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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提供地下工程可持��展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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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DATA LOCATIONS

PLACES WHERE WE HAVE WO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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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nd power of the water, facilitation of mobility beyond 
barriers, reaching towards the future through cultivation of 
state-of-the-art engineering.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with 
which people relate. Daily challeng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novation continues.

Established in 1984 in Turin (Italy), as an independent geo-engineering company. 
GEODATA is leader in Italy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in the field of design and 
engineering of underground infrastructures. 
Still strongly focused on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use, GEODATA has gradually 
become a global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er. 

GEODATA presents itself as the ideal global partner to create the positive and effective synergy 
with partners and clients for developing complex projects. 

With proven vast expertise in engineering underground infrastructures for road & rail 
transportation, water supply & waste water management, storage and hydropower, we are 
committed to implement digital innovation to enable comprehensive robust solutions both for 
new infrastructures and for the manag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existing facilities.

Today, GEODATA operates in 5 major market sectors: Metro, Road, Rail, Hydro, Earth

METRO RAIL ROAD HYDRO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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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35 YEARS OF GROWTH

2015OPENING OF THE BRANCHES IN BOLIVIA,
CANADA & KATHMANDu (NEPAL)

400 PROFESSIONALSWORKINGINTHE GEODATA GROuP; 
CONTINuINGExPANSIONINMATuREANDHIGH-DEMANDING

MARKETS, uSA, SINGAPOuR, TuRKEY(2013)
OHSAS 18001 CERTIFICATION

COMPLEMENTING WORLDWIDE ROOTING
(AuSTRALIA, COLOMBIA, PERu)

BREAKING THROuGH 40 M€ REVENuES

ISO 14001 CERTIFICATION
START WORKING IN INDIA

CONSOLIDATING PRESENCE IN SOuTH AMERICA
THROuGH THE OPENING OF ARGENTINA, 

ECuADOR AND BRAzIL BRANCHES

ASSIGNED TO GEODATA THE SAMOTER
INTERNATIONAL AWARD (CATEGORY DESIGN)

REACHING 15 M€ REVENuES
OPENING IN RuSSIA, CHINA (2006)

OVER 2,000 KM
OF TuNNELS DESIGNED

ESTABLISHMENT OF THE BRANCH IN GREECE;
INCORPORATING E&M SPECIALISTS (ITEA S.R.L.)

(2004); GROWING IN S.E.ASIA AND S. AMERICA
THANKS TO MORE THAN 100 PROFESSIONALS

FIRST FOREIGN BRANCH (PORTuGAL)
AND PARTICIPATION (VENEzuELA)

STARTING uP IN HYDRO PROjECTS
(GROuPE INCOMAG S.R.L.)

ISO 9001 QuALITY CERTIFICATION;
5 M€ REVENuES

REACHED 1.000 KM
OF TuNNELS DESIGNED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POWERCHINA BECOMES THE MAjOR
SHAREHOLDER OF GEODATA GROuP

EL BALA 3200 MW HPP, BOLIVIA
SãO PAuLO METRO – ExTENSION OF LINE 5  

FLOOD-RELIEF TuNNELS OF THE MALDONADO
RIVER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LIMA METRO LINES 2 AND 4, PERu

STARTING INVOLVEMENT IN INDIAN METROS: 
BANGALORE, DELHI, LuCKNOW, AHMEDABAD, 
CHENNAI, MuMBAI, BOPHAL & INDOORE

STARTING INVOLVEMENT IN INDIAN RAILWAYS: 
SIVOK-RANGPO,  RISHIKESH-KARANPRAYANG,
TuNNELS T1-T5 ON uDHAMPuR-SRINAGAR-BARAMuLLA
RAIL LINK - T74R RAILWAY TuNNEL

