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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基质量是影响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关键环节,其决定了整个市政道路工程建设是否能够安
全运行。本文以软土路基为例,对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路基换填施工进行分析。软土路基的特性比较明
显,比如存在处理困难、容易压缩、难渗透、承载能力低、不稳定等方面特征,而路基结构稳定是保证道
路工程运行的关键环节,所以如果不能对其实施有效处理,将会导致道路工程运营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为
了保证路基工程质量以及道路工程的安全可靠运营,文章简述了市政道路工程建设中常用的软土路基
处理方法,对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软土路基换填施工必要性及其要点开展了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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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roadbed is a key link that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road projects, which
determines whether the entire municipal road project can be operated safely. This paper takes the soft soil
subgrad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ubgrade replacement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ft soil roadbed are relatively obvious, such as difficult to handle, easy to
compress, difficult to penetrate, low carrying capacity, unstable, etc. The stability of the roadbed structure is a
key link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of road projects, so if it cannot be effectively treated , Will lead to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in road engineering operation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ubgrade engineering
and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road engineering,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commonly used soft
subgrade treatment methods in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key points of soft subgrade replacement construction in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unicipal road; soft soil roadbed; replacement and filling construction; necessity; key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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