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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路工程中路面垫层施工技术至关重要。其不仅可以有效降低车载负荷对路面的损害,而且可
以增强路面稳定性和实用性。基于此,本文从路面垫层的含义和质量要求入手,介绍垫层施工技术的基本
内涵,并分析当前路面垫层施工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根据问题论述公路施工中路面垫层技术的具体应用
方法,希望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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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pavement cush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highway engineering. It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amage of the vehicle load to the road surface, but also enhance the st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road surfa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meaning and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pavement cushion,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cush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troduces its construction
quality requirement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avement cush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pavement cushion technology in highway construction,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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