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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发展,现代社会对于公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公路工程建设也逐渐缩短了城市之间的
距离,特别是对于一些交通闭塞的地区,公路建设满足了人们的出行需求和当地经济的发展需求。而对于
整个公路工程建设来说,路面路基的施工技术在公路工程建设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是整个施工
过程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因此优化目前的施工技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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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demand for highways in modern society is increasing,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cities is gradually shortened by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for some areas
where traffic is blocked, highway construction meets people's travel need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For the whole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pavement subgrade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basic link in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optimize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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