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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业厂房的地基基础与
桩基础土建施工技术研究

贾智习

（北京建工建筑产业化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101300）

摘 要 随着我国现阶段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发展，人们对建筑工程的要求也随之提升，在土建工程的项目日

益增加的同时，施工人员要对于地基基础与桩基础等土建技术进行研究和创新，摒弃传统施工中地基基础和桩基

础存在的局限性，施工人员可以针对工业厂房的地基基础和桩基础进行全面的考量，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建筑施

工的任务量，降低土建工程产生不良危险隐患的风险。本文通过分析地基基础与桩基础的概念和特点，针对现阶

段的土建施工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以期对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和效益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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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将先进的技

术合理地引入到土建施工中，可以有效地改善传统施

工技术的局限性，有利地推动了我国土建施工技术的

发展，有效地对建筑施工质量和效率进行保障。因此，
建筑企业要加强对施工技术的创新，不断提高施工人

员的技术水平，合理地对施工现场进行严格的技术管

理和控制。

1 地基基础和桩基础的简述

1.1 地基基础

有效的地基基础是对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的保障，

地基基础是建筑物深入到地下土层的部分，主要承担
针对建筑整体结构对压力进行承重和分流的工作，确

保建筑工程具备基本的稳定性。据目前来讲，我国城

市化建设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推动我国高层建筑不断

建设，如果没有提高地基的承重力和重量分流的能力，
会为建筑物带来危险隐患，使建筑物出现倾斜和倒塌

的现象。

不良的地基基础施工会造成建筑企业的成本损失，

使建筑物产生危险隐患，在土建施工中，对地基基础
施工的技术要进行不断的创新和管理，保障相关的施工

人员具备专业的地基基础施工技术，合理地对施工区域

进行地基基础施工设计，避免由于人为技术不达标而造

成的地基基础问题，影响土建施工的工程质量。

1.2 桩基础

桩基础是在土建施工中，根据合理的位置进行打

孔和混凝土填充，使混凝土浇筑出桩基础，对建筑物
起到有效的巩固作用，施工人员要着重提升桩基础结

构上的稳定性，从基本上达到对整个建筑物承重能力

的提升，由于我国土地地质和地貌类型差异很大，导

致桩基础土建施工工作会有一定的困难，施工人员要

依照施工环境对施工技术进行不断地创新和改良，加强
桩基础的质量保障，进而促进土建工程的顺利施工。

为了更有效地提升桩基础的强度指标，施工人员

要选用合适的材料，保障建筑物的承载压力可以直接

传递到土层中，避免建筑物下沉，影响建筑物的整体
质量和安全，进一步对桩基础的稳定性进行巩固和强

化，施工人员要严格按照桩基础的建筑标准开展施工

工作，有效地保障建筑物的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促

进建筑企业的发展 [1]。

2 土建施工地基基础与桩基础的施工特点

2.1 任务较为复杂

由于我国的土地面积较大，地质、地貌的环境和
类型差异明显，提高了土建工程的地基基础和桩基础

的施工复杂性，使土建施工的任务量加重，为了加强

我国土建施工的顺利进展，施工单位要全面地对施工

区域进行地质、地形、地貌和环境的考察，确保土建
施工的正常工序，使施工质量得到有效的保障。

2.2 影响因素较多

由于我国土建施工的任务难度较大，导致在地基
基础和桩基础土建施工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影响因素，

造成土建施工的危险隐患，在土建施工的各个环节上，

要做到有效的管理和把控，加强施工人员的专业施工

技术水平，从根本上降低一些不良因素对建筑工程造
成的危险隐患。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4期 (上 )总第 491期 科学论坛

