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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建筑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施工单位需要采用新工艺与新材料,加强基坑
支护施工,确保顺利进行各项施工活动,为土方开挖工作提供便利,建设众多高质量的高层建筑。经过相
关人员的不断研究,对施工技术进行了优化,通过加强桩基础施工,可以有效防止产生各种下降、沉降、
变形等问题,为施工质量提供保障,不仅可以确保居民安全,而且有效改善了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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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peopl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quality. The
construction unit needs to adopt new processes and new materials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pit support
construction,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earth excavation, and build many high-quality buildings. Through the continuous research of relevant
personnel,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optimized. By strengthening the pil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various problems such as descent, settlement and deform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preven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an be guaranteed. It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safety of residents,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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