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土木工程施工中边坡支护技术的应用
黄丽云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2.3653
[摘 要]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随着科技的发展,也逐渐成为一种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行
业。鉴于建筑业本身的特点,其在施工过程中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并造成质量和安全事故,所以
这也推动了边坡支护技术的发展与运用。
而本文所讨论的就是土木工程施工中边坡支护技术的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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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the pillar industry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dustry with higher and higher technology conten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tself, it is easy affect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causes quality and safety accidents, so i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lope support techn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slope support technology in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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