ECuADORIAN HPP: COCA CODO SINCLAIR 1500MW, 
VILLADORA & CHONTAL 365 MW, 
MINAS Y LA uNION 260MW

HIGHWAY AND RAILWAY TO  SOCHI FOR WINTER
OLYMPIC GAMES, RuSSIA

LYON–TuRIN  HSR BASE TuNNEL INVOLVEMENT
SALERNO-REGGIO HIGHWAY
BOLOGNA HSR uNDERPASSING

“MECHANIzED TuNNELING IN uRBAN AREAS” 
BOOK PuBLICATION

PORTO METRO
LINES C, S, j, PORTuGAL

ALPINE HIGHWAYS : AOSTA-MONT BLANC, AOSTA-GRAN
SAN BERNARDOAND TuRIN-FREjuS, ITALY
CONNECTIONBETWEENTHENEW GENOVA-VOLTRI
HARBORANDTHE HSR NETWORKTO MILANO, ITALY

CAREMA ROCK SLOPE
AND FLOOD PROTECTION, ITALY

ST.PETERSBuRG METRO LINE, RuSSIA
PORTO METRO LINE, PORTuGAL

TuRIN METRO LINE 1, ITALY
A6-A21 ASTI-CuNEO HIGHWAY, ITALY

THE FIRST IMPORTANT BIG PROjECT  IN WHICH
WE HAVE BEEN INVOLVED: PONTREMOLESE
RAILWAY LINE, ITALY

TRANSANDINO AND MARCONA
RAILWAYS IN PERu

ISTANBuL, TuRKEY 6 DIFFERENT METRO LINES DESIGNED
BY GEODATA AND uNDER CONSTRuCTION; 
GAYRETTEPE-NEW AIRPORT AND KADIKOY-KARTAL LINES
ALREADY IN OPERATION. SNOWY 2.0 HPSP,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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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土耳其伊斯坦布�的6�在建地��路��工作，
其中GAYRETTEPE—新机�和KADIKOY—KARTAL
���地��已�投入��。
澳大利�SNOWY 2.0抽水蓄能�目

秘�TRASANDINO和MARCONA�路

�利��EL BALA 3200MW水�站
巴西�保�地�——5��延��

阿根廷布宜�斯艾利斯��多�多河
（MALDONADO RIVER）泄洪隧洞
秘�利�地�2��和4��

�始涉足印度地���：班加��、德里、勒克瑙、艾
哈��巴德、金奈、孟�、博��和印多� 
智利阿空加瓜�洋隧道PPP�目

厄瓜多�水��目：科�科多-辛克雷1500MW水
�站、VILLADORA & CHONTAL 365 MW水�
站、MINAS Y LA UNION 260MW水�站

俄�斯索契冬��用公路和�路RUSSIA

出版《城市地�机械化隧道掘�》一� 

��里�—都�高速�路基�隧道——法�/意大
利 意大利�勒�—雷焦公路和博洛尼�高速�路
下穿施工

意大利都�地�1�� 
意大利A6-A21阿斯�—���公路 

俄�斯�彼得堡地��路 
葡萄牙波��地��路 

意大利�雷�岩石�坡和防洪工程

阿�卑斯公路：�斯塔—勃朗峰、�斯塔—大�伯�德
山口及意大利都�—弗雷瑞斯
新�那�—沃�特里港�意大利米�高速�路��接�

公司��的第一�重大�目：意大利
PONTREMOLESE�路�路

葡萄牙波��地�C、S、J�

�始涉足印度�路��：�德�普�—斯利那加—巴
拉穆拉�路�SIVOK-RANGPO段、RISHIKESH-
KARANPRAYANG段T1-T5隧道及T74R�路隧道 

中��建成�吉泰公司控股股�

在�利��、加拿大和加德�都（尼泊
�）��分支机� (NEPAL)

