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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

摩阻结构及施工方法，属于软土地基道路施工领

域，其结构包括设置在房屋或站场下软土地基中

构成多排的多根桩基和多根桩基侧临近道路的

固化土层、土工格栅、基层和路面层构成，还在固

化土层、土工格栅、基层、路面层共同与临近的多

根桩基之间设有隔离层，该隔离层沿道路长度方

向作竖向延伸设置，通过隔离层减少或消除固化

土层、基层、路面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的

摩阻力，使路面层随着软土层和固化土层均匀沉

降，再结合相应的施工方法，使得本发明具有构

造简单、施工便利、费用低廉、质量可靠等优点，

故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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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包括设置在房屋或站场下软土地基中构成

多排的多根桩基（1），该多根桩基侧为临近道路的软土层（2），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软土层（2）

上依次铺设固化土层（3）、土工格栅（4）、基层（5）和路面层（6），且固化土层（3）、土工格栅

（4）、基层（5）、路面层（6）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1）之间设有隔离层（7），该隔离层为沿道

路长度方向作竖向延伸设置，减少或消除固化土层（3）、基层（5）、路面层（6）共同与所述临

近的多根桩基侧的摩阻力，使路面层（6）随着软土层（2）和固化土层（3）均匀沉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临近

道路中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总沉降 ，为了简化计算，临近道路中路面层（6）和基层

（5）的工后沉降忽略不计，单位长度路面层（6）和基层（5）的重量以及车辆作为固化土层（3）

和软土层（2）的荷载为 ；假设在固化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产生的

摩阻力 的作用下的路面层（6）沉降曲线为 ，按能量守恒定律，荷载 势能损失与摩

阻力 对于总沉降 所作的功相等，则临近道路中的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总沉降 、

沉降曲线方程 和摩阻力 由以下公式计算：

公式一、

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总沉降

公式二、

沉降曲线方程

公式三、

固化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产生的摩阻力

公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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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设置隔离层（7），即当固化土层（3）、软土层（2）实际摩阻力 时，沉降曲线

为 ，实际摩阻力 引起的固化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

降高度等于 ，要求 ；

设置隔离层（7）后，当固化土层（3）、软土层（2）实际摩阻力 时，沉降曲线为

，实际摩阻力 引起的固化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

高度等于 ，要求 ；

可见设置隔离层（7）可减少直至消除实际摩阻力 即 或 ，使实际摩阻力

引起的固化土层、软土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或 ，即房屋或

站场下多排桩基侧临近路面的沉降与另一端路面均匀沉降；

公式一、公式二、公式三和公式四中各符号意义为：

——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总沉降，等于当实际摩阻力 时固化土层

（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

——设置隔离层（7）后，当固化土层（3）、软土层（2）实际摩阻力 时固化

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

——固化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容许未沉降高度， ；

——与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特性 和 有关的沉降传递矩阵；

——汉克尔变换参数；

——单位长度路面层（6）和基层（5）的厚度重量以及车辆荷载， ；

——分别为临近房屋或站场的另一端路面起点坐标系的横坐标、纵坐标， ；

——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沉降曲线系数， ；

——路面层（6）和基层（5）的宽度， ；

——固化土层（3）、基层（5）和路面层（6）的厚度之和， ；

——固化土层（3）、基层（5）和路面层（6）的竖向表面的摩阻应力， ；

——固化土层（3）的杨氏弹性模量、泊松比， 、无量纲；

——软土层（2）的杨氏弹性模量、泊松比， 、无量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隔离

层（7）为多根桩基侧与临近的固化土层（3）之间沿道路长度方向分段设置的喷射热沥青和

油毛毡，该喷射热沥青与桩基（1）表面光滑接触，减少摩阻力，喷射热沥青外再铺设1～2层

油毛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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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化

土层（3）是在软土中就地加入固化剂经均匀拌制、再碾压成密实的土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土工

格栅（4）是由高分子聚合物的聚丙烯、聚氯乙烯经热塑或模压而成的二维网格状土工合成

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层

（5）由宕渣或泥结碎石材料铺设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路面

层（6）是由沥青混凝土面层或块石铺砌而成。

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该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计算固化土层和软土层的 和

