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的施工技术探析
王涛
河南工程水文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3.3668
[摘 要] 随着建筑事业的不断发展,很多建筑物的地上高度越来越高的同时对地下空间的使用要求也
不断提升。但是当基坑开挖深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极容易出现沉降、坍塌等问题,因此为了能够保证
建筑物的质量,提高稳定性,减少建筑物对人们生命财产的威胁,需要做好深基坑支护工作,既要保证深基
坑支护技术的稳定性又要经济合理地合理利用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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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aoWang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cause, the aboveground height of many
buildings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use of underground space is also constantly
increasing. But when the foundation pit excavation depth reaches a certain extent, is very prone to settlement,
collapse, so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buildings, improve stability, reduce the threat of buildings to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need to do a good job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and reasonable use of undergrou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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