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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工程实例探讨岩土工程勘察与地基设计中的若干问题
黄法忠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7 地质队安徽工程勘察院，安徽 合肥 230011
[摘要]文章以笔者工作经验为例，结合某场地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探讨岩土工程勘察与地基设计的相关问题，并最终给出
勘察结果及相关建议，为今后更好的开展岩土工程勘察与地基设计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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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the author's work experience as an example, combines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a
site, discusses the related issues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and foundation design, and finally gives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whi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better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foundation desig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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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各种建筑工程在开工前，必须了解建筑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以便确定该场地是否适宜进行建筑开发。要了解建
筑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就要进行岩土工程地质勘察。岩土工程勘察主要目的是了解和探明建筑物场地和地基的工程
地质条件，对可供采用的地基基础设计方案进行论证分析，提出经济合理的地基基础方案建议，对基坑开挖与支护、
地下水控制等提出合理建议。工程项目的地质勘察工作主要是提供工程项目的一些基础数据以及特殊数据，包括但不
限于场地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场地地基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及地基承载力、场地与地基的地震效应评价、特殊
性岩土评价。
岩土勘察的数据结果，和建筑工程项目的基础结构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决定性关系，而工程项目的基础设计的总体
水平和质量也与后续工程项目施工的质量以及施工的安全密切相关，可以说岩土工程勘察关系到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的
几乎所有环节，这是一系列的影响链条。为了使建筑工程项目的建造水平更高，施工质量更好，必须要完善岩土工程
勘察的工作制度，这对于建筑工程的设计方案的科学性也是极其必要的。

1 岩土工程勘察及其重要性
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过程中，无论是工程项目的设计单位还是施工单位，必须要高度重视岩土工程勘察工
作，这是整个工程项目在施工设计阶段的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准备工作之一。在岩土勘察施工中，需要采用先进的、有
针对性的勘察方式和勘探设备来对工程项目场地内的岩土的组成、分布、物理性质和岩土的其他性质进行科学合理的
勘察、分析，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合理性，出具一份可靠有效的岩土勘察报告。在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阶段，岩土勘
察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建筑工程项目的基础结构的设计情况，进一步影响到建筑工程项目的建造质量和使用安全。
因此，建筑工程项目的勘察单位，需要高度重视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区域的岩土勘察的工作，保证勘察结果的可靠性
和准确性，为工程项目的设计提供可靠的岩土数据信息，确保工程项目的基础结构的设计满足建筑行业的相关标准的
要求，提升建筑工程项目的总体质量。
本论文结合某场地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探讨岩土工程勘察与地基设计的相关问题。本项目拟建物主要为 9～26F
住宅楼、2F 商业、1F 配电房及-1F 地下车库。勘察阶段为详细勘察阶段，依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
2009 版的规定，工程重要性等级为二级；场地的复杂程度等级为二级；地基的复杂程度等级为二级；综合分析确定其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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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场地岩土评价及地基基础类型
2.1 场地岩土评价
2.1.1 本场地地貌单元属江淮波状平原，微地貌为二级阶地及坳沟。
本场地地基土组成及设计主要参数见下表：
表 1 地基（岩）土的承载力及设计主要参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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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场地与地基的地震效应
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该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地震分组第一组，设计
