水文环境的勘查
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持续发展与稳定运
行要求必须要对施工现场的水文环境特征进行全面细致的
勘察，所以应该科学的分析水文条件，降低水文灾害，为水
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为了对
水文环境进行合理的勘察，应该对相应的数据进行划分并作
评估，还需要多参考有关的规定和标准，对水工环地质灾害
危险的等级进行划分，从而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最终促进
水利施工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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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对地质环境的勘查
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持续发展与稳定运
行要求必须要对地质环境进行仔细勘察，要科学的分析地质
环境对水工环地质灾害的影响程度。必须要全面的考虑分析
现有的施工技术和设备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对于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等，一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约束，
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还要对施工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监督
和检查，做好施工过程的管理工作。

4

结语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水利工程建设发展过程中主
要受到水工环地质灾害的影响，水工环地质灾害会严重的阻
碍到水利工程的顺利运行和发展，所以，必须要对水工环地
质灾害进行科学的评估，及时展开评估工作，让施工人员都
能够清楚的认识到水工环地质灾害的危险程度，这样，在制
定施工方案的时候就会避免盲目性，提高施工方案的科学
性，准确的指导现场施工，最终促进水利工程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与进步，我国经济发展也会受到积极的影响。

[1]
[2]

[3]

李洪建 , 周文斌 . 水工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新思路探究 [J]. 城市地
理 ,2015,16(9):64-65.
宋红伟 , 赵东力 , 姬道新 , 等 . 以地貌单元划分线路工程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区段的可行性分析——以三门峡电厂 ~ 洛阳牡丹变 500kV 输电
线路工程为例 [J]. 地下水 ,2007,29(2):115-117.
王殿春 . 广东清远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区边坡地质灾害危险性分析及评估
[J]. 吉林水利 ,2007,11（3）:8-11.

2016年 11月下

世界有色金属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