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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岩土工程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各类先进岩土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工程内部,在提升工程建
设质量与效率的同时,也使岩土工程建设期间的成本增长、地质灾害频发等问题逐步暴露。因此为确保
岩土工程能在地区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工程管理部门需深入分析造成地质灾害的原因,针
对当地地质特征及工程建设具体要求,应用专项防治手段,控制地质灾害问题发生概率,保护周边居民人
身及财产安全。因此本文就岩土工程地质灾害成因及其防治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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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ll kinds of advanced geotechnical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the internal engineering, while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but also mak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st growth, frequent occurrence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other problems gradually exposed. So in order to ensure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an play a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urba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b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according to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the local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of special control method, control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occur probability, to protect the surrounding residents personal and property safety.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geological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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