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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不同地区工程建设类型多样化发展,在施工过程中面临的地质条件也更加复杂。流砂
地质在多种工程项目中都有着广泛分布,对施工技术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渠道排水改造工程
为例,在分析工程地质情况及工程难点的基础上,对流砂井施工中深井降水施工工艺和具体施工步骤进
行说明,并结合实际提出对应的施工保证措施,以此为相关工程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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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某明渠排水改造工程地质状况

2 流砂井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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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降水井平面布置图
根据现场情况,如图所示,降水井外
41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3 施工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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