125

3 工程施工管理技术的现状

3.1 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较低

想要有效地对土建施工现场进行技术上的管理，

就要提高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但是在现阶段，普遍

建筑企业对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不够重视，

没有专业的部门对管理人员进行施工技术知识的教育

和施工技术手段的培训，导致技术管理人员在施工现

场不能发挥出他们的主要作用，对施工现场技术上的

问题也不能及时地发现和处理，造成建筑工程的质量

问题与和安全隐患，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3.2 施工技术的管理机制不严谨

严谨的施工技术管理机制可以使技术管理人员的

管理工作在土建施工中得到有效的落实，现阶段我国

土建施工现场的技术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技术管理机

制对施工现场的技术管理环节不能进行有效的渗透，降

低了施工人员工作的规范性，严重地影响施工方案和技

术的设计，甚至导致施工过程由于技术手段的管理不到

位，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的施工质量问题。

3.3 施工团队的技术水平较低

现阶段由于企业对施工团队的技术水平要求不高、

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专门的教育培训机构对施工团队

进行技术上的培训与考核，导致施工团队的技术水平

得不到提高，先进的施工技术不能被开发出来，使我

国的土建施工技术不能与时俱进地得到有效创新，影

响了建筑行业整体的发展 [2]。

4 地基基础土建施工技术研究

4.1 重置土层法

在建筑施工初期，相关人员要对施工区域进行严

格的勘察，但是在地质复杂的区域当中，为了有效地

使地基基础施工技术顺利进行，就要对建筑区域进行

重置土层法来改善土质表层的状态，施工人员在土建

施工现场使用相关的设备挖掘出原来的土壤，使用符

合条件的土壤进行有效替换，保障对地基的加固，而

对于土壤内部结构存在着空隙的区域，施工人员可以

对其进行有效的填充手段，使土壤更紧实，重置土层

法虽然可以做到直接的改变土层结构，但是在施工过

程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施工任务较重，要耗费

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4.2 土壤固结法

由于我国的土地面积大，土壤结构复杂，一些建

筑施工区域的土壤容易产生积水的现象，对土建施工

造成不便，为了有效地加强土壤的疏水特性和固水特

性，要设计出合理的施工方案对土壤的干燥程度进行

改善，在一些土建施工中，普遍采用疏水法和化学填

充法两种手段，疏水法是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之下进

行地基积水排出，虽然可以有效地使土壤干燥，但是

要不断地进行排水维护，加重了建筑工程的工作任务。

化学填充法主要是采用化学材料对土壤的结构进

行填充，这种方法可以减小成本的损耗，针对土壤的

性质，通过不同的化学材料使土壤具备一定的干燥性

和稳固性，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化学材料的性质容

易发生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壤的干燥性和稳

固性，使建筑结构发生破坏。

4.3 碾压加固地基法

现阶段，我国土建工程中加固地基的办法主要是

通过压土机进行对土壤的碾压，在土壤较为疏松和承

载力不够的地方进行碾压加固，避免这一区域的建筑

物由于地基基础疏松而造成的破坏等倾斜和坍塌的现

象，碾压加固法的施工特点就是工期长、投入大，不

利于小型建筑施工。

4.4 土方开挖法

土方开挖法需要施工人员对整体的建筑工程施工

设计方案有着全面的了解，根据实际的施工区域进行

流程和环境的分析和探究，对施工人员、施工材料和

施工设备进行严格的检查，确保建筑施工的顺利进行，

对施工难度大的地方进行针对性的开挖计划，使地基

基础施工更加的科学合理。

5 桩基础土建施工技术研究

5.1 灌注桩技术

在桩基础土建施工过程中，要对施工现场的土壤

表面进行平整处理，选用适当的钻孔位置，利用合理

的钻孔机械进行钻孔，再利用混凝土浇筑的手段进行成

桩效果，这种手段通常以沉管的形式完成打孔，所以

在灌注沉管的时候，要将桩径范围控制在 600~3000mm

内，有效地确保桩基础的质量。

5.2 振动沉桩技术

在土建施工中，由于桩的重量大，所以可以采用

振动效果来促进打桩的工作，将振动器固定在桩上，

在电动机的振动下，加强桩的振动效果，使振动器在

振动的过程中对土壤进行压迫和推动，有效地使桩沉

没在土壤当中，完成打桩工作。在工作中，将打桩落

距控制在 0.5米到 0.8米之间，避免桩体倾斜，通过不

断的锤击，达到桩体深入土层的效果。

5.3 桩位复核技术

在桩基础土建施工中，容易由于一些因素导致桩

位偏差，这个时候就需要对桩基础进行桩位检查和处

理，保障桩基础的施工标准，桩位复核技术可以有效

地对桩基进行检查，发现误差后，通过专业的设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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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位进行修整，保障桩位的准确，避免桩位出现误差
对后续的建筑施工造成影响。

