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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是建筑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并且已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先行业。总的来说,
建筑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建筑施工的快速、优质。土建工程作为建筑工程施工的关键环节,只有在确保优
质的前提下,才能提高整个建筑工程的质量,如此,桩基础便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对建筑施工质量的改
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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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is the golden 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hich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leading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general,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fast and high quality. As the key link of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only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quality, can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ject be improved. In this way, pile foundation has a broad space for development, and also play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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