试验不同掺加量的固化剂比例7天龄期和28天龄期抗压强度，在满足设计要求的条

件下优选确定固化剂掺加比例；

试验确定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特性参数 、 ；

③试验测试隔离层（7）与固化土层（3）、软土层（2）之间的摩阻应力 ，采取措施减少摩

阻应力 值；

④由公式一、公式三和公式四分别计算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摩阻力 和 ，

符合 要求；

步骤二、固化软土

①清掉表层的耕植土；

②分段10m～20m用挖掘机逐步开挖至固化土层（3）的设计深度，按固化剂掺加比例均

匀撒播固化剂，并用挖掘机铲斗将软土和固化剂搅拌均匀；

步骤三、安装隔离层

在房屋或站场下软土地基中的多根桩基侧与临近的已搅拌均匀的固化土层（3）之

间，用挖掘机沿路面长度方向分段10m～20m开挖宽度80cm～100cm、深度至固化土层（3）底

面的沟槽；

②多根桩基（1）间的土层用挖掘机铲斗或人工拍实，桩基岀露的棱角混凝土用榔头敲

平或砂轮磨平；

③加热纯沥青至800C～1000C,用沥青喷枪分段从下而上喷射热沥青，使热沥青粘附在

桩基（1）和桩基间的土表面，厚度1cm～2cm；

④热沥青冷却至常温后，从下而上分段铺设1～2层油毛毡于桩基（1）和多根桩基间土

粘附沥青的表面，油毛毡底部50cm～80cm折为水平状铺在软土顶面用固化土压住，将油毛

毡向上拉紧，顶部用水泥钉将油毛毡临时固定在多根桩基（1）上；沿道路长度方向由多幅油

毛毡接长，每幅油毛毡相互接长重叠长度5cm～10cm；

⑤每段10m～20m隔离层（7）铺平拉紧后，将开挖的沟槽用固化土回填饱满；

步骤四、碾压固化土和养护

①固化土层（3）和隔离层（7）完成后，需在1d时间内用轻型压路机等机械将固化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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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步压实；

②为了防止固化过程中水分的挥发及雨水的影响，在固化土层（3）的表面铺1层塑料薄

膜养护；

③14d后，用轻型推土机或人工对固化土层（3）的表层进行整平；

④试验检测固化土层（3）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步骤五、铺设土工格栅

将土工格栅（4）展平铺在固化土层（3）表面，两端各预留路面边缘80cm～100cm长度，每

幅土工格栅（4）的互接重叠长度10cm～20cm；

步骤六、填筑基层压

①填筑第一层宕渣或泥结碎石30cm～50cm，用中型压路机压实，压实度符合设计要求；

②将预留路面边缘的土工格栅（4）回折放置第一层宕渣或泥结碎石顶面，继续填筑第

二层宕渣或泥结碎石30cm～50cm，用中型或大型压路机压实，直至填筑、压实至设计厚度，

压实度符合设计要求；

步骤七、铺筑路面

①拔出油毛毡顶部临时固定在多根桩基（1）上的水泥钉；

②铺筑沥青混凝土的路面层（6）或铺砌块石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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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软土地基道路施工领域，具体是指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

结构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软土地基上的房屋或站场常采用桩基础，沉降量一般较为微小，但其周边临近道

路为了节约费用，软土处理措施比较简易，两者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沉降差，但房屋或站场

与周边临近道路衔接处由于路面、基层和软土处理部分与房屋或站场下的桩基之间摩阻力

的存在，难以与临近房屋或站场的另一端的路面均匀沉降，形成凹形的倾斜曲线，影响使用

和环境美观，甚至损坏路面结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而提供一种构造简单、施工

便利、费用低廉、质量可靠的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及施工方法。

[0004] 本发明的技术问题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及施工方法，包括设置在房屋或站场下软土地

基中构成多排的多根桩基，该多根桩基侧为临近道路的软土层，所述的软土层上依次铺设

固化土层、土工格栅、基层和路面层，且固化土层、土工格栅、基层、路面层共同与临近的多

根桩基之间设有隔离层，该隔离层为沿道路长度方向作竖向延伸设置，减少或消除固化土

层、基层、路面层共同与所述临近的多根桩基侧的摩阻力，使路面层随着软土层和固化土层

均匀沉降。

[0005] 所述的临近道路中固化土层和软土层的总沉降 ，为了简化计算，临近道路中路

面层和基层的工后沉降忽略不计，单位长度路面层和基层的重量以及车辆作为固化土层和

软土层的荷载为 ；假设在固化土层、软土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产生的摩阻力 的作

