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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使得许多大型建筑物和超高层建筑的数量不断增多,同时对于建筑物基
础施工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桩基础由于具有多种优势,所以广泛应用于现代土建工程中。通常现代建筑
工程项目建设的桩基础可以为持力层提供承载力,使得持力层本身可以承受建筑的竖向荷载。在桩基础
结构下,竖向单桩的刚度大,在自身荷载与有关因素的约束下,建筑地基可以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
状态,有效提升了建筑工程的稳定性。基于此,本文阐述了现代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桩基础施工要求,对
现代建筑工程项目建设中常用的桩基础施工技术及其要点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保障现代建筑工程项
目建设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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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of modern building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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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has led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large
buildings and super high-rise buildings, and at the same time put forward higher standards for th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Because of its many advantages, pile foundations are widely used in modern civil
engineering. Usually, the pile foundation constructed by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n provide bearing
capacity for the bearing layer, so that the bearing layer itself can bear the vertical load of the building. Under the
pile foundation structure, the rigidity of the vertical single pile is large.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its own load and
related factors, the building foundation can always be kept in a relatively stable state,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sta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pile foundations for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nd key
points of pile foundations commonly used in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aim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Keywords]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 construction; pil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ess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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