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7期 (上 )总第 500期科学论坛

140

水文地质在岩土工程勘察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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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飞快的增长，建筑行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其相应的工程

种类、工程量也越来越多。水文地质的勘察工作属于岩土工程施工前期的重要工作内容，其不仅在岩土工程的前

期勘探施工中有着核心的作用，还与整个岩土工程质量有着直接的联系。基于此，本文针对水文地质的特性及其

水理性质，分析了当前地下水对整个工程的不利影响，并且明确该勘察施工的重点、要点，采用符合不同地质环

境的方法进行施工作业，为施工中岩土工程的质量保障打好基础，以期为有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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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建筑行业快速发展，其中建筑工程相关的岩

土工程勘察施工属于整个工程的基础性建设，其所勘

察出来的数据结果能够有效地运用在工程建筑中。在

进行该工程的前期勘察工作中，必须确保施工设备能

够安全、稳定地运行，保障最终的勘察质量以及结果

的准确性，通过最终的结果来分析建筑地面的施工情

况，明确土壤的承载性能，确保后期施工的稳定性。

1 该工程勘察中水文地质分析

1.1 概述

在岩土工程的前期勘察和设计以及后期的施工过

程中，水文地质对于整个工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但该工作很容易遭到施工人员的忽视，在进行岩土工

程的勘察过程中，其最终的勘察结果很少包括对水文

地质的参数数据，甚至认为该数据的勘察工作毫无作

用。在部分环境或者水文地质较为复杂的区域，若是

没有做好水文地质的勘察工作，地下水很容易对整个

工程产生各种伤害，从而影响整个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耽误施工的进度 [1]。

现如今，随着城建发展工程脚步的不断加快，人

们的发展和土地资源之间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因

此，建筑的高度也越来越高，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主

要发展方向。为了更好地保障整个建筑施工的稳定性

能，关于地基的施工工作也越来越重要，其挖掘的深

度也在不断地增加。在该种发展背景之下，只有保障

施工区域的水文地质勘察工作做到位，明确好施工区

域的水文地质的实际情况以及变化规律，才能更好地

降低施工风险和施工隐患，确保建筑工程施工的安全

可靠。虽然在现代工程项目的建设和发展中，水文地

质的勘察工作属于一个较小的工作内容，但是其最终

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只有做好相应的水文地质

勘察和评估工作，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强化岩土工程的

质量和效率。在进行水文地质的勘察工作中，还需要

结合工程的实际发展需求和水文地质勘测标准和规范，

来了解地质与水文之间的联系 [2]。

1.2 水理性质分析

所谓的水理性质，就是地下水渗入岩石中的缝隙

中时，体现出的地下水的存储、转移等各种相关的物

理性质。水理性质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岩

石的缝隙空间、缝隙的分布情况等。通过汇总，水文

地质的水理性质一般有如下几个特点：

1.2.1 容水性

该特点主要是指一般情况下岩石所能储水的容量

大小，因此，容水度就是来表示岩石容水量的指标。

其主要是岩石容水的体积与其本身的体积之间的差异

比值。在通常情况下，该指标与岩石的空隙度是相一

致的，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空隙中会产生一定的气体，

从而使得整个体积比值会偏大，导致这两个比值产生

差异。

1.2.2 持水性

通过重力的挤压，岩石内部肯定还可以储存一部

分的水，这也被称之为持水性。持水度是指该水性标

准的数值大小，该数值一般是岩石内部还能储存的水

的总体积与岩石自身的体积的比较。一般情况下，在

岩石中的水都是毛细或者结合的，其颗粒的体积对于

岩石的持水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缝隙较大的

岩石，其持水度相对较小，而缝隙空间较小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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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其持水性能较强，并且即使遭受重力的打击，其

