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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企业快速发展的现今,很多先进的技术不断地涌现,其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发挥了不可忽
视的作用。在当前的建筑领域中,基础建设工程属于建筑发展的根基,其质量会对建筑工程自身的稳定性
以及安全性产生影响。桩基础的建设其本身属于一项相对隐秘的基础工程,有效的保障桩基础的施工质
量能够让建筑本体自身的稳定性和建筑的安全性得到保障,所以,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桩基础技术非常
重要。在建筑施工中桩基础的质量受到影响,会使得建筑自身产生安全隐患,因此,在对桩基础技术进行
选择时,需要适当的挑选并完成桩基础技术的应用,完成建筑地基的有效浇筑,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建筑
自身的稳定性,防止产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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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ile founda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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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day, m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which play a non-negligi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fiel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belongs to the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nd its quality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tself. The construction of pile
foundation belongs to a relatively secret foundation project, and effectively ensur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pile foundation can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building. Therefore, the pile foundation technology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quality of pile foundation is affected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which will make the building itself have security risks Therefore, in the choice of pile foundation technology,
we need to properly select and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of pile foundation technology, complete the effective
pouring of building foundation,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the building and prevent safety accidents through thi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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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景观设计对哈萨克装饰纹样的运用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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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现当代城市景观设计表现千篇一律的现象,想要打破这样一种弊端,让景观设计重回生命
力、吸引力以及竞争力,就必须要依据不同区域的特点,结合当地的人文内涵、民俗风情、历史文脉等特
点有效融合,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延续地方的传统以及民族特色。由此,本文以“现代建筑景观设计
对哈萨克装饰纹样的运用与传承”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通过哈萨克装饰图案在现代建筑景观中的融合
与运用,不断深化景观设计表现,促使景观设计能够展现出地方性的民族风俗、历史底蕴与历史文脉,形
成独居特殊性的艺术特点,带给人特殊的身心体验。
[关键词] 现代建筑；景观设计；哈萨克；装饰纹样；运用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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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to the Kazakh
Decorative Pattern
Zhaoxia Yan
Yil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ame phenomenon of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urban landscape design
performance, to break such a drawback, let the landscape design back to the vitality, attrac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We must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local cultural connotation, folk custom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continue
the local tradi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applic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odern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to Kazakh decoration pattern"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continuously deepens the landscape design
performance, so that landscape design can show local ethnic customs, historical detail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form uniqu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bring people special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
[Key words] modern architecture; landscape design; Kazakh; decorative patterns; application and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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