吉泰公司�有400名��人�；
在成熟的高端市�持���：

美�、新加坡、土耳其（2013年） 
OHSAS 18001��

���根全球
（澳大利�、哥�比�、秘�）

年�收突破4000万�元

在阿根廷、厄瓜多�和巴西��分支机�，�
固南美�� 

授予吉泰公司SAMOTER���（���）

年�收�1500万�元 
在俄�斯和中�（2006年）��分支机� 

��的隧道��度超�2000KM 

成立首家境外分支机�（葡萄牙）和�股公司
（委�瑞拉）；�始涉足水��目（GROUPE 

INCOMAG公司

ISO 9001�量��； 
年�收�500万�元 

��的隧道��度�1000KM 

公司�立 

在希���分支机�；
��机���公司（ITEA有限�任公司）（2004年）；在
100多名��人�的努力下，在�南�和南美�展�大 

ISO 14001��
�始�入印度市�

注重�人�息息相�的可持��展�境，��水�源价�、不�

提升人�生活�量，培育最先�工程��理念，迎接挑�、持�

�新、勇于超越、�力同心携手走向未�。

1984年，吉泰公司在意大利都�成立，是一家�立工程咨�公司。吉泰公司是意大利地

下基��施��和工程方面的��企�，�得��同��可。

吉泰公司�注于隧道掘�和地下空�的利用，目前已逐��展成�一家全球性的多�科咨

�公司。

吉泰公司�自己�理想的全球合作�伴，�其他合作�伴和客�建立��有效的�同�

系，共同��多功能���目。

�借在公路、�路、供水和�水�理、蓄能和水�等地下基��施工程��方面的�富�

�知�，我�致力于�施�字化�新，�新建基��施及�有�施的管理和修�提供�

合、�健的解�方案。

如今，吉泰公司涉足五大市��域：地铁、公路、铁路、水电和岩土。

吉泰公司所在地

吉泰公司�目所在地

地� �路 公路 水� 岩土



4 5

克服困�

范�涵盖穿山深�隧道到城市改造（涉及��、供水、�水�理和防洪的地下基��施）。

智慧城市

未�城市中心�域的精髓：高效的智能城市，配��用且具有�性的�志性基��施，��反映�尊重

�地人文�境、�史古迹。

需要大量的基��施��知���定�新、可�、可持�且有�性的解�方案，�利用地下空
�，�足以下需求：  

•  城市化迅速�大 •  智能城市 • 未�人�生活�量  • �候�化 • 尊重�史古迹

水�源 

水�源是人�最��的自然�源。

理解和充分利用水�源是如今工程界面�的最大挑�。�了��不同地形的不同需求，需要根据可
持��展�准�行�水、蓄存和水力��。�水�源�行有效防治和管理，�保城市和人群免受洪
水和水文地���威�。新�目�分析各�防�情景，��施�健且有抗�能力的解�方案。

�字工程

�字�新是工程�最�有效的革命：BIM、�字��和�目管理、公用和�同�据�境正在提高可
�效率、生�率和附加价�。

公司核心领域 

• 地�和水文地�

• 岩土工程

• �境

• 采�

• ��工程

• 水利工程

在设计和施工阶段：

• 基��施�����

• 机�工程

• ��管理�控制

• �率���分析（��和成本）

• 施工方法����化

• ����和�合管理

• ��

• �目及施工管理

• �理

• 知�管理——工程信息技�

• 健康安全管理

相关数字

1984年，吉泰公司在意大利都�成立。
38年�展中，年均增�率�15%。

近三年平均����3000万�元，其中90%的�

���自�外。如今，��的地下基��施���

4000KM。

公司管理�的�目超�3700�。

吉泰公司承�的工程遍布5大洲45��家。

吉泰公司�有400多名雇�。

�有500多名公共和私�部�客�。

在����行�刊物上�表了300多篇文章。

2015年起通�ISO 9001��，2015年起通�

ISO 14001��，2018年起通�ISO 45001

��（通�OHSAS 18001��之前）。

OVERCOMING BARRIERS
From long and deep tunnels through mountains to urban transformation with 

underground infrastructures for transportation, water supply, waste water 

management and flood mitigation.

MOBILITY FREEDOM AND RESILIENT CITIES

It is the essence of the urban centers of tomorrow: smart efficient cities with functional, 

resilient and iconic infrastructures, designed respecting the environment, historical 

heritages and territories where they take shape.

A vast infrastructure expertise is needed for defining innovative reliable and sustainable 
resilient solutions for using the underground space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 Fast growing urbanizations ∆  Smart cities ∆  Future quality of human life

Climate changes ∆  Respect of historical heritages

WATER

The most precious natural resource for mankind.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ing this resource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engineering is facing 

today in order to draw from water all potentials. To tackle different needs in different 

geographies transfer, storage, hydropower production are demanded in compliance 
with sustainability criteria. Prevent and manage in order to secure cities and 

population from flood and hydrogeological risks. New projects should analyze scenarios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implement robust and resilient solutions.  

