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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建筑行业发展迅速,各地区建筑工程项目如春笋般涌现。地基基础
是建筑工程建设的核心,也是建筑结构是否安全、稳定的保障,地基基础关系着整个项目工程质量,是工
程初期的重要环节。建筑工程在投入使用之后,因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可能导致地基承载能力减弱,地
基出现变形等问题,对于人们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威胁。因此,应加强建筑工程地基基础的检测工作,
做好保障措施,应用先进的检测技术,全面掌握建筑物地基基础情况,提升对地基检测的重视度,合理应用
先进技术,提升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质量,促进建筑工程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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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various regions have sprung up. The foundation is the core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it is also the guarantee of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The
foundation i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project and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project. After
the project is put into use, it is in a high load state for a long time, which may lead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foundation and the deformation of the foundation, which poses a great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spection work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foundation,
take good safeguard measures, apply advanced inspection technology, fully grasp the situation of building foundation,
enhance the importance of foundation inspection, rationally apply advanced technolog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promot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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