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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属于市

政道路施工技术领域，解决了施工周期长的问

题，采用水泵将将要施工的地表积水进行抽除；

在水排干后，通过挖掘机加以人工配合，挖除淤

泥并形成基坑，沿基坑边沿修筑防雨堤坝，在基

坑侧壁修筑防渗板；用碎石或卵石铺设为30cm高

的基床填石层；采用振动压路机对基床填石层进

行碾压；用粒径15cm的素土铺设过渡层，再通过

压路机和重锤压实平整；铺设的格栅主要受力方

向要通长无接头，幅与幅之间的连接通过人工绑

扎搭接，搭接宽度10cm，然后铺设覆盖层；利用装

载车将水泥运输至覆盖层上，然后进行水泥的摊

铺，摊铺完毕后通过压路机进行整平。提高场道

地基的抗沉降能力，并缩短施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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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S1.  抽水，采用水泵将需要施工的地表积水抽除；

S2.  清淤，在水排干后，通过挖掘机加以人工配合，挖除淤泥并形成基坑，及时进行验

收以满足要求；

S3. 防水与排水，沿基坑边沿修筑防雨堤坝，在基坑侧壁修筑防渗板；

S4.  铺设基床填石层，用碎石或卵石铺设为30cm高的基床填石层；

S5.  碾压，采用振动压路机对基床填石层进行碾压；

S6.  铺设过渡层，用素土铺设过渡层，再通过压路机和重锤压实平整；

S7.  格栅铺设，铺设的格栅主要受力方向要通长无接头，幅与幅之间的连接通过人工

绑扎搭接，搭接宽度为10cm，然后铺设覆盖层；

S8.  铺设水泥层，利用装载车将水泥运输至覆盖层上，然后进行水泥的摊铺，摊铺完毕

后通过压路机进行整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其特征是，S2中在清淤前，先在道面

铺设用于防止机械下陷的临时施工平台，清淤顺序为由近及远、由上至下，并通过装载车和

自卸车外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其特征是，S4中基坑的坑底有渗水

时，在基坑四周开挖排水沟和积水井，再用抽水机抽干积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其特征是，在S4施工前，先按照方格

法划分方格后，再进行卸料铺设基床填石层以有效控制卸料密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其特征是，在S5碾压前，先用大型推

土机先将基床填石层的填料推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其特征是，S5中碾压过程为：先两侧

后中间，且纵向相互平行，反复碾压；第一遍静压，然后先慢后快，振动压路机的振动强度逐

渐提高，行驶速度也逐渐提高，最快的行驶速度控制在4~5km/h，横向接头压轮重叠0.4~
0.5m，以压实均匀；回填压实度由碾压遍数进行控制，压实标准以石料间密实状态为判定标

准，振动压路机碾压3~5遍，当碾压后无明显标高差异，压实层顶面稳定，不再下沉即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其特征是，在S7格栅铺设前，通过人

工清除过渡层的尖刺凸起物。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其特征是，在S7格栅铺设后，用粒径

15cm的砾类土和砂类土覆盖形成覆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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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市政道路施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政道路施工时，经常会遇到对软土施工的工况，而通常软基处理形式为

“排水固接堆载预压处理”。

[0003] 软土由于具有含水量高、压缩性大、透水性差、强度低和变形稳定所需时间长等工

程特性，一般不能直接作为天然地基使用，需经过加固处理以减小道路路基在荷载作用下

引起的沉降或不均匀沉降。路基沉降是导致路基变形、破坏的主要原因，因此对软土地基处

理恰当与否，不仅影响工程的投资，而且将直接影响道路的使用性能和工程质量。

[0004] 插板排水堆载预压法是一种常用的软土地基的处理方法，该方法是通过在软土中

打设砂井或排水板和设置水平排水系统,加快淤泥层在荷载作用下的排水固结。

[0005] 但是，该方法需要长时间的堆载，堆载的工期较长，延长了整个工程的施工时间。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机场场道地基的施工方法，具有有效地减小工后沉

降、缩短施工周期的优点。

[000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  抽水，采用水泵将需要施工的地表积水抽除；

S2.  清淤，在水排干后，通过挖掘机加以人工配合，挖除淤泥并形成基坑，及时进行验

收以满足要求；

S3. 防水与排水，沿基坑边沿修筑防雨堤坝，在基坑侧壁修筑防渗板；

S4.  铺设基床填石层，用碎石或卵石铺设为30cm高的基床填石层；

S5.  碾压，采用振动压路机对基床填石层进行碾压；

S6.  铺设过渡层，用素土铺设过渡层，再通过压路机和重锤压实平整；

S7.  格栅铺设，铺设的格栅主要受力方向要通长无接头，幅与幅之间的连接通过人工

绑扎搭接，搭接宽度为10cm，然后铺设覆盖层；

S8.  铺设水泥层，利用装载车将水泥运输至覆盖层上，然后进行水泥的摊铺，摊铺完毕

后通过压路机进行整平。

[0008]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施工时，测量人员根据将要施工的路基填土高度及坡度放出