DIGITAL ENGINEERING

Digital innovat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revolution in the engineering industry: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Digital design and Project Control, Common and Cooperative 

Data Environment are enhancing reliable efficiency, productivity and added value. 

@geodesecutivo.indd   4 23/04/19   10:16

地� �路 公路 水� 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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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范围

•  ��路和�站�定地�最佳功能布局

•  �需求�究到机���的全套集成�� 

•  建筑、土木工程和地�系����的系�集成 

•  城市一�化和公共交通�向型��（TOD）�目 

•  地下解�方案的价�工程 

•  通�策略定�、安全和安保�� 

•  �算流�力�和行人��

•  无人�守地�系�（GoA4）

•  �主和政府咨� 

•  EPC承包商和PPP��商的��� 

公司专业知识领域

•  �目��和可行性 

•  地�、水文地�和岩土�究 

•  根据具�需求和用��型�行�路基��施� 

    �和系��究 

•  �站和��段的功能和建筑�� 

•  土木工程的岩土��和���� 

•  系�和安全�� 

•  ��情景中火�模�的流��力�分析 

•  建筑方法的��、改�和�新 

•  ����和管理 

•  施工��便道路��究 

•  交通、公用事��施和服��施改道�� 

•  ��和施工�段的安全�� 

•  价�工程

•  合同管理

•  �目�施工管理

•  ��机械化施工用地理信息系�

如在我�科技著作中�述，

机械掘�技�是公司�期

�先的�域。此�有技�

是�穿于��、施工、�

�分析、�量控制等方面

的系�性解�方案 。

地�

> 325
座地��站

> 400km
�地��路

澳大利�

巴西 

智利 

中� 

法� 

希�

印度

印度

印度

伊朗

以色列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秘�

葡萄牙

俄�斯 

俄�斯

俄�斯 

俄�斯 

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

∂ 珀斯，机�地��
∂ �保�，5�� 
∂ �地�哥，4�� 
∂ 成都，1�� 
∂ 巴黎，法�西�大�快�E�
∂ 雅典，3�� 
∂ 班加��，南北�UG1 
∂ 勒克瑙、博��和印多��局���    
∂ 新德里，CC-04- III工程包
∂ 大不里士，2��；阿瓦�，1��
∂ 特拉�夫地�M1-5�
∂ 都�，1��及其延�� 
∂ 博洛尼�，1��——地�—有��� 
∂ ��，D�和B� 
∂ �塔尼�和那不勒斯地�
∂ 利�，2��和4�� 
∂ 波��，C�、S�和J� 
∂ �彼得堡，1��和5��，5��斯�斯��站 
∂ 莫斯科，科茹�夫�
∂ 莫斯科，加里�—太�� 
∂ 莫斯科，RYAZANSKAYA和VOLZHSKAYA站公共交通�   
  向型��

∂ 伊斯坦布�，KADIKOY—KARTAL� 
∂ 伊斯坦布�，DUDULLU-BOSTANCI� 
∂ 伊斯坦布�，�MRANIYE-G�ZTEPE� 
∂ 伊斯坦布�， GAYRETTEPE—第三新机��

地� �路 公路 水� 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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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

[

[

阿�及利�

阿�及利�

阿根廷

智利

澳大利�

智利

中�

中�

中�

印度

印度

印度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法�

意大利

法�

伊朗

秘�

秘�

葡萄牙

俄�斯

西班牙

西班牙

摩洛哥

∂ EL ACHIR新建隧道及�路改建，以及LGV2高速�路 
∂ OUED TLELAT—摩洛哥�境新建�路
∂ CORREDOR BIOCEANICO ACONCAGUA PPP�路�
  (�路�接�PPP�目)

