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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中的边坡开挖支护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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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迅猛，推动着社会各行业稳步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水利工程

的发展速度也在日益加快，尤其是水利工程建设技术更新换代速度的不断提升，为保障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以及
提高水利工程的工作效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我国目前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水利工程施工
过程中边坡开挖是一项施工难点，该工作需要良好的技术作为支持，但是受现场实际施工条件影响，边坡开挖支
护技术存在着一定的施工困难。因此本文针对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重点难点，进行了技术的优化与升级，
以期能够优化水利工程边坡支护技术，为解决现存的诸多问题提供有利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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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边坡支护技术的重要性

么水利工程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几率会大幅

水利工程自身的实际工作特点决定了其大部分工

度上升。一旦水利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就会导致该区

程是在条件较为复杂的地理环境之中进行的，这些复

域整体的供水系统紊乱，不仅仅是直接危害整个水循

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会导致水利工程施工需要

环生态体系，甚至会发生洪水灾害，导致整个下游区

克服较多的困难，因此对施工技术有着较高的要求，

域的居民聚集场所受到影响，这也是十分重大的间接

尤其是复杂的地理条件和地下水位因素，使得边坡的

危害。地理环境复杂，牵扯的不仅仅是设计方面的问题，

开挖以及支护质量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这已经成为

即便设计人员通过实际考察确定了十分科学合理的施

制约我国水利工程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合理地

工方案和施工规划，但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由于大

应用边坡开挖支护技术，将其重要作用充分地发挥出

部分工程选址都在人际罕至的山区或者是河流区域，

来，有效的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只有这样才

道路不通，许多大型的机械设备无法进入施工现场，

能够为我国水利工程的稳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导致材料的供给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整个施工现场

2 边坡开挖支护现存问题
2.1 地理环境复杂
水利工程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较为重大，例
如三峡水利工程等大型的水利工程设施，都为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与此
同时这些水利工程日常需要吞吐大量的水资源，其保
持容量的支护墙体每天都在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所区域的日常生活物资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输送，
工人的工作状态会因长时间在山区工作而存在下滑的
现象。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水利工程施工出现进度下降
和质量不满足使用需求的现象发生，进而导致诸多问
题的出现。

2.2 工作压力较大
边坡支护主要是指在基槽开挖完成之后，所进行

而且为了满足日常工作的需求，水利工程大部分都设

的一系列施工措施，可以保证整个深基坑作业的安全

置在较为偏远的区域，例如河流的下游、山间等水资

与稳定。但是就整个水利工程施工的全过程而言，因

源充沛地区。虽然这些地区具有着较为充沛的水资源，

为其自身的施工特性导致其整个施工的全生命周期较

但是因为其所处位置较为偏远且地理环境十分的复杂，

长，也就是说水利工程施工队边坡支护的工程质量要

大部分山间区域内地下的整体结构也十分复杂。水利

求较高，除了对时间方面的要求之外，水利工程在施

工程自身在工作过程中也有着较大的冲击荷载，如果

工过程中，还有可能因为工程功能特性的改变，或者

没有提前对地理环境和地下水位的条件进行勘查，得

是地下环境复杂而导致设计方面出现变动。导致后续

到准确的数据，从而保证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那

施工很有可能会对边坡支护工程造成扰动，例如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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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设计方案，此处为边坡支护施工中冠梁的区域位

3.2 喷凝混凝土技术

置，但是在后续施工时发现此处的设计建筑功能性与

喷凝混凝土技术是水利边坡支护工程中最为常见

实际预留的区域位置并不是十分相符，需要进一步扩大

的一种施工技术，且施工的质量较为良好。喷凝混凝

施工作业面。为了满足后续施工的需求，在经过设计的

土技术可以大致分为湿喷和潮喷两种方法，需要根据

计算以及开发商认可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对边坡支护

现场的实际需求选择最适宜的施工方法，例如当深基

进行扰动，例如冠梁破碎等等。虽然在理论上这些扰动

坑处于较为干燥的施工条件的情况下时，可以选择潮

和整改都是在设计计算认可，保证不会对边坡支护工程

喷施工技术，这样施工效果较为良好，在施工时也可

质量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每一次更改和拆除

以适当地增加速凝剂和减水剂，促进施工效率进一步

都会对边坡支护工程的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

加快。为了达到相应的设计规范要求，喷凝需要保证
自身的喷射厚度在 0.2 米。这样喷射出来的混凝土面才

3 边坡开挖支护技术分析

更加的平整美观，也能够避免后续出现脱落流坡的现

3.1 准备工作
在进行边坡开挖支护施工之前，首先要做好的就
是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而在准备工作中，最为重中之
重的就是爆破工作。爆破工作指的是将边坡中所蕴含
的岩石等，相对较高或者是整体结构稳定性不满足施
工要求的物质破除。
在进行爆破工作的过程中，首先要对爆破的范围
和爆破过程中使用的装药量进行科学的计算，不同的

象。在喷射混凝土之前要做好坡面的清洁工作，尤其
是清理锚孔内的杂物，否则这些污染源会导致后续喷
射混凝土的黏度不足，无法达到相应的施工质量效果。
施工完成之后，要对坡面进行充分的养护，具体的养
护时间与当地的相关部门要求和气候条件有着直接的
关系，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保障坡面的坚固程度。

