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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各种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岩土工程勘察以及地基施工处理都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内容。科
学合理的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可以为后续的地基处理提供足具科学性的数据支撑,而良好的地基处理则
是保障整体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关键。基于此,本文特对建筑工程中的岩土工程勘察和地基施工处理
技术进行分析,以此来为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提升与质量的保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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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and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Jizheng Jiang
Liaoning Sixth Geological Brigade Co., Ltd
[Abstract] in various construction projects,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and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reatment are the most basic and key content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can provide sufficient scientific data support for subsequent foundation treatment, and good foundation
treatment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projec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and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assuranc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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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应用可实现勘察误差的显著降低,
确保勘察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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