∂ 北悉尼��通道
∂ �地�哥—巴�科�路�  
∂ 成�高速�路和�昆高速�路
∂ 沈丹高速�路客��� 
∂ 京福高速�路客���
∂ 里希盖什—格��布勒�格新建�路�  
∂ SIVOK-RANGPO新建�路� 
∂ �德�普�—斯利那加�路�T1-T5和T74-R�路隧道
∂ 巴勒莫—阿格里�托�有�路升�改造
∂ 新建特�尼-斯波�托�路�
∂ 博洛尼�高速�路支�
∂ 巴勒莫�路地下支�
∂ 都�机��路�
∂ FREJUS��路隧道升��隧道下�

∂ 里�—都�高速�路

∂ 德黑�—�什哈德�
∂ �科�—安��拉斯�路� 
∂  TRASANDINO�路升�改造 
∂ 波��—里斯本�升�改造 
∂ 索契—�拉斯拉雅波利��—波利��公��用通道      
∂ �德里—塞哥��高速�路瓜�拉�隧道；里�—��耶多高 
  速�路�哈雷斯隧道

∂ 直布�陀海�海底隧道

深长隧道

意大利—�地利 ∂ 55.0km
布���基�隧道（BBT） 

意大利—法� ∂ 57.7 km
里�—都�基�隧道 

阿根廷—智利∂ 52.5 km
Corredor Bioceanico Aconcagua

西班牙—摩洛哥 ∂ 38.7 km
直布�陀海�海底�路

意大利∂ 20.0 km
新建特�尼-斯波�托�路�

意大利—法� ∂13.7 km
弗雷瑞斯�隧道升�改造

印度 ∂ 8.7 km
克什米�新建�路�，�拉姆—��

古恩德段�道

委�瑞拉 ∂ 6.9 km
加拉加斯—�阿�路�

澳大利� ∂ 6.3 km
北悉尼��通道 

公司业务范围

•  �高速�路�目到通勤�路�目 

•  �定�路和�站的功能布局 

•  �定�到信�解�方案的全套�� 

•  多式����和��� 

•  直流和交流�力�引系� 

•  Opentrack�路模� 

•  施工和��期�隧道安全�� 

•  �路深�隧道��

•  ��、�新和升�改造 

•  施工�理和��支持 

公司专业知识领域

•  �路系��念�� 

•  �目和��管理 

•  ���究 

•  定�方案�究 

•  �道和路��� 

•  ����

•  �站和交��点的功能和建筑�究

•  高速��和通勤��城市��

•  �命周期成本分析

•  成本效益分析

•  施工方法和施工�段��和��

•  �路隧道�新（新的�隙�廓定�、固�、

   安全�准）

•  控制和信�系�

•  �力�引和��所

•  机�系�

•  系�所需机���的定�

地� �路 公路 水� 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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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 RN 77�道 
∂ 布里斯班LEGACY WAY�目 
∂ RODOVIA DOS IMIGRANTES 
∂ 波哥大—比��森西�和阿布拉�特�隧道
∂ 格勒�布�—西斯特�公路（A51)
∂ 蒙特�洛隧道DESCENDANT OUEST
∂ 艾格�提�高速公路
∂ 西格�1�和2�隧道 
∂ 拉�丹公路隧道和巴拉拉�拉公路隧道
∂ 1A��道切�尼—�西克段
∂ 孟�—浦那高速公路
∂ 德里机�西�接�杜瓦��高速公路
∂ 德黑�—索��高速公路厄�布�隧道 
∂ 都�—巴多�基�公路（A32）
∂ �勒�—雷焦�拉布里�公路
∂ 威尼斯—的里雅斯特公路（A4）�建
∂ 都�—�沃�公路（A6）��
∂ 勃朗峰—�斯塔公路（A5）和�斯塔—大�伯�德 
  山口地下支� 

∂ 城市各�地下分流（���雷、PORTE、�梅尼�、 
  梅�焦）

∂ 吉隆坡西部交通疏散方案——彭�拉隧道
∂ BAR BOLJARE公路 
∂ 美�公路
∂ 安塔米�公路
∂ 阿���公路�托西�什—阿���段北部隧道
∂ 索契—�拉斯拉雅波利��—波利��公��用通道

