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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基坑支护是建筑工程施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基坑支护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工
程项目的施工质量。本文就将概括深基坑支护工程的特点,简要介绍深基坑支护技术管理要点,并提出切
实可行的提升技术管理水平的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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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measures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Junzhang Ying
[Abstract]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effect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ing determine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whole project to a large
extent. This paper will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ing engineering, briefly
introduce the key points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put forward feasibl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echnical manage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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