也能储存较多的水，从而持水性较大 [3]。

1.2.3 给水性

该种性能主要是指当已经吸满水的岩石，在重力

的作用下，其还能流出一定的水量。因此，给水度也

就是用来比较其大小的数值。该数值主要是当部分岩

石在重力的作用下给出水的体积，其主要是体现出该

岩石的给水性能，通常情况下，间隙较大的岩石，其

性能就会相对较强。

1.2.4 透水性

透水性主要指标识岩石允许透水的性能。影响岩

石性能的重点因素就是岩石的缝隙空间大小，一般情

况下，空间较大的岩石该性能就会比空间较小的岩石

性能强。若是岩石之间的空间缝隙差不多，那么就可以

根据其连通度进行比较，一般连通度强的岩石该性能就

会强 [4]。

2 水文地质在岩土工程中的不利影响

2.1 地下水位的不利影响

水文地质对于整个岩土工程勘察施工的影响十分

大，尤其是对地下水位的升高和减退的变化，其不仅

对岩石内部结构的稳定性能有着严重的影响，甚至还

会造成地表坍塌、裂痕、沉降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

地面建筑的安全有着严重的威胁。但是，造成该种问

题的原因因素相对较多，例如工程不规范施工、雨季

等降水量过多等，该类因素可以是独立存在，也可以

共同作用。通常情况下，水位的升高并不会造成较大

的危害，但若是升高的速度不正常或者过快，就会加

快建筑基层的腐蚀，或者地表滑坡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相反，若是水位过度下沉，那么地表不仅会造成坍塌

等事故发生，甚至还会造成水资源枯竭或者水质量恶

化等问题，这不仅对生态资源造成较大的威胁，还会

对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较大的影响。若是一个区域的

地下水升降过于频繁，那么岩石也会不断膨胀和收缩，

从而造成较大的地质灾害，对地面上的建筑有着较大

的威胁 [5]。

2.2 动水压力的不利影响

该压力在整个岩土工程的勘探施工过程中有着巨

大的影响作用，若是人为造成的原因，那么就会导致

地下水出现不同情况的失衡问题，从而在地下出现较

强的压力，导致勘察施工的质量以及时间受到较大的

影响。与此同时，由于该压力的作用力相对较大，也

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地质灾害等问题的发生，在一定程

度上威胁着工程的安全进行。

2.3 基础埋深的不利影响

在进行岩土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该施工的作用对

于整个建筑的安全和稳定有着直接的影响，也是非常

关键的一步施工步骤。因此，在进行该工程确定的过

程中，还需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对于施工

区域的水文地质情况以及变动发展规律进行全面的掌

握。通常情况下，基础深埋的施工区域都会在地下水

之上，若是该区域的水位过高，那么还需将该施工深

入水下方去，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水量。在进行

基础深埋的施工过程中，要重点考虑承压水，并且做

好相应的防护作业，从而避免在基坑挖掘的过程中，

出现水突破基层的问题发生。相关的施工人员还需要

结合实际的施工情况，规划好天然用地，其不仅能够

节省成本，还能保障整个工程的安全性，但是，若该

区域的土层稳定性过低，或者出现沉降等问题发生，

而无法满足施工的需求，那么还需要对其地基再进行

加工处理，强化其承载性能。除此之外，地下水的出

现也会造成挖掘施工的一定影响，因此还需要制定好

相应的防护计划，从而保障施工的顺利完成。

2.4 工程建筑的不利影响

基础施工对于工程建筑的作用十分重大，一旦该

基础出现各种问题，那么后期的建筑质量也会受到影

响，甚至还会出现坍塌、倒塌等各种问题发生。若该

区域的水位过高，还会造成建筑基层长久潮湿、腐蚀，

对整个建筑的稳定性能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还会出

现土质盐化、整个建筑基层变形严重等情况发生。在

进行施工的过程中，若是运用人工排水的方式，还需

要对其各种因素影响进行充分的考虑，从而避免施工

表层倒塌。

3 岩土勘察工程的水文地质施工重点分析

在进行该工程的勘探施工作业时，还需要做好相

应的准备工作，从而更好地对施工区域进行相应的勘

探施工。首先，要对该区域施工的地理环境进行相应

的调查，由于外部环境、地形地势、气候天气等各方

面的原因都会对整个工程施工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

要对其进行全面的勘探侦查。其次，要对施工周边环

境进行相应的勘探，施工环境、土质条件、水文条件、

土层厚度等都需要重视。最后，要对施工区域的地下

水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观察，对其规律进行相应的分析，

不论地下水的变化如何，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工程稳定，

甚至还会造成工程倒塌等安全事故。在进行勘察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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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不仅要对施工原料的防水、防腐性能考虑充分，

