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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岩土工程勘察工作中,由于水文地质情况的影响,容易导致地下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引起水文
地质灾害。因此,在岩土工程勘察环节,想要提升岩土勘察质量,确保周围土层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本文
的研究结合当前岩土工程勘察中水文地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具体的问题和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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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eo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work,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hydrogeology, it is easy to cause
different changes in groundwater and cause hydrogeological disasters.Therefore, in the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link, it is crucia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surrounding soil layer. This paper analyzesthe factors affecting hydrogeologyin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discusses specific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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