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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建筑工程施工中深基坑
支护的施工技术管理

肖宽林

（张家口市京北建设有限公司，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　要　随着建筑领域的发展，我国对建筑工程领域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在此种情况下，深基坑支护技术等促进建筑工程

整体稳定与安全的施工技术应运而生。但目前，由于我国对于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对技术应用的灵活

性相对较差，不能与施工环境的特殊性相适应。因此，应加强深基坑支护技术的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与稳定。

本文旨在对建筑工程中深基坑支护技术使用中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并寻找相关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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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深基坑支护技术应用现状
概述

现阶段，在我国建筑工程领域中深基坑支护技术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灌注桩、土钉墙的支护以及地下连

续墙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依照深基坑建设所需要的深度

的高低来判断支护技术使用类型与种类的不同。目前，当

深基坑深度在 5m 到 10m 之间深基坑主要采用土钉墙技术

和水泥搅拌桩加土钉的复合土钉墙支护技术 [1]。但由于深基

坑建设施工难度指数较高，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一定的安

全风险，需要采用合理的支护技术，来降低深基坑建设中

的危险性，为施工的正常开展与建筑工程的质量奠定基础

提供帮助。在通常情况下，由于搅拌桩支护技术稳定性指

数较强，因此其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当中的基础深基坑

支护技术；而土钉墙支护技术（如图 1），主要适用于地下

水低于开挖层或经过降水使地下水位低于开挖标高的情况，

地下水总体水位较低的深基坑建设中。

2 工程建设施工中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基本类型

工程施工建设的场地环境的不同及深基坑建设情况的

复杂性程度的差异通常决定了深基坑支护技术使用类型的

不同，同时也会导致在深基坑支护技术使用过程中实际操

作顺序与整体流程的差异。例如，为了工程建筑的总体质

量能够得到保障，减少工程项目建设中渗漏问题的出现对

深基坑施工所产生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一般会采用钻

孔灌注桩支护技术作为深基坑建设过程中的主要手段，针

对深基坑施工建设中施工区域含沙量较多导致的粘土硬度

较弱的问题，该项支护技术的合理利用能够将其进行加强，

有效防范由于环境带来风险对于施工建设的安全所带来的

不利影响，保障深基坑支护技术的能够为工程整体建设辅

助以更强的稳定性（如图 2）。

此外，旋喷桩支护喷射注浆技术同样作为一种常见的

支护技术出现，其在工程深基坑建设中也得到普遍的使用，

为深基坑建设的稳定提供了帮助 [2]。该种支护技术主要模式

为通过给深层搅拌的水泥土搭建围护墙，从而保障深基坑

能够有着较好的防水性，使深基坑的总体建设的稳定性能

够加强，确保在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中不会由于地下水的

渗漏而导致的深基坑的坍塌现象的出现。同时，该项技术

所占用的面积较小，所需要的空间限制及要求不高，所能

够适用的范围较为广泛。

另外，内支撑梁支护技术作为又一种常见的支护类型，

其在深基坑的建设中亦应用较为普遍，为工程建设的总体

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其工作开展的主要模式为，借助

支护施工中所出现的水压力及土压力的帮助，对挡土连续

桩进行支护建设，从而使深基坑建设的稳定性得到保障。

除上述列举的深基坑支护技术外，仍有较多支护技术

在上述内容中未提及，在此不再一一介绍和列举。

3 现阶段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常见问题分析

3 .1 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完善程度欠缺

现阶段，我国在工程项目建设施工中形成了多种施工

支护技术，而比较常见的主要采用土钉墙支护技术与灌注

桩支护技术进行施工建设 [3]。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深基坑

支护虽然种类较多，适用的覆盖面较为广泛，但深基坑支

护技术的完善度不高，仍有较大的提升的空间。例如，在

土钉墙支护技术的使用过程中，对土钉墙墙面的处理不当，

会使深基坑产生地下水渗漏等问题。而当问题产生后往往

因配套措施不够完善，不能对深基坑支护建设中所出现的

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影响深基坑建设的总体稳定性。

3.2 深基坑支护技术施工管理缺乏规范性

由于深基坑支护技术使用质量的好坏与施工建设人员

综合素质的高低有很大程度的联系，施工建设人员在技术

建设过程中的规范性欠缺将直接导致支护技术效果的下滑。

当建设人员的操作规范性存在问题时，由于深基坑建设的

整体场地面积较小，施工材料的摆放面积有限，一旦由施

工人员操作失误所产生问题将会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造成工程建设的质量出现问题，对深基坑建设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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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钉墙支护技术

图 2 灌注桩支护技术

带来威胁 [4]。同时，深基坑的建设必须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

的建设安全标准来进行，保证管理的科学性，不应在管理

过程中由于疏忽或监管不到位而出现违规操作的情况，尤

其是出现深基坑的顶部载重超过正常负荷的范围，从而给

深基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4 深基坑支护技术的管理策略与方法

首先，要确立科学完备的组织设计方案。需要提高建

筑工程中深基坑建设的重视程度，建筑管理人员要意识到

深基坑建设对于工程整体建设的重要性，在组织设计阶段

对方案的合理性进行推敲，确保深基坑的技术的使用与周

围建设环境能够保持一致性，从根本上规避深基坑建设中

安全风险出现的可能 [5-6]。同时，建筑工程管理人员要建立

一个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不断对深基坑技术显露的不足

进行完善与调整，加强技术的合理性与完整性，并对深基

坑建设当中所涉及到的各方建设主体和资源进行合理有序

的调配，确保资源利用的高效性，减少深基坑建设过程中

资源浪费现象的出现。

其次，要对深基坑支护技术的方案进行审查。在深基

坑支护技术确定之后，要根据建设施工周围的环境情况对

施工技术应用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尽量从全面的角度考察深

（下转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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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用于医药配送的专业平台，并在现实世界中给予顾客简

