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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进一步有效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发
展,国内市政工程建设体系在其施工技术和管理方法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加强对地下管线施
工阶段的技术监督与管理,有助于推动市政工程施工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地下管线施工阶段的整体质
量以及运行效率,为城市化建设的长久化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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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s in the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further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domestic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ystem in it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methods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technic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underground
pipeline construction stage, it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underground pipeline construction
stage, and provid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unicipal engineering; Underground pipeline; construction
前言

的损坏。地下管线应当遵循特定的程序：

交付使用后的市政工程在实际的应用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城镇逐渐实

第一步：完成技术公开,经过程序,

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确保相关基础设

现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有效地加快了国

制订正确的防护计划,在管线施工调查

施完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

内市政工程建设体系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过程中打开取样孔和取样槽；

地处理。

但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仍旧存在一些
局限性,需要结合实际施工现状来进行
有效的创新和优化,因此,在此背景之下,

第二步：在建设和规划过程中对管
线进行合理排序。
第三步：管线位置加固。

3 市政施工中主要的地下管线
施工技术
3.1浅埋地下管线施工技术

2 市政施工中地下管线施工技
术研究的重要性

部分,浅埋地下管线施工技术使用中需

加强对地下管线施工技术的有效使

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对地下管线的有

城市地下管线主要包括燃气管、供

用,有利于优化市政工程的服务功能,促

效保护,及时消除施工技术使用中可能

水管、电缆和通讯光缆等,这些管线在一

使工程的施工质量能够达到施工方案的

存在的安全隐患。因此,在运用浅埋地下

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的正常运行和人们

具体要求。现阶段地下管线施工技术实

管线施工技术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可以

生活质量。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应专心

际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地扩大,给市政

采取加盖法对地下管线进行针对性地保

进行地下管线的周密布置。地下管线的

施工计划的顺利完成带来了重要的保障

护,不断地延长浅埋地下管线的使用寿

分布应具体分析,并充分了解该地区的

作用。因此,根据市政施工的相关要求,

命。与此同时,结合市政施工方案的相关

情况。在充分了解和认识的前提下,制定

结合施工现场管道铺设的特点及各项要

内容,在运用浅埋地下管线施工技术进

具体的建设规划,合理保护以减少管线

求,加大地下管线施工技术的重视,促使

行挖槽作业时,施工人员应加强对管径

开展市政工程地下管线施工技术研究具
有一定积极意义。

1 市政施工地下管线概述

46

作为地下管线施工技术的重要组成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合理设置的有效控制,制定出合理科学
的技术措施。这些技术措施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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