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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地基基础和桩基础施工处理技术在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的今天,越来越成为保证人们社会
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建筑安全的根本。工业和科技的发展都离不开建筑技术的发展,而科学的不断前进将
指导建筑行业和建筑工程取得更大的进步。时代发展到如今的层次,不但需要重视建筑安全问题,更应该
在更高的层次上考虑如何利用更新的科学技术提高建筑质量,降低建造成本。本文主要分析建筑地基基
础及桩基础施工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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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building
foundation and pile found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undation to ensure the building safety in people's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will guid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o make greater progr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o today's
level,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building safety, but also consider how to use upd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improve building quality and reduce construction cost at a higher level.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building foundation and pil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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