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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从实际施工的角度上
来说,边坡开挖的支护施工对整个水利工程有着极大的影响,支护工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施工质量,
因而必须提高支护施工的效率和质量。随着我国水利工程的不断完善,施工规模也在不断壮大,边坡的施
工问题也越来越多。边坡施工稳定性差,已经成为水利工程中的一大重要问题,同时也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因此,研究水利工程的边坡开挖支护施工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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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daily life, and it is also a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ual construction, the support construction of slope
excavation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who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which determines the whole
construction quality to a large extent, so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must be improved.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scale is also grow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problems of slope are increasing. The poor stability of slope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t also threatens people's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slope excavation suppor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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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结合实际工程要求,对准备工作计划
进行详细编制,合理布置现场的道路、用
电及用水。施工测量控制需严格控制,
测量成果结合各个控制点开展校核,地
形测量以测量控制点无误为前提,保证
原始地形情况的准确确定。施工人员和
设备需有计划地分批组织进场,有序进
场后设备的安装、保养、调试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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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分段分片开展边坡混凝土喷射,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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