单的位置定位和导航，客户可以使用就近原则，直接在网

络上查看附近的配送站点，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下单，最

后再由相关配送人员来完成“最后一公里”。其次，完善

药物的储存信息，比如价格、库存量、存放地点和生产厂

家等药品的基本信息。通过大数据的方法，将这些药品信

息准确详细的录入平台的系统中，以便客户了解药品属性

和对比药品价格，系统则会对客户需要的药品，进行一定

范围内药店、医院和诊所等零售价格进行对比，以便客户

得到性价比最高的药品和最满意的服务 [9]。

4 结论

物流行业的发展与当代社会的经济形式是相辅相成的，

物流行业的出现促进了移动支付的出现和货币流通的速度，

从而刺激了消费。解决医药物流末端配送的一系列问题同

样也是在为以后物流行业末端配送的发展开出路。本文主

要针对医药物流末端配送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分

析，并且提出了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措施，除了文中所

提及的问题之外，医药物流末端配送也还存在着其他我们

未发现的问题，社会不断在进步，物流行业不断在创新发

展，医药物流的末端配送也会渐渐成为大众所关注的焦点，

而其发展的前景也是十分的可观，而物流运输企业需要和

政府协调配合，才能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以实现客户满

意度和盈利的双赢 [10]。

参考文献：
[1]　石春花 , 刘环 . 基于正余双弦自适应灰狼优化算法的医
药物流配送路径规划 [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20(14):114-
127.
[2]　李晶 , 邵倩 . 考虑多模糊时间窗医药物流配送路径优化
[J]. 物流技术 ,2020(03):89-93.
[3]　孙东旭 , 何贤英 , 崔芳芳 , 赵杰 , 翟运开 . 基于医药电商
平台的药品配送系统分析与设计 [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1 
(04):248-250,288.
[4]　祝新 , 王瑶 . 基于路况的医药冷链物流配送路径优化 [J].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21(04):1548-1554.
[5]　初桂青 . 邢台市医药冷链物流共同配送模式研究 [D].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20.
[6]　陈巍嘉 . 第三方医药物流配送路径优化研究 [D]. 成都
理工大学 ,2020.
[7]　王凯成 , 廖吉林 . 基于 AHP 和 TOPSIS 的 Y 药品集团
物流配送中心选址研究 [J]. 物流工程与管理 ,2020(01):67-
69,16.
[8]　于潇 .“两票制”下医药企业物流配送中心的规划与设
计 [D]. 北京邮电大学 ,2019.
[9]　陈宇丹 . 应急医药物流配送车辆调度优化研究 [J]. 中国
商论 ,2021(11):30-32.
[10]　陈心媛 , 廖吉林 .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型医药
物流体系构建 [J]. 物流科技 ,2021(03):61-63,81.

（上接第 5页）

基坑支护技术的方案内容，对深基坑施工技术采用的安全

情况进行评估，并对审查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

解决与处理，从而提高深基坑技术使用的稳定性与工程建

设的整体质量。

再次，要对深基坑支护技术建设工序进行严格把控。

深基坑建设工序把控严格与否直接影响到深基坑建设的总

体质量与水平，因此在深基坑技术的使用过程中要确保施

工过程的合理与规范程度，对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建设工序

进行严格要求，确保深基坑技术在使用阶段各环节的连续

性能得到保障，加强深基坑建设的合理程度。同时，在深

基坑建设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地减少深基坑的暴露时长，从

而降低基坑的空间效应的产生，使深基坑的基础建设阶段

的稳定能够得以完善和强化。

最后，要提高深基坑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深基坑建

设的从业人员作为深基坑技术应用的主体，其专业能力的

增强将有利于深基坑质量与稳定的提高，基于此要对深基

坑施工人员开展定期培训工作，多给予深基坑技术人员外

出学习的机会，并使其在实际工作中形成自己的技术使用

心得与经验。此外，面向广大高校，吸纳深基坑建设领域

的新型人才，并寻求相关专家对深基坑技术使用过程中的

难点进行指导工作，更好的打造出一支专业素质较强的深

基坑建设的团队，并使团队内技术人员的综合能力与专业

素养不断提高，从而确保实际建设过程中深基坑技术使用

质量的提高与进步。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建筑行业的日益发展，深基坑支护技

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了建筑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因此

需要对深基坑支护技术进行进一步增强与提高，对其使用

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分析，确保深基坑支护技

术在应用过程中与环境的一致性，要确立科学完备的解决

方案，并对深基坑形成的方案进行审查，同时要不断加强

深基坑建设团队专业素养与能力，确保建筑工程项目整体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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