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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加速,各类型建筑工程数量急剧增长。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会应用到地质
勘测与岩土勘察工程相关理论,对保障工程质量有着重要作用。因地质勘测与岩土勘察往往会受到多种
因素影响,致使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一定问题,需制定出相应措施予以优化。本文首先阐述了地质勘测与
岩土勘察工程的作用,其次针对地质勘测与岩土勘察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了提升工
程效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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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umber of various type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increased sharply.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t will be applied to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geological survey and geotechnical survey engineering,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Geological survey and geotechnical survey are often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resulting in som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which need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for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role of geological survey and geotechnical survey engineering, then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geological survey and geotechnical survey engineering,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engineer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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