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0.10g。拟建建筑物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综合判定场地类别为Ⅱ类，场地设计特征周期值为 0.35S，
拟建场地为对建筑抗震一般地段。
2.1.3 场地和地基的稳定性和适宜性评价
拟建场地地基土工程地质条件总体一般，不良地质作用不发育，该场地和地基现状较稳定，可进行本工程的建设
2.2 地基基础类型
根据拟建建筑物特点、场地地层条件，拟建物的基础形式分述如下：（1）拟建 23～26F 住宅楼的基础形式可采用
桩基础，桩基础选型可为钻（冲）孔灌注桩，桩端持力层可选用⑦层中风化泥质砂岩；
（2）拟建 9-10F 住宅楼的基础
形式可采用筏板基础或桩基。若采用筏板基础，持力层为②层粘土；若采用桩基，桩基础选型可为钻（冲）孔灌注桩，
桩端持力层可选用④层圆砾；
（3）拟建 2F 商业、1F 配电房、独立地下车库的基础形式可采用筏板基础、独立基础或条
形基础，持力层为②层粘土。

3 岩土工程勘察与地基设计常见问题
3.1 勘察阶段简化，勘察报告不严谨
在岩土工程详细勘察之前，尤其是复杂建筑场地，需要提前对勘察的场地进行可研性研究勘察和初步勘察工作，才
能够确定勘察过程中的使用的方法以及设备等要素。而目前阶段建设项目的高速运转，建设单位往往为了追求工期要求
勘察单位把可研性研究勘察和初步勘察工作与详细勘察工作一起开展，造成勘察数据不够精确，影响勘察报告质量。
3.2 准备工作不充分，勘察工作量的浪费
进行岩土工程的勘察工作前，应提前了解场地地形地貌、 周围已有工程建筑情况、周围地下管线情况，选择有针
对性的勘察方式和勘探设备。但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勘察单位往往在准备工作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进场施工，勘探设
备及勘探方法选择不合理，造成工作量浪费和勘察数据不全面，影响勘察报告数据的准确性。
3.3 部门之间存在交流与沟通上的问题
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岩土勘察过程中，需要合理的考虑到影响岩土勘察数据结果的许多相关因素。这就要求工程项
目设计施工的相关部门之间必须要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合作。现阶段往往一个项目勘察工作和建筑规划、设计工作同
步进行，勘察期间对拟建建筑物的性质、规模、荷载、结构特点、基础形式、埋置深度、地基允许变形等资料的缺乏，
容易造成勘探工作针对性不强，勘探工作完成后再返场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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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岩土工程勘察与地基设计问题的解决措施
4.1 加强对地基设计及岩土勘察准备工作的检查
在进行建筑工程项目的基础结构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严格的审查岩土勘察的技术手段以及勘察结果的准确性，并
且根据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建造的实际需要，对岩土工程勘察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进行全面、严谨的监督管理。专业技
术人员需要检查工程岩土勘察的技术选择是否合理，保证施工人员高效地完成岩土工程的勘察，为建筑工程项目的基
础结构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4.2 保证工程勘察报告的规范性
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岩土勘察报告方面，需要高度关注勘察报告的准确性，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建筑工程项目基础结
构设计的科学性，也关系到后续的建筑工程施工建造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因此，岩土工程的勘察技术人员必须确保岩
土勘察报告具备较强的标准性、可靠性和精确性。其次，岩土工程的勘察报告的内容应当尽可能的详尽，针对建筑工
程项目施工区域的地质岩土的特征，环境变化对工程项目基础结构的影响等等，都应进行严格、可靠的论证，这样可
以提升岩土工程勘察数据的准确性，减少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出现一些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并确保
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工期。
4.3 增强相关人员的专业技术修养
建筑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的专业技术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直接影响到岩土勘察结果的可靠性。因此，
为确保高水平的建筑工程项目岩土工程勘察，必须提升有关岩土勘察的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在岩土勘察
工作的过程中，应对岩土勘察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以使其岩土勘察的技术标准可以严格的执行到
位，保证岩土勘察数据结果的可靠性，为建筑工程项目的基础结构的设计打下基础。
4.4 加强设计部门与勘察部门的沟通交流
建筑工程项目的基础结构的设计依托工程项目的岩土勘察的数据结果，因此，在勘察过程中应和设计部门及时沟
通，了解拟建物的基本资料，针对性的开展勘察工作，提供一份优良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5 结束语
当前，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技术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一些地质地貌环境相对复杂的区域建造建筑工程项目，
就必须以高水准的岩土工程勘察的数据结果作为工程项目基础结构设计的标准和依据，为此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
企业必须要高度重视岩土勘察工程的总体水平，为高质量建设工程项目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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