坡脚线，确定清淤范围，用石灰洒线，在改线时需超出坡脚线0.5m，以避免欠挖或超挖，再采

用水泵将将要施工的地表积水进行抽除，以免影响进一步施工；在水排干后，通过挖掘机加

以人工配合，挖除淤泥并形成基坑，提高作业效率，挖除淤泥后及时进行验收以满足要求；

沿基坑边沿修筑防雨堤坝，以防止地面的积水或雨水进入基坑内，避免影响施工周期，同时

在基坑侧壁修筑防渗板，以防止基坑周边泥土内的地下水从基坑侧壁渗入基坑内，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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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基坑排水的时间，有效的缩短施工周期；用碎石或卵石铺设为30cm高的基床填石层，提

高地基的承载能力和渗水能力，减小工后沉降；通过振动压路机对基床填石层进行碾压，以

提高机床填石层的密实度，提高地基的承载能力；通过压路机和重锤压实平整过渡层，重锤

自上落下产生的冲击波使过渡层更加密实；格栅铺设时主要受力方向要通长无接头，幅与

幅之间的连接通过人工绑扎搭接，搭接宽度10cm，当格栅铺设定位后，应及时填土覆盖，采

取边铺设边回填的流水作业法；最后用装载车将水泥运输至覆盖层上，然后进行水泥的摊

铺，摊铺完毕后通过压路机进行整平。提高场道地基的抗沉降能力，并缩短施工周期。

[0009] 优选的，S2中在清淤前，先在道面铺设用于防止机械下陷的临时施工平台，清淤顺

序为由近及远、由上至下，并通过装载车和自卸车外运。

[0010]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搭建临时施工平台可防止挖掘机、装载机等施工用机械下陷，

保证施工正常进行，由近及远、由上至下的清淤顺序提高施工的效率。

[0011] 优选的，S4中基坑的坑底有渗水时，在基坑四周开挖排水沟和积水井，再用抽水机

抽干积水。

[0012]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在基坑四周开挖排水沟和积水井并用抽水机抽干积水，以免

影响下一步施工。

[0013] 优选的，在S4施工前，先按照方格法划分方格后，再进行卸料铺设基床填石层以有

效控制卸料密度。

[0014]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石灰洒线，按照方格法划分方格，以有效地控制卸料的密

度，缩短整平施工的时间。

[0015] 优选的，在S5碾压前，先用大型推土机先将基床填石层的填料推平。

[0016]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大型推土机将基床填石层的填料推平，有效地节省摊铺平整

时间，缩短工期。

[0017] 优选的，S5中碾压过程为：先两侧后中间，且纵向相互平行，反复碾压；第一遍静

压，然后先慢后快，振动压路机的振动强度逐渐提高，行驶速度也逐渐提高，最快的行驶速

度控制在4~5km/h，横向接头压轮重叠0.4~0.5m；回填压实度由碾压遍数进行控制，压实标

准以石料间密实状态为判定标准，振动压路机碾压3~5遍，当碾压后无明显标高差异，压实

层顶面稳定，不再下沉即可。

[0018]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反复碾压，并使接头压轮重叠0.4~0.5m，以实现压实均匀

的目的。

[0019] 优选的，在S7格栅铺设前，通过人工清除过渡层的尖刺凸起物。

[0020]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清除过渡层的尖刺凸起物，防止尖刺凸起物损伤格栅。

[0021] 优选的，在S7格栅铺设后，用粒径15cm的砾类土和砂类土覆盖形成覆盖层。

[0022]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砾类土和砂类土的力学性能稳定，受含水量影响小，提高地基

整体结构的稳定性，加强抵抗沉降的能力。

[0023] 综上所述，本发明对比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为：施工时，采用水泵将将要施工的

地表积水进行抽除，以免影响进一步施工；在水排干后，通过挖掘机加以人工配合，挖除淤

泥并形成基坑，提高作业效率；沿基坑边沿修筑防雨堤坝，以防止地面的积水或雨水进入基

坑内，避免影响施工周期，同时在基坑侧壁修筑防渗板，以防止基坑周边泥土内的地下水从

基坑侧壁渗入基坑内，而导致延长基坑排水的时间，有效的缩短施工周期；碎石或卵石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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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0cm高的基床填石层，提高地基的承载能力和渗水能力，减小工后沉降；通过振动压路机

