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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中,深基坑降排水施工占有重要地位,合理的深基坑降排水技术,可以
有效地避免轨道交通工程完工后出现问题,进而避免经济损失。本文以轨道交通技术工程施工深基坑降
排水关键技术为主体,主要对降排水施工要求、降水运行管理、排水措施以及封井原则进行了主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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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key technolog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in rail transit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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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China Engineering Design Consulting Co., Ltd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 transit project in China, deep foundation pit drainage constru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position. Reasonable deep foundation pit drainage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avoid problem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rail transit project, and then bring some economic losses.This paper takes the key technolog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as the main body, and mainly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precipitat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drainage measures and well sealing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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