3.3 锚喷支护

水利工程对爆破工作的要求不尽相同，因为水利工程

锚杆技术是边坡支护中最常见的一种固定方法，

自身的用处不一，自然对施工建筑面积的要求有着很

它是将锚杆打入地基岩层之中，通过受拉杆件对整个

大的差异，所以设计人员应该到现场进行数据勘查，

结构进行固定，受拉杆件的另一端则是固定在建筑物

确定实际爆破面积并进行科学地计算后，再开展相应

上面，这种连接结构主要是为了应对水压力或者是土

的工作。爆破规划时不仅仅要尽可能地去除边坡的部

压力，使得建筑物在锚杆的作用下保证自身的稳定性。

分，还应该降低后续工作的工作量，为后续施工增添
便利，另外还需要对爆破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格的设
定。通过计算明确爆破所需要的时间，根据当地政府
的相关要求，设置合理的施工流程，尤其是爆破的时
间需要精准到毫秒，这样才能够保证爆破工作的有效
[1]

性和安全性，从根源上降低因爆破而诱发的安全风险 。
其次便是在开挖之前应当提前做好抢险加固等一
系列工作准备，例如给坑底的积水留出充足的排除时
间，以及提前预防好止水堵漏的相关器材碰上边坡漏
水的情况发生。在开挖深度达到所设计的位置后，需
要将排水沟以及集水井的积水进行排除，以便减少对
土壤的侵蚀性，一旦泥流或者坑底隆起的情况发生，
必须立刻停止开挖工作，并及时用堆料进行填压，避
免危险情况发生。如若边坑的土体发生了变形，则需
要施工人员使用沙包进行回填基坑，直到稳定后方可
进行接下来的施工工作。

水利工程在应用边坡开挖支护技术之后，能够有效地
固定建筑本身以及边坡内部的岩石，使整个边坡开挖
的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但是在使用该项技术的时候，
要注意锚杆数量、长度和对拉系数的设计，只有保证
一系列系数的科学与精准，才能够将锚杆的作用充分
地发挥出来。而且锚杆技术自身并不会占用较大的施
工面积，操作起来也十分简便，施工时也具有一定安
全性和牢固性，所以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对于项目来说，
应该高度重视锚杆自身的质量和性能，严格把控材料
质量关，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工程开展时不会因材料
问题而导致质量问题的出现，同时还要分析岩层的实
际情况排查质量隐患，根据岩层的走向和倾斜角度调
整锚杆的角度和钻孔深度（图 1 所示为锚喷支护施工
工艺流程图）[2]。

3.4 深层支护技术
水利工程施工中深层支护技术对安全性有着极大

最后，施工单位应当根据实际，并结合水利工程

的影响。首先若是想保证该工序的施工质量就必须借

的实地情况来进行内撑处理，以此提高水利工程的牢

助钻孔机对整个支护的表面进行钻孔处理，通过机械

固性与安全性。

施工打造一排深度达标的孔洞，还需要注意整个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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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锚喷支护施工工艺流程图
的直径和角度，满足实际施工设计的规范要求，然后

够保障水利工程施工完成之后，自身的质量能够承受

再利用高压灌浆机械将混凝土灌注在打好的孔洞之中。

较大的水压冲击，保证工作性能稳定，充分地将水利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达到罐装的要求后要对整个锚索进

工程的实际意义和社会意义发挥出来，为水利工程建

行张拉试验，保证锚索的稳固性和稳定性达到设计需

设领域的发展打造一个良好的基础。

求，还要避免实验过程对整体施工效果的影响。

3.5 挡土墙支护技术
在进行悬臂挡土墙项目施工过程中，需要严格地
按照规定将钢筋、木桩等施工器料嵌入边坡的土壤当
中，在嵌入的过程中切记一定到嵌入牢固，不可马虎
大意，这样才能形成一面牢固性以及防护性较强的边
坡支护墙面。在施工过程中应当严苛地按照科学的对
地构建位置进行确定取点，并利用焊接的方法进行牢固
处理，最后依照规定的标准构建出相应的旋臂挡土墙。

参考文献：
[1] 陈瑞 .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边坡开挖支护技术的应
用 [J]. 珠江水运 ,2021(15):18-19.
[2] 侯明明 , 张小艳 . 边坡开挖支护技术在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中的运用分析 [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 下旬
刊 ),2021(07):186-187.
[3] 彭涛 , 崔凯 , 刘雪剑 , 等 . 蔡家村隧洞出口崩塌堆
积体边坡开挖和安全防护 [J]. 云南水力发电 ,2021(06):
129-132.

为了达到最终的效果和预期，必须依照科学的测量距离
来进行其间隔的调整，并依照坡度来确定挡坡墙体的高
度，正常情况下一般将其控制在 6 到 9m 之间 [3]。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水利工程施工来说，边坡开挖支
护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相关的水利工作者必
须高度重视边坡开挖和支护施工的工作，合理地应用
各种新型的开挖支护技术，根据实际水利工程的施工
需求，保证前期准备工作落实到位，然后选择恰当的
混凝土喷凝技术、深层支护技术等等。只有这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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