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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公路工程规模的扩大,交通运输业有了新的发展。公路路基是当今公路建设的核心工程,
其质量与公路使用寿命和车辆行驶安全息息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公路路基
防护工程施工技术。在公路工程的路基施工中,特别是高填方和深基坑的路基施工中,容易造成一些安全
问题,影响路基施工的正常进行,甚至引发安全事故。对此,要根据公路工程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可行的
路基防护方案,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基于此,文章对公路工程路基防护施工技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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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highway engineering scale,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has had a new
development. Highway subgrade is the core project of today's highway construction, and its qua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ghway service life and vehicle safe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y, the
country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ighway roadbed defense engineering.
In the subgrade construction of highway engineering, especially in the subgrade construction of high fill and
deep foundation pit, it is easy to cause some safety problems, affecting the normal progress of subgrade
construction, and even causing safety accidents.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ighway
engineering, a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subgrade protection scheme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strictly
implement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ighway engineering subgrad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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