深长隧道
印度 ∂ 18.0 km - 海拔2700m 
古雷斯—班迪普��拉�丹公路

法�—意大利 ∂ 12.9 km
安全隧道，弗雷瑞斯公路隧道   

印度 ∂ 11.25 km
��利—Sarchu公路巴拉拉�拉隧道  

印度 ∂ 9.0 km
切�尼—�西克隧道（�特尼托普）

伊朗 ∂ 6.4 km
厄�布�主隧道

意大利—瑞士∂ 5.8 km
大�伯�德山口隧道 

双层城市隧道

俄�斯 ∂直�19.1m 
��洛夫斯基隧道 

希� ∂ 直�15.9M 
��尼加水下隧道   

意大利∂ 直�15.5M 
���支�隧道 

��西�∂ 直�13.5M 
吉隆坡（SMART隧道） 

公司业务范围

•  �合公路、�接�和城市支�

•  道路布局�定：�合成本效益和多�准分析界定最 

   佳布局和定�

•  道路��、改造和投��策的分析、��、管理和 

   ��（HDM-4�件）

•  机械化和��公路隧道

•  地下停����

•  流�力�和疏散模� 

•  隧道通�和消防安全

•  排水解�方案和景��� 

•  �合地下解�方案的价�工程 

•  �境�究

公司专业知识领域

•  �目和��管理

•  ��可持�性分析 

•  ��分析和��分析

•  成本和施工���率分析

•  多�准分析

•  路���、布局和典型公路路段

•  基��施功能和可接近性分析

•  主要��和次要��的道路、地�、岩土、 

    水力、��和����

•  �境可行性、�可行性�究和影��价 

•  施工方法和施工�段��和��

•  ITS

•  ��和再���� 

•  �目管理和控制 

阿�及利�

澳大利�

巴西

哥�比�

法�

法�

希�

希�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伊朗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西�

黑山共和�

秘�

秘�

葡萄牙

俄�斯

地� �路 公路 水� 岩土



1312

水�
∂ 杜�拉、KRAMIS、IRDJANA、TAHT和EL ABD大� 
∂ ��多�多河泄洪隧洞
∂ �坦�—里�丘埃洛盆地可持��展（�段1和�段3）  
∂ EL BALA水�站：3675MW
∂ 多�多西旺市�水�理系�
∂ ALTO MAIPO水�站：531MW 
∂ �安抽水蓄能�站和阜康抽水蓄能�站：350MW 
∂ 南水北�
∂ 万家寨引�工程
∂ TUNJUELO CANOAS�水�截系�
∂ 科�科多-辛克雷水�站：1500MW 
∂ MINAS-SAN FRANCISCO & LA UNI�N水�站：276+94MW 
∂ CHONTAL水�站：194MW 
∂ 德�西水�站：180MW
∂ 阿�西�水隧道
∂ 舒伊�水隧道

∂ BAJOLI HOLI水�站：180MW 
∂ KOKHAV HAYARDEN抽水蓄能�站：340MW 
∂ RAVEDIS多用途水�
∂ �那�比�格�河泄洪隧洞
∂ 塔��河SANTA VITTORIA D’ALBA水�站：4.1MW 
∂ 巴瑞巴�引水��工程
∂ �戈�斯��抽水蓄能�站2�机� 
∂ 哥�坡防洪 新建MUTWAL和托林�隧道
∂ ���福克排�口更��目

15 km
防洪隧道

143 m
Chontal��混凝土� 

72.5 km
�水隧道

公司业务范围

•  流域�合管理

•  水�源管理

•  �水

•  河工

•  ��工程

•  水工隧洞

•  大�

•  洪水�自然�害

•  ���危害�� 

•  �水�理 

•  水�

•  �合地下解�方案的价�工程

公司专业知识领域

•  水文、水力和����究

•  系�布局��

•  初步��、最���和�行��

•  多�准分析、��和成本�率��

•  ��分析、��管理�� 

•  技��范

•  �目和施工管理

•  价�工程

•  合同管理

•  地�、地�力�和水文�究

•  三�地�模型（LEAPFROG） 

•  定�岩土�考模型（GTRM） 

•  大�岩土��和���� 

•  地下洞室岩土��和���� 

•  施工方法和施工�段��和��

[

阿�及利�

阿根廷

阿根廷

�利��

加拿大

智利

中�

中�

中�

哥�比�

厄瓜多�

厄瓜多�

厄瓜多�

厄瓜多�

法�

法�

瑞士

印度

以色列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尼泊�

俄�斯

斯里��

美�

地� �路 公路 水� 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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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
阿�及利�

