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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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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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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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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