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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基作为公路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施工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公路使用寿命和行车安
全。路基施工的影响因素又比较复杂,尤其是高速公路,路基土方填筑及压实技术标准要求较高。为确保
路基填筑及压实质量,达到设计要求的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本文对高速公路的路基施工质量控制进行
分析,探究高速公路路基土方填筑及压实技术,期望为工程施工带来有效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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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grade as the main part of road engineering, its construction quality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service
life of road and traffic safety.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ubgrade construction is relatively complex, especially the
highway, the standard requirement of subgrade earthwork filling and compaction technology is high.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bgrade filling and compaction quality and reach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strength, stability and
dur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ghway subgrad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explores the highway subgrade
earthwork filling and compaction technology, expecting to bring effectiv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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