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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
岩土工程勘察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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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不仅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还对各行各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现今的很多建筑工程，通过对科学技

术的利用，使很多建设工程的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在进行建筑施工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复杂的地质条件，要想在

这样的地质条件中开展相应的建设工作，就要对此地的岩土地层进行科学和详细勘察。在对复杂地质条件进行勘察时，单

一的技术手段往往难以满足勘察的要求。为了保证工程建设的安全性和合理性，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工程勘察技术分析是重

要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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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地质种类多样的国家，在这样

的地质环境下进行工程建设和地质检测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因此地质岩层的勘察和检测成为工程建设行业中最重要的

前提工作 [1]。为了详细了解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的岩土工程

勘察技术，本文从我国一些复杂地形地貌环境下的工程案

例、解决措施以及基于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岩土工程勘察

的技术分析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1 我国一些复杂地形地貌环境下工程案例分析     以

及解决措施

一个规范的勘察施工项目在进行施工之前，都会对工

程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情况进行一定的考察，不仅是为

了提高工程的建设效率，最重要的是确保一项工程能够顺

利的开展。由于一些项目施工的场所地质比较复杂，这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勘察工作的难度，像我国西部的一些地

区，很多地形都是盆地或者是高低起伏的山地，地形的起

伏导致地层岩性在不同区域内差别很大 [2]。同时在一些地形

的形成过程中，地质下层运动和地质周围的环境变化，使

得很多地质区域内的岩浆状态、地质构造、沉积厚度等一

些地质结构都有明显的差异，这样的地质和地形对地层的

勘察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不利于地层勘察工作的进行。

一项工程在勘察施工过程中，在对周围的岩石层和地

质情况进行勘测时要根据该工程的实际情况和建设要求进

行勘察，并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划分出工作区，详细地分

析周围地质的情况和在建设过程中所需要注意的问题 [3]。系

统地分析岩石层的结构和特质，该地区在施工过程中遇到

降水或者温度发生变化的情况时地下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是否会影响建设施工的开展。详细地总结出勘察过程中岩

石和土质结构的特点以及分布，结合相应的设计要求，合

理地对施工过程进行改善，保证整个岩石工程的勘察工作

能够有效的进行，保证勘测数据的准确性，同时为一项工

程的进行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支撑 [4]。

2 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岩土工程勘察技术的应用

分析

2.1 岩土层钻探技术

岩土工程在施工前通常都会进行岩土层的钻探勘察，

而岩土层钻探技术离不开车装、台式钻机等设备的应用。

台式钻机是岩土层钻探技术的主要组成工具，离开了钻机

则无法开展钻探勘察工作，图 1 是岩土层钻探施工。另外，

在开展岩土层钻探时，还需要使用泥浆护壁回转这一技术

来实施钻进；采芯过程中还必须要保证砂土岩层芯的采取

率以及粘土岩芯的采取率。整个技术应用过程中要详细记

录各个岩层的变化，为后期的地层分析提供精确的数据参

考依据。

2.2 地质测绘技术

针对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岩土工程勘察离不开地质测绘

技术的应用，通过对地形、地貌以及地质等条件进行分析，

有利于帮助勘察人员加强对工程施工现场地质构造的了解。

图 2 是地质测绘应用图，通过地质测绘技术可以及时地发

现岩土施工中存在的地质问题，从而能制定合理的应对措

施。另外，勘察人员还可以借助该技术掌握施工现场岩层

的特征、分布以及成分组成等岩土信息，根据地质变化能

准确的判断岩层本身的风化程度。

3 基于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岩土       工程勘察工作顺

利开展的对策

3.1 勘测技术和取样技术

在岩石工程的地质勘测过程中，由于基础的地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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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质结构存在差异，所以在勘测过程中，所选择的勘测

间距和勘测深度每次都不同。如果是一栋楼层在 6 层左右

的砖混  结构住宅楼，处于砂土、碎石土等简单均匀地层时，

勘测孔深度在 15 米左右就可以满足勘测的要求；如果处于

因地质构造、地质成因导致的淤泥质土、膨胀土、湿陷性土、

风化差异性大的复杂地层，在进行勘测时要根据实际情况

对勘测深度适当加深；如果考虑到上部建筑物的沉降敏感

性等设计问题时，勘测深度还应满足计算要求 [5]。在勘测过

程中遇到松散杂填土或者黄土时，对于勘探点的间距要根

据地质的复杂程度进行加密，必要时还要增加物探、原位

测试等其他勘测技术，来满足勘察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要充分考虑取样技术的实用性和合

