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关于建筑施工中桩基施工技术分析
张廷健
重庆建工渝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4.3769
[摘 要] 在我国的建筑施工中,尤其是高层建筑的施工中,桩基施工技术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施工方法。
桩基施工技术可以明显提高建筑物的稳定性,常用于地基的加固,以及增加建筑物的承载能力。因此,
这种施工技术在建筑施工中常用方法之一。本文探讨桩基施工的施工技术及质量控制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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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y country's building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rise buildings, pil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common construction method. Pil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buildings, and is often used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and increase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buildings. Therefore, this construction technique is one of the commonly
used methods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ontrol
analysis of pil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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