用下的路面层沉降曲线为 ，按能量守恒定律，荷载 势能损失与摩阻力 对于总沉

降 所作的功相等，则临近道路中的固化土层和软土层总沉降 、沉降曲线方程 和摩阻

力 由以下公式计算：

公式一、

固化土层和软土层的总沉降

公式二、

沉降曲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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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三、

固化土层、软土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产生的摩阻力

公式四、

未设置隔离层，即当固化土层、软土层实际摩阻力 时，沉降曲线为

，实际摩阻力 引起的固化土层、软土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等

于 ，要求 ；

设置隔离层后，当固化土层、软土层实际摩阻力 时，沉降曲线为 ，

实际摩阻力 引起的固化土层、软土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等于

，要求 ；

可见设置隔离层可减少直至消除实际摩阻力 即 或 ，使实际摩阻力 引

起的固化土层、软土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或 ，即房屋或站

场下多排桩基侧临近路面的沉降与另一端路面均匀沉降；

公式一、公式二、公式三和公式四中各符号意义为：

——固化土层和软土层的总沉降，等于当实际摩阻力 时固化土层、软土

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

——设置隔离层后，当固化土层、软土层实际摩阻力 时固化土层、软土

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

——固化土层、软土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容许未沉降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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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固化土层和软土层特性 和 有关的沉降传递矩阵；

——汉克尔变换参数；

——单位长度路面层和基层的厚度重量以及车辆荷载， ；

——分别为临近房屋或站场的另一端路面起点坐标系的横坐标、纵坐标， ；

——固化土层和软土层的沉降曲线系数， ；

——路面层和基层的宽度， ；

——固化土层、基层和路面层的厚度之和， ；

——固化土层、基层和路面层的竖向表面的摩阻应力， ；

——固化土层的杨氏弹性模量、泊松比， 、无量纲；

——软土层的杨氏弹性模量、泊松比， 、无量纲。

[0006] 所述的隔离层为多根桩基侧与临近的固化土层之间沿道路长度方向分段设置的

喷射热沥青和油毛毡，该喷射热沥青与桩基表面光滑接触，减少摩阻力，喷射热沥青外再铺

设1～2层油毛毡；

所述的固化土层是在软土中就地加入固化剂经均匀拌制、再碾压成密实的土体。

[0007] 所述的土工格栅是由高分子聚合物的聚丙烯、聚氯乙烯经热塑或模压而成的二维

网格状土工合成材料。

[0008] 所述的基层由宕渣或泥结碎石材料铺设而成。

[0009] 所述的路面层由沥青混凝土面层或块石铺砌而成。

[0010] 一种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计算固化土层和软土层的 和

①试验不同掺加量的固化剂比例7天龄期和28天龄期抗压强度，在满足设计要求的条

件下优选确定固化剂掺加比例；

②试验确定固化土层和软土层的特性参数 、 ；；

③试验测试隔离层与固化土层、软土层之间的摩阻应力 ，采取措施减少摩阻应力

值；

④由公式一、公式三和公式四分别计算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摩阻力 和

，符合 要求；

步骤二、固化软土

①清掉表层的耕植土；

②分段10m～20m用挖掘机逐步开挖至固化土层的设计深度，按固化剂掺加比例均匀撒

播固化剂，并用挖掘机铲斗将软土和固化剂搅拌均匀；

步骤三、安装隔离层

①在房屋或站场下软土地基中的多根桩基侧与临近的已搅拌均匀的固化土层之间，用

挖掘机沿路面长度方向分段10m～20m开挖宽度80cm～100cm、深度至固化土层底面的沟槽；

②多根桩基间的土层用挖掘机铲斗或人工拍实，桩基岀露的棱角混凝土用榔头敲平或

砂轮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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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加热纯沥青至800C～1000C,用沥青喷枪分段从下而上喷射热沥青，使热沥青粘附在