理性，针对不同位置的不同地层选择合适的取样工具和技

（下转第 22 页）

图 1 岩土层钻探施工

图 2 地质测绘应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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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度弯曲，最终使管节受到损坏，接口出现渗漏；（2）

一般完成顶管施工后，或者在实际的施工环节管道轴线两

侧会出现地面沉降或隆起现象，严重影响管道周围的道路

交通，还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3）顶进过程中压力表指

针突然增大；（4）管道接口渗水、漏水等问题，为了保障

施工质量，降低施工风险还需要对这些问题及时的做出处

理和防治措施 [3]。

3.2 防治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以下防治措施：（1）顶管施工

前应该进行实地考察，对地质、地形等情况进行详细的勘察，

并做好记录，及时的进行指导纠偏；（2）严格控制顶管轴

线的偏差大小，执行勤测量、勤纠偏、小量纠的操作方法；

为防止出现沉降等问题可以使用润滑支承介质填充管道外

围环形空隙，还可以用水泥或粉煤灰等材料置换润滑泥浆；

（3）根据地质条件的不同调配适合地质的泥浆，应用同步

注浆法，及时足量的沿线补浆，经常检查膨润土质量，特

别是不得含砂，加强顶进前的检修和保养工作；（4）严格

遵循管节和接口密封材料的检验制度，禁止采用不合格产

品，下管时保护好管口，可以在钢丝绳与管口之间加入定

量的橡胶垫 [4]。

4 结论

成都天府新区兴隆湖环湖道路工程污水管液压顶管施

工技术的成功应用既保证了天然气管道不受影响，解决了

施工中的各种难题，又实现了工期目标，同时质量也得到

保证，施工过程安全可靠，低碳环保。本工程污水管道施

工采用的液压顶管施工工艺得到相关方和相关技术专家认

可，为整个兴隆湖环湖路以及湖区工程按期完成奠定了基

础，为整个工程如期履约验收交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汪丽 , 黄伟 , 王阿华 , 等 . 荆门市竹皮河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之生态修复工程设计 [J]. 中国给水排水 ,2020,36 
(06):69-73.
[2]　葛飞 . 综合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的移湖水
库水环境综合治理 [J]. 装饰装修天地 ,2020(15):280.
[3]　袁芳 , 张正阳 , 李吉 , 等 . 穿越大面积黏土层顶管施工
技术要点 [J]. 工程建设 ,2021,53(02):60-64.
[4]　张卫 . 穿淮河入海水道和苏北灌溉总渠顶管施工方案浅
析 [J]. 中国房地产业 ,2021(06 ):205.

（上接第 4页）

术措施，淤泥质土、湿陷性黄土等不同土层的取样要求差

异性很大，当一项工程地层中遇到多种地层时要将钻探工

艺与取样技术结合起来，避免复杂地层给施工带来的技术

性困难。

3.2 对地质测绘技术进行优化和升级

基于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岩土工程勘察的地质测绘工

作主要是通过对该区域的地形和表层地质进行调查，详细

了解该地区的地形和地貌、表层岩石和土层的地质性质，

进而提前掌握现场施工的难易程度和具体勘察工作，例如

钻孔布置的初步安排，因此地质测绘技术的优化升级必不

可少。目前的无人机航拍、射线探测等手段是地质测绘技

术升级和优化的研究方向。

3.3 对岩石土工程勘察技术进行创新

现今岩土工程勘察的难点主要就是复杂地质条件对工

程的影响，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用

性的原则，加强地质勘察技术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能单

纯的使用单一的勘察技术进行工作 [6]。例如在对一项地铁工

程线路进行勘测过程中，在每个站点要根据地质情况的不

同选择不同的勘测技术，由于岩石工程的勘察位点比较多，

现场的施工环境比较复杂，周围又包括很多建筑物，针对

这样的问题，工程勘查单位要和其他建筑单位进行合作，

采取多样的勘测技术进行岩土工程地质勘察。对岩土工程

勘察的技术进行创新，找到合适的综合勘测技术，对实际

地层结合试验资料和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保证勘测结果符

合实际要求。

4 结语

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勘察，一定要结合当地的实际地

质情况，选择合适的勘察技术进行综合地质勘测，通过提

高勘察技术的先进程度和实用程度以及辅助手段的优化升

级来提高勘察工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为工程的设计和施

工提供详实可靠的地层信息和地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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