还要对隔水区、含水区所在的地理位置、水层厚度进

行了解。为了更好地保障人员的安全和工程顺利地开

展，一定要对其地下水做好全面的管控。

在勘察施工的过程中，地下水是整个施工中最大

的影响因素，若是在施工过程中没有重视该环节的工

作，那么工程就会发生大面积的沉降等情况，为了减

少该事故的发生概率，相关的管理人员还需要制定好

相应的水文地质评价制度，其基本的内容就有：首先，

要对该地下水的危急情况进行分级，并制定好相应的

防护办法。其次，还需要对该施工区域的地基情况进

行勘察，并收集好相应的信息资料。最后，还需要根

据实际情况分析该地下水对整个工程施工的程度，从

而针对性地解决地下水问题 [6]。

4 做好岩土勘察工程的水文地质施工办法

在进行岩土工程施工的过程中，相关的施工人员

一定要重视水文环境和土壤环境，并对其进行综合的

分析和评价，从而保障整个工程的质量和效率。在进

行该分析和评价的工作中，需要做好建筑的防腐施工，

对岩土的透水性能、膨胀性能、收缩性能等各个性能

进行综合考虑，及时将不利于施工的因素进行有效的

消除，并对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行预判。还需要结合

工程的设计需求，对其分析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并结合勘探出来的数据，对勘探施工中可能出现的各

种问题进行分类，并做好相应的防护计划。在岩土勘

察工程中的水文地质工作的施工办法，主要在以下几

方面优化。

4.1 地理环境的有效勘察

岩土工程的勘探施工一般包含的内容相对较多，

且其能够帮助该工程提供全面有效的数据，而水位的

地质勘探施工能够为整个工程提供更加有效的数据信

息，从而为后期的安全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因此，

在进行该工程的勘探过程中，对于水文地质的勘察有

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地理环境的勘察是该勘察工作

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主要是针对施工区域的地理位

置、地形地貌、地下水进行调查，从而帮助施工人员

对于施工区域的基本地理特征了解清楚。

4.2 地质环境的有效勘察

地质环境是整个工程施工的基础保障，同时在很

大的程度上对整个建筑的结构稳定、安全也有着直接

的联系。在进行岩土工程的勘察施工中，关于该方面

的勘察施工主要是对该区域的土壤结构、岩石结构、

板块运动等各种情况进行勘测，从而为工程施工提供

更多的数据保障。

4.3 地下水位的有效勘察

地下水位的变动会对地面建筑和建筑基层有着或

多或少的影响，因此在进行施工展开前期，需做好相

应的勘察工作。一般情况下，对于该勘察工作还需要

收集近五年的水位数据资料，对其最高和最低的变化

情况进行分析，并且，还需要对地下水的排水、地表

水的补水等进行分析，从而对地下水在岩土工程建设

过程中的影响进行考虑，针对性地制定防护办法。

5 常见勘察检测办法分析

5.1 工具法

该种办法需要运用专业的勘察设备来对施工区域

的岩石进行相应的物理化学分析，从而让施工人员能

够清楚地了解该区域的岩石情况，从而更好地进行后

期的施工现场设计和方案的制定，该种方法的实用性

能相对较强，与其他办法结合使用，效果更好。

5.2 实验法

在使用该种方法之前还需要对现场的施工人员所

采集的各种样品做好相应的检测工作，运用各种技术

来对施工区域的水层性质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让施

工人员了解水质情况，但是该种办法过于片面，也需

要和其他办法一同检测。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岩土工程的勘察过程中，只有

了解清楚施工区域的水质，才能对其进行综合的评价

分析，了解其危害影响，从而在后期的施工过程中制

定出针对性的防护办法，减少施工故障以及安全事故

的发生概率，促使岩土工程的施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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