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土木工程深基坑支护工程技术应用要点与注意事项研究
张正
上海鼎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DOI:10.32629/btr.v3i6.3182
[摘 要] 在近年来我国建筑行业稳定发展的背景下,项目施工内容也实现了更为显著的优化和发展。在
我国建筑工程项目施工阶段,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应用往往可以发挥最为显著的优势作用,目前为了
切实提升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工作人员和企业就需要按照项目施工建设现状来开展工作,从而实
现对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应用。为此,本文就将对建筑工程中深基坑支护工程技术的含义作为研究基
础,对工程重要性和基础特点展开研究,希望可以在土木工程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优势作用,从而在提升建
筑工程施工质量的基础上,推动我国建筑工程项目的长远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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