阿根廷

智利

巴西

哥�比�

哥�比�

智利

智利

哥�比�

厄瓜多�

厄瓜多�

印度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法� 

西班牙-�地利

��西�

墨西哥

南非 

全球范��

全球范��

∂ RN77（120KM）和OUED TLELAT�路（400KM）地�勘�
∂ CORREDOR BIOCEANICO ACONCAGUA�路�目地��究

∂ �保�—里����高速�路地�勘察
∂ �德林—拉斯���斯公路�坡�定性分析和工程��服�
∂ 波哥大�凡�含水��境管理��
 ∂ NUEVO NIVEL MINA EL TENIENTE�口隧道
∂ 丘基��塔���口隧道
∂ 阿布拉�公路接�道路水文地�和�境�究
∂ MINAS-LA UNI�N、CHONTAL水�站�境影��价 
∂ 基多新机��降和岩土��
∂ 若干�路�路地�勘�
∂ 各�公路�目
∂ 地域��程序和保���
∂ AVALANCHE界�隧道
∂ 防洪安全措施�究
∂ 都�-里�、佩��斯、布���、TERZO VALICO米�-�那
�高速�路深�隧道

∂ 怡保市南北高速公路�坡防� 
∂ ETILENO XXI�目�坡路�除�加固�� 
∂ 印古拉抽水蓄能方案
水�站地�和岩土工程（科�科多-辛克雷、CERRO 

DE AGUILA、�特雷莎、万��、��利�、科恰班

巴、CHEPETE, BALA、IVIRIZU、JULIUS NYERERE、阜

康、�安、莫利�、KOKHAV HAYARDEN）

∂ 地�岩土工程（都�、班加��、特拉�夫、�保�、莫斯
科、巴黎、珀斯机�地下�路）

[

[

320.000 m
�孔��及�料分析

3.200
�地�和岩土模型

750.000 km2
采�、自然�害勘�和土
地使用�� 

120.000 km2
地�勘�

公司业务范围

• 工程地�、地�勘�和��

• 地�和岩土�考模型（GRM）

• ��三�地�建模、LEAPFROG序列地理信息系     

   �模型、Info-Graphy

• 地���（R-Index）的可�性和��分析

• 地�力�和岩土表征和建模

•  水文地�和地��究

• �坡�定性、��分析、支撑�算

• 自然����（滑坡、洪水、雪崩、岩流和泥石流）

•  �境影��价

• �候�化及其�基��施和�害管理的影�

• �山��、����恢�

公司专业知识领域
地质和地貌研究 

• 脆性和�性�造地��究

• ���、�造地��和岩相��究

• 水文地��究和地下水流��建模

• 地球化�、水化��究

地质勘查和勘测

• ��和管理：��地�勘�、地�勘�和岩土�量

• 地�和岩土�据解�

地质和地质力学研究

• 岩�和�岩特性的�究�表征

• 岩土表征

• �坡�定性FED和DEM分析

• 地下基��施岩土工程

• 基�、�降和路堤岩土工程

• 大�岩土工程

• 采石�和�山岩土工程

• 地震��分析

环境和矿业研究

• 土地���究和自然�害（如滑坡、洪水）分析

• 混凝土骨料�究

• �渣材料和��物�究

地� �路 公路 水� 岩土



吉泰公司
corso Bolzano 14

10121 Torino

ITALY

geodata.it

吉泰公司�地下�目提供可持�且增�的解�方案，以

�足日益增�的交通和可持��展需求

吉泰公司在25��家的50多�施工���展��，�

�地�、�路、公路和高速公路、水�和�合��、采

�、�境保�、防洪和混合下水道溢流�理及�域��

等�目。

吉泰公司��隧道��超�4000km，��了3300多�

�目的建�。

吉泰公司通�了
ISO 9001、
ISO 14001
和ISO 45001

geodata@geodata.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