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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逐步重视地基基础检测的相关问题。为进一步提升地基检测实
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其在工程建设中的地位,了解地基施工与工程质量之间的联系。由于工程施工
环境、施工标准以及技术之间的差异,地基稳定性有时很难确定,若是不符合要求很难开展后续施工活动,
更别说提升工程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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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foundation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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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tate gradual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foundation dete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foundation inspe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its position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quality.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foundation stability. If it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it i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follow-up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let alone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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