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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工业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高层建筑数量越来越多,由于一些高层建筑的地基条件比
较差,地面软土层比较厚,所以难以承受高层建筑的压力,于是施工技术人员开始通过人工钻孔,浇筑钢筋
混凝土成桩来提高地基的荷载力。本文围绕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要点展开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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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bored cast-in-place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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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level, the number of urban
high-rise buildings is increasing. Due to the poor foundation conditions of some high-rise buildings and the
thick soft soil layer on the ground, it is difficult to bear the pressure of high-rise buildings. Therefore,
construction technicians began to improve the load force of the foundation by manually drilling and pouring
reinforced concrete piles.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bored
cast-in-place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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