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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桩基是高层建筑的基础,是主要的承受荷载的部分,对于建筑整体质量和安全性能起到重要保
障作用。如果桩基发生质量问题,势必导致高层建筑整体质量受到影响,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必须根据
桩基施工特点以及性能指标,做好桩基检测工作,对其成孔质量、承载力、完整性进行系统检测和分析,
从而确保其建筑质量符合设计要求,达到建筑质量标准,提升高层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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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ile foundation inspection in high-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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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le found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high-rise buildings, and it is the main load-bearing par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eeing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safet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If the pile
foundation has quality problem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high-rise buildings will be affected, and there will b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indexes of pil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we must do a good job of pile foundation inspection, and systematically inspect and analyze its
pore-forming quality, bearing capacity and integrity, so as to ensure that its building quality meets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meets the building quality standards and improve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high-ris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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