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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岩土工程来说,基础施工是一项关键环节,深基坑支护技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合
理的应用此技术可以有效提升岩土工程的稳固性和安全性,本文针对岩土工程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展
开研究。
[关键词] 岩土工程；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
中图分类号：P211 文献标识码：A

Related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Jianzhong Lai
Gannan geological survey Brigade Ganzhou City
[Abstract] For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is a key link, and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technolog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This paper conducts the study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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