5.4 预制桩技术

由于振动沉桩等技术会在打桩的同时对土壤产生

挤压等问题，影响土壤变化，所以要对桩基础土建施
工进行预制桩技术，预制桩技术会根据土壤的变化进

行有效的土建施工流程布置，降低土壤对后续土建施
工的影响，促进建筑施工的顺利进展。

5.5 静力压桩施工技术

打桩机在启动的过程中会产生非常大的噪音，如

果工地距离民用住宅较近的话势必会影响到周围群众
的日常休息。为了能减少噪音，工作人员可以采用静

力压桩技术进行施工，该项技术是一种在软土中通过
静压力将预制桩打入土层中的打桩方法，其不仅能有

效节省工地对钢筋、混凝土等材料的用量，同时还不

会对周边的群众产生较大的影响。通常来讲，该项技
术只适用于软土地基、以及居住区人口密集型建筑的

工业厂房桩基，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更大限度保证其
的稳定性。随着我国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不断发展，

如今静力压桩施工技术的流程也得到了调整，其主要

是由分段压制、分段压入逐段进行接长的，桩架的高
度会直接影响到每根桩的长度，为此工作人员一定要

对其予以高度的重视。

5.6 振动沉桩施工

振动沉桩施工技术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顶桩的激振
力来迫使土层颗粒在桩体内产生振动，从而改变其的

排列结构，有效减小桩面与土层之间的摩擦力，最终
使桩沉依靠自己的重力来到达预计的深度。与其他技

术相比，振动沉桩施工技术具有非常多的优点，其操
作流程非常的精简，所用到的设备也是非常的小巧，

也正是因为这些优点的存在才深受业内人士的一致认

可。该项技术通常适用于一些土质较为松软的地区。
施工人员在适用该项技术的同时可以搭配其它设备一

起使用来进行破坏，在打桩之前，施工人员可以采用
0.4~0.8m的落距对桩体进行轻微的锤击，待桩体没入

地表 1~2m之后，工作人员就要立即上前对其进行检查，

确保其桩尖在土层中没有发生偏移。检查完毕之后就
可以对桩体继续锤击，直到桩体达到预计深度即可停

止锤击 [3]。

5.7 灌注桩施工技术

就目前而言，灌注桩施工技术主要有人工钻孔、机

械钻孔以及沉管这三种，如果工作人员想要开展人工

挖孔灌注桩技术，就必须要等到混凝土护壁工作完成
之后才可以开展下段的挖土工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

为这种施工技术会花费很多的时间，如果没有多加注

意就势必会影响到后续工程的有序开展。如果工作人
员利用相关设备进行钻孔灌注，那么不仅能扩大适用

范围，还能有效地缩短施工时间。通常来讲，该项技
术的适用桩径应该在 600~3000mm之间，桩长可以深

入到 100~200m的土层，这样一来就能有效缩短施工的

周期，保证后续工程能够按时开展。此外，该项技术
的桩端一般都会坐落在岩石层以上，在成桩完毕后工

作人员就可以对钻孔进行二次灌浆直到桩底缝隙被填
满即可，这样就能大幅度地提升桩基的承载力，进而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以及日常的生产需求，最终

带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6 土建工程施工技术管理策略

6.1 建立严谨的施工技术管理机制

由于现阶段的施工技术不断发展，企业要重视建

立严谨的施工技术管理机制，使专业的管理人员在施
工现场可以根据相应的管理条款对施工现场进行严格

的管理和工作分配，避免施工现场由于人为因素而出
现施工的质量问题。企业要建立专门的管理监督部门，

使施工技术管理机制渗透在整个施工的流程中，加强

对施工现场技术上的把控，促进建筑工程的顺利进行。

6.2 提高施工团队的专业技术水平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为了保障工

程质量的同时，提高整体的建筑效率，要对施工团队

的专业技术水平进行不断的提高，对施工团队进行定
期的专业施工技术的培训和考核，加强施工团队的技术

创新意识，着重对施工团队进行技术管理意识的加强，
保障土建施工现场进行有序的管理，使建筑行业在有效

的管理和发展之下，施工技术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7 结语

综上所述，有效的地基基础和桩基础的土建施工，

可以保障土建工程的基本施工质量，为了有效地提高
地基基础和桩基础的土建施工技术水平，就要加强对

施工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和管理，提升技术人员的专

业素质和管理意识，制定专业化的技术管理制度，帮
助整个施工团队完成技术上的创新与培训，提高施工

质量和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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