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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近些年来城市建设速度的逐步加快,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建设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作
为其中的关键部分,公路隧道施工过程中的开挖支护施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进行公路隧
道开挖支护施工时,不仅要考虑到当地的地质情况,更要考虑施工方案、施工技术是否符合需求,基于
此,本文通过对公路隧道开挖支护施工关键点的分析总结,探讨具体管理措施,以期可以为相关从业人
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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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acceler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ighway and other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s also constantly advancing. As a key part, the excavation
and support construction of highway tunnel construction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society.In the highway tunnel excavation support construction, not only to consider the local geological
situation, but also to consider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eet the need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key points of highway tunnel excavation support, discuss
specific management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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