对基床填石层进行碾压，以提高机床填石层的密实度，提高地基的承载能力；通过压路机和

重锤压实平整过渡层，重锤自上落下产生的冲击波使过渡层更加密实；格栅铺设时主要受

力方向要通长无接头，幅与幅之间的连接通过人工绑扎搭接，搭接宽度10cm，当格栅铺设定

位后，应及时填土覆盖，采取边铺设边回填的流水作业法；最后用装载车将水泥运输至覆盖

层上，然后进行水泥的摊铺，摊铺完毕后通过压路机进行整平。提高场道地基的抗沉降能

力，并缩短施工周期。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施工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实施例：

如图1所示，一种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抽水，施工时，测量人员根据将要施工的路基填土高度及坡度放出坡脚线，确

定清淤范围，用石灰洒线，在改线时需超出坡脚线0.5m，以避免欠挖或超挖，再采用水泵将

将要施工的地表积水进行抽除，以免影响进一步施工。

[0027] 第二步、清淤，在清淤前，先在道面铺设用于防止机械下陷的临时施工平台，临时

施工平台可采用厚度不小于6cm，长不小于3.5m,宽不小于2.5m的木板，或直径不小于10cm

的树木绑扎成长不小于4m，宽不小于2.5m的木筏，本实施例采用厚度为8cm，长为4m，宽为3m

的木板作为临时施工平台；清淤顺序为由近及远、由上至下，并通过装载车和自卸车外运；

在水排干后，通过挖掘机加以人工配合，挖除淤泥并形成基坑，及时进行验收以满足要求。

[0028] 验收的标准是清淤干净，不留死角，清淤完成后通过拍照存证。

[0029] 第三步、防水与排水，沿基坑边沿修筑防雨堤坝，防雨堤坝使用混凝土构筑，提高

防雨堤坝的牢固性，防止地面的积水或雨水进入基坑内，避免影响施工周期；同时在基坑侧

壁修筑防渗板，以防止基坑周边泥土内的地下水从基坑侧壁渗入基坑内，而导致延长基坑

排水的时间，有效的缩短施工周期。

[0030] 第四步，先按照方格法，通过石灰洒线划分方格后，再进行卸料铺设基床填石层以

有效控制卸料密度，缩短整平施工的时间；再用粒径为20cm的碎石或卵石铺设为30cm高的

基床填石层，提高地基的承载能力和渗水能力，减小工后沉降；如若基坑的坑底如有渗水，

在基坑四周开挖排水沟和积水井，再用抽水机抽干积水后再铺设基床填石层。

[0031] 第五步，先用大型推土机先将基床填石层的填料进行大致推平，个别不平整处，人

工配合用细石块进行找平，大型推土机加人工找平，有效地节省摊铺平整时间，缩短工期。

[0032] 再采用振动压路机对基床填石层进行碾压，以提高机床填石层的密实度，提高地

基的承载能力。碾压时先两侧后中间，且纵向相互平行，反复碾压；第一遍静压，然后先慢后

快，振动压路机的振动强度逐渐提高，行驶速度也逐渐提高，最快的行驶速度控制在4~5km/

h，横向接头压轮重叠0.4~0.5m；回填压实度由碾压遍数进行控制，压实标准以石料间密实

状态为判定标准，振动压路机碾压3~5遍，当碾压后无明显标高差异，压实层顶面稳定，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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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即可。

[0033] 第六步、用粒径为15cm的素土铺设过渡层，再通过压路机和重锤压实平整；重锤夯

击地面时，将动能除一部分以声波形式向四周传播，一部分由于重锤和土体摩擦而变成热

能外，其余的大部分冲击能则使土体产生自由振动，并以压缩波、剪切波和瑞利波的波体系

联合在地基内传播，在地基中产生一个波场，剪切波使土颗粒处于更密实的状态，而占主要

的瑞利波的水平分量可使过渡层得到密实。

[0034] 第七步、格栅铺设，先通过人工清除过渡层的尖刺凸起物，防止尖刺凸起物损伤格

栅；再进行铺设格栅，格栅用聚丙烯、聚氯乙烯等高分子聚合物经热塑或模压而成的二维网

格状，铺设的格栅主要受力方向要通长无接头，幅与幅之间的连接通过人工绑扎搭接，搭接

宽度10cm，当格栅铺设定位后，应及时填土覆盖，采取边铺设边回填的流水作业法；填土覆

盖时，用粒径为15cm的砾类土和砂类土覆盖形成覆盖层，砾类土和砂类土的力学性能稳定，

受含水量影响小，提高地基整体结构的稳定性，加强抵抗沉降的能力。

[0035] 第八步、铺设水泥层，利用装载车将水泥运输至覆盖层上，然后进行水泥的摊铺，

摊铺完毕后通过压路机进行整平。

[003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示范性实施方式，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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