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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化建设进程逐渐加快的背景下,逐步拓展了城市规模,随之城市内的各个系统开始逐渐
趋于复杂化发展,不仅加大了各项目建设难度,同时一旦建设过程存在质量等不良问题,也会给城市发展
带来影响。市政工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给排水管道施工,其质量控制效果会给市政工程整体效果
带来影响。本文主要对市政给排水管道开槽施工中存在的质量影响因素做了归类和分析,对从事该类型
工作的施工技术人员提供相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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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scale of the city has been gradually expanded,and
the various systems in the city have gradually become more complicated,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projects, but also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once there are some bad
problems such as qu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eline construction, and its quality control effec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overall effec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This paper mainly classifies and analyzes the qua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existing in the slotting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elines, and provides
relevant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on technicians engaged in this type of work. Key words: municipal engineer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ing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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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进程大趋势下,市政道路建设规模随之扩大,由于车辆通行量的增加,对市政道路通行能
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各环节施工中,压实作业对于道路整体密实性的影响较大,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合理的技术,通过压实处理手段提高道路稳定性,为车辆通行营造安全、舒适的环境。本文就市政道路工
程建设中的路基路面压实施工进行分析。
[关键词] 市政道路工程；路基路面；压实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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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ction construction of subgrade and pavement in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Xu Huang
Zhejiang TongZhou Project Management Co., Ltd
[Abstract] under the trend of urbanization, the scale of municipal road construction will be expanded. Due to
the increase of vehicle traffic,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capacity of municipal roa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ach link, the compaction operation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overall compactness of the road.
It is necessary to select reasonable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the
road through compaction treatment, and create a safe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vehicle traff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action construction of subgrade and pavement in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Subgrade and pavement; Compac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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