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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建设发展进入新时期以来,城市深基坑工程已成为一种常态。技术人员在进行深基坑支护
方案设计时,考虑到不同因素对设计方案的影响大小,进行理论分析,挑选出最优方案。对于工程地质水
文和周围环境都很明确的深基坑工程,满足规范强制性条款的设计方案可以有很多,但按不同的影响因
素评价优劣势各有不同,在优选过程中,还要坚持一定的原则,确保深基坑支护方案经济合理性、技术可
行性、环境影响性、时间可控性,从这四方面对支护方案进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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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my country'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ntered a new era, urban deep foundation pit
engineering has become a normal state. When designing the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plan, the technicians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design plan, conduct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elect the best
plan.For deep foundation pit projects with clear engineering geology, hydrology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re
can be many design schemes that meet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the specification, b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r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insist
on certain To ensure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technical feasibility,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time controllability of
the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plan, the support plan is analyzed and evaluated from these fou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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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脚失稳、基坑底管涌和渗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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