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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逐步入驻岩土工程勘察中,促使其趋于智能化、信息化。本文主要
通过分析介绍勘察技术信息化研究进展,结合现下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特征,汇总岩土工程勘察信息化技
术相关特征,以及现下勘察行业技术存在的困境展开分析,从本质层面提出针对性勘察行业智能信息化
发展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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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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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been used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step by step, which makes it tend to be intelligent and informative.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informatization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ormatization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by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prospecting industry,and the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zation in the survey industry is proposed from the essenti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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