桩基和桩基间的土表面，厚度1cm～2cm；

④热沥青冷却至常温后，从下而上分段铺设1～2层油毛毡于桩基和多根桩基间土粘附

沥青的表面，油毛毡底部50cm～80cm折为水平状铺在软土顶面用固化土压住，将油毛毡向

上拉紧，顶部用水泥钉将油毛毡临时固定在多根桩基上；沿道路长度方向由多幅油毛毡接

长，每幅油毛毡相互接长重叠长度5cm～10cm；

⑤每段10m～20m隔离层铺平拉紧后，将开挖的沟槽用固化土回填饱满；

步骤四、碾压固化土和养护

①固化土层和隔离层完成后，需在1d时间内用轻型压路机等机械将固化土层初步压

实；

②为了防止固化过程中水分的挥发及雨水的影响，在固化土层的表面铺1层塑料薄膜

养护；

③14d后，用轻型推土机或人工对固化土层的表层进行整平；

④试验检测固化土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步骤五、铺设土工格栅

将土工格栅展平铺在固化土层表面，两端各预留路面边缘80cm～100cm长度，每幅土工

格栅的互接重叠长度10cm～20cm；

步骤六、填筑基层压

①填筑第一层宕渣或泥结碎石30cm～50cm，用中型压路机压实，压实度符合设计要求；

②将预留路面边缘的土工格栅回折放置第一层宕渣或泥结碎石顶面，继续填筑第二层

宕渣或泥结碎石30cm～50cm，用中型或大型压路机压实，直至填筑、压实至设计厚度，压实

度符合设计要求；

步骤七、铺筑路面

①拔出油毛毡顶部临时固定在多根桩基上的水泥钉；

②铺筑沥青混凝土的路面层或铺砌块石路面。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主要设计了一种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该

结构是由设置在房屋或站场下软土地基中构成多排的多根桩基和多根桩基侧临近道路的

固化土层、土工格栅、基层和路面层构成，还在固化土层、土工格栅、基层、路面层共同与临

近的多根桩基之间设有隔离层，该隔离层沿道路长度方向作竖向延伸设置，通过隔离层减

少或消除固化土层、基层、路面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的摩阻力，使路面层随着软土层

和固化土层均匀沉降，再结合相应的施工方法，使得本发明具有构造简单、施工便利、费用

低廉、质量可靠等优点，故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立面示意图。

[0013] 图2为沉降和受力计算图式。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将按上述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再作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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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如图1～图2所示，1.桩基、2.软土层、3.固化土层、4.土工格栅、5.基层、6.路面层、

7.隔离层。

[0016] 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及施工方法，如图1所示，属于一种软土地基道

路施工领域，包括设置在房屋或站场下软土地基中构成多排的多根桩基1，该多根桩基侧为

临近道路的软土层2，在软土层上依次铺设固化土层3、土工格栅4、基层5和路面层6，且固化

土层3、土工格栅4、基层5、路面层6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1之间设有隔离层7。

[0017] 其中，固化土层3是一种新型环保筑路材料，它是在软土中就地加入固化剂经均匀

拌制，使固化剂与软土进行物理、化学反应，软土固化后再碾压成密实的土体，它能改善软

土的抗压强度、水稳定性、冻稳定性和压缩减少等工程性能，是一种比较简易和经济的软土

地基处理措施。

[0018] 所述的土工格栅4是一种主要的土工合成材料，由聚丙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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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它能对增强土体抗剪及补强提高土体的整体性与

荷载力，都具有显著作用。

[0019] 所述的基层5由宕渣或泥结碎石材料铺设而成，具有一定的强度、稳定性；所述的

路面层6由沥青混凝土面层或块石铺砌而成；所述的隔离层7为1～2层油毛毡和沥青组成，

沿路面长度方向竖向设置在房屋或站场下的多根桩基与临近路面、基础和固化土之间；因

此，通过隔离层7就能减少或消除固化土层3、基层5、路面层6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的摩

阻力，并使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均匀沉降。

[0020] 同时，临近道路中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总沉降  ，为了简化计算，临近道路中

路面层6和基层5的工后沉降忽略不计，单位长度路面层6和基层5的重量以及车辆作为固化

土层3和软土层2的荷载为 ；假设在固化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产生的

摩阻力 的作用下的路面层6沉降曲线为 ，按能量守恒定律，荷载 势能损失与摩阻

力 对于总沉降 所作的功相等，则临近道路中的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总沉降 、沉降曲

线方程 和摩阻力 由以下公式计算：

公式一、

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总沉降

公式二、

沉降曲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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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三、

固化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产生的摩阻力

公式四、

未设置隔离层7，即当固化土层3、软土层2实际摩阻力 时，沉降曲线为

，实际摩阻力 引起的固化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等于 ，要求 ；

设置隔离层7后，当固化土层3、软土层2实际摩阻力 时，沉降曲线为

，实际摩阻力 引起的固化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等于 ，要求 ；

可见设置隔离层7可减少直至消除实际摩阻力 即 或 ，使实际摩阻力

引起的固化土层、软土层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或 ，即房屋或

站场下多排桩基侧临近路面的沉降与另一端路面均匀沉降；

公式一、公式二、公式三和公式四中各符号意义为：

——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总沉降，等于当实际摩阻力 时固化土层3、

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的计算公式和方法参阅有关多层水平层

状地基沉降计算手册或文献，如《水平层状地基总附加应力与沉降计算分析（罗世毅：长安

大学硕士论文，2003）》，也可通过试验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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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隔离层7后，当固化土层3、软土层2实际摩阻力 时固化土层3、

