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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路建设是城市交通发展中的重要工程项目。近年来,在社会经济的大规模发展环境下,公路施
工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不仅政府对公路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加强,社会群众对公路建设的关注度亦是不断
增高。其中,软土路基是公路施工中的重要问题,施工过程当中需对此进行有效解决,以提高公路施工的
整体效益。为切实解决交通公路建设施工期间存在的软基情况,本文对软基施工技术展开深入研究,依据
其在施工中的影响因素,对软基施工技术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为公路工程施工中的软土路
基处理工作提供有效借鉴,促使公路施工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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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way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large-sca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not only the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highway construction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but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highway construction has also continued to increase. Among them, soft
soil subgrade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highway construction, which needs to be effectively s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benefit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situation of
soft foundation in traffic highwa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n soft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related contents of soft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onstruction, so a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soft
foundation treatment in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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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及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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