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未沉降高度， ；

——固化土层3、软土层2共同与临近的多根桩基侧容许未沉降高度， ；

——与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特性 和 有关的沉降传递矩阵，可参阅《水

平层状地基总附加应力与沉降计算分析（罗世毅：长安大学硕士论文，2003）》；

——汉克尔（Hankel）变换参数；

——单位长度路面层6和基层5的厚度重量以及车辆荷载， ；

——分别为临近房屋或站场的另一端路面起点坐标系的横坐标、纵坐标， ；

——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沉降曲线系数， ；

——路面层6和基层5的宽度， ；

——固化土层3、基层5和路面层6的厚度之和， ；

——固化土层3、基层5和路面层6的竖向表面的摩阻应力， ；

——固化土层3的杨氏弹性模量、泊松比， 、无量纲；

——软土层2的杨氏弹性模量、泊松比， 、无量纲。

[0021] 另外，桩基侧软土地基道路消除摩阻结构的施工方法，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计算固化土层和软土层的 和

①试验不同掺加量的固化剂比例7天龄期和28天龄期抗压强度，在满足设计要求的条

件下优选确定固化剂掺加比例；

②试验确定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特性参数 、 ；

③试验测试隔离层7与固化土层3、软土层2之间的摩阻应力 ，采取措施减少摩阻应力

值；

④由公式一、公式三和公式四分别计算固化土层3和软土层2的摩阻力 和 ，符

合 要求；

步骤二、固化软土

①清掉表层30cm  左右的耕植土；

②分段10m～20m用挖掘机逐步开挖至固化土层的设计深度，按固化剂掺加比例均匀撒

播固化剂，并用挖掘机铲斗将软土和固化剂搅拌均匀；

步骤三、安装隔离层

①在房屋或站场下软土地基中的多根桩基侧与临近的已搅拌均匀的固化土层之间，用

挖掘机沿路面长度方向分段10m～20m开挖宽度80cm～100cm、深度至固化土层底面的沟槽；

②多根桩基1间的土层用挖掘机铲斗或人工拍实，桩基岀露的棱角混凝土用榔头敲平

或砂轮磨平；

③加热纯沥青至800C～1000C,用沥青喷枪分段从下而上喷射热沥青，使热沥青粘附在

桩基1和桩基间的土表面，厚度1cm～2cm；

④热沥青冷却至常温后，从下而上分段铺设1～2层油毛毡于桩基和多根桩基间土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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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的表面，油毛毡底部50cm～80cm折为水平状铺在软土顶面用固化土压住，将油毛毡向

上拉紧，顶部用水泥钉将油毛毡临时固定在多根桩基1上；沿道路长度方向可由多幅油毛毡

接长，每幅油毛毡相互接长重叠长度5cm～10cm；

⑤每段10m～20m隔离层7铺平拉紧后，将开挖的沟槽用固化土回填饱满；

步骤四、碾压固化土和养护

①固化土层3和隔离层7完成后，需在1d时间内用轻型压路机等机械将固化土层初步压

实；

②为了防止固化过程中水分的挥发及雨水的影响，在固化土层3的表面铺1层塑料薄膜

养护；

③14d后，用轻型推土机或人工对固化土层3的表层进行整平；

④试验检测固化土层3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步骤五、铺设土工格栅

将土工格栅4展平铺在固化土层3表面，两端各预留路面边缘80cm～100cm长度，每幅土

工格栅4的互接重叠长度10cm～20cm；

步骤六、填筑基层压

①填筑第一层宕渣或泥结碎石30cm～50cm，用中型压路机压实，实度符合设计要求；

②将预留路面边缘的土工格栅4回折放置第一层宕渣或泥结碎石顶面，继续填筑第二

层宕渣或泥结碎石30cm～50cm，用中型或大型压路机压实，直至填筑、压实至设计厚度，压

实度符合设计要求；

步骤七、铺筑路面

①拔出油毛毡顶部临时固定在多根桩基1上的水泥钉；

②铺筑沥青混凝土的路面层6或铺砌块石路面。

[0022] 本发明所述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还应理

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

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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