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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软土地基施工技术的有效应用探讨 

王渝中 

山西禹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忻州 

【摘要】公路、桥梁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公路桥梁

行业迅速发展，因此，呈现出多元化、规模化、数量化的趋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公路桥梁的地基施工

越来越复杂。由于地基是公路桥梁工程的一个关键环节，施工质量对工程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

外，软土地基工程建设的不断增加，在软土地基的施工中，要加强软土地施工技术的应用，使软土地施工

技术更加专业化、科学化，从而提高软土地施工质量，为工程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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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ghways and bridges, as important support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my country's highway and bridg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refore, it has shown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scale and quantification. In such a large environment, th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of highway bridg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s the foundation is a key 
link in highway bridg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project. 
In addition, as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 soil foundation projects continues to increa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 soil 
found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soft soi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o make soft soi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ore professional and scientific,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oft soil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e smooth progres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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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路桥梁工程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枢纽，由

于地理、地形、土壤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地形和

土壤的差异，公路桥梁工程在施工中经常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问题，因此，软土地基问题更是不容忽视。

由于我国的软弱地基分布广泛，而软土地基对我国

公路桥梁建设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制约作用，因此，

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对我国公路桥梁工程的

建设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1 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软土地基施工技术概念 
在理论上，软土地基的定义是：地基自然含水量

大，承载力差，在受压时容易发生滑移和固结沉降。

这些性质是杂填土、砂土和压缩率的土层，这些土层

往往位于河流、湖泊附近，而且，长期的水流冲刷让

地基变得脆弱，并导致这些基础的含水量非常高，因

此，这些地基的承载力非常低，只有不到 1.0 的自然

裂缝，呈灰色。此外，这种地基具有抗剪切强度，高

扰动性，高灵敏度，低固结系数，长时间固结，低吸

水性，高压缩性，而且，它的物理特性与其他层面不

同，具有较小直径的细枝桩，其表面附着大量的负电

荷，地基的偶极化分子数目很多，因此，在沉淀过程

中，软土层就会变成絮状物。 
2 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软土地基施工技术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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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软土地基，其特征是含水量高，空气量

大，压缩系数高，抗剪强度低，调整和养护速度慢。

研究结果显示，软土地基的稳定性、承载能力都很

低，对公路桥梁的建设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对每

一位工程师来说，都必须予以充分的关注。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我国政府对公路桥梁工

程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对软基结构的发展与完善起

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此，工作人员必须进行软

土地基路技术的革新，提高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并

在实践与探索中，对软土地基路基技术进行改进，

以提高软土地基路稳定性、安全性，减少路面沉降、

变形等问题。同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软土路基

路堤设计和施工技术规程，确保工程在规范约束下

达到更高的要求，提高工程质量。 
3 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软土地基施工技术的影

响因素 
3.1 工程设计因素 
在软土地基技术方面，为了使施工效果达到预

期效果，必须引起公路桥梁工程设计的高度重视。

在很多时候，技术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规划和调整来

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完善的、有效的设计方

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公路桥梁建

设的不同阶段，所处的地质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

在工程设计中必须十分重视，以便与具体的施工环

境相适应。 
3.2 施工环境和施工水平因素 
施工条件也会对这些技术的运行产生较大的影

响，这与各地区的土壤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因此，

工作人员必须采用相应的施工工艺。另外，软土地

基包括黏性和砂型两种类型，对砂质地基，采用压

实技术进行加固，而挤密法在软土地基中是常用的。

此外，工作人员为保证工程质量，在施工中必须采

用有效的方法，以保证公路桥梁工程进度符合设计

要求。 
3.3 其他客观因素 
由于公路桥梁工程的规格、等级不同，其建设

标准也会有很大差异，而且，软土地基质量与桥梁

整体质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实际工程中，

工作人员必须重视和控制软土地基施工，同时对软

土地基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这样才能保证公路

桥梁工程的整体效果。同时还要对地形进行详细的

分析，特别是在山地中，对各种恶劣的气候进行有

效的预防和控制，这样才能保证软土地基施工技术

和环境的平衡和协调。 
4 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软土地基施工技术的重

要性 
4.1 延长工程寿命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桥梁工程的不断发展，投资

费用越来越高，对公路桥梁工程寿命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由于软土地基对工程的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

响，由于其含水量大、渗透性差，在施工过程中容

易引起路面病害，因此，对工程进行科学的处理，

有利于延长工程的使用寿命，节省投资。 
4.2 节约维护成本 
作为城市交通系统中的重要环节，道路桥梁工

程在一定时期内必对工程进行科学的维修与管理，

以保证公路桥梁工程的正常运行。在施工过程中，

若不科学的处理，容易引起路面的病害，给以后的

养护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从而增加公路和桥梁的

维修费用，造成资金的浪费。另外，工作人员运用

现代科学的施工技术，对软土地基进行科学的处理，

可以降低后期维修费用，降低资金的使用。 
4.3 确保行车安全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已成为人们

的主要出行方式，而桥梁、公路的利用效率也越来

越高。对居民来说，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出

行安全，一旦路面出现了病害，就很可能引发交通

事故，比如路面塌陷等，导致汽车在高速上就会产

生危险。而且，软土地基是引起工程病害的主要因

素，科学处理可以保证车辆的行驶安全，创造良好

的交通条件。 
5 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软土地基施工技术的现

状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桥梁建设规模和数量都在

持续增长，更好地为我国城市交通发展提供安全保

障。然而，我国公路桥梁工程的施工形势不容乐观，

许多问题没有进行科学的处理，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公路桥梁建设之前没有加强地质勘察和地质调

查，尽管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但由于资料太过陈旧，

没有足够的技术来支撑公路桥梁工程，造成了质量

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科学的解决。另外，在公

路桥梁建设中，地基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地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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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是影响公路桥梁的关键因素，由于软地基处理能

力差，造成了地基的效果不明显，由于工程建设中

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使得工长远发展难以得到较

好的保障。因此，公路桥梁建设要从细节上进行调

整。 
5.1 含水量比较高 
软土地基是由粘土、淤泥、泥炭、粉土等组成，

软土地基本身具有一定的蠕动特性，因此，在进行

软土地基时应尽可能地避免对公路桥梁的建设产生

不利的影响。由于含水率过高，会引起路基的不均

匀沉降，从而引起一系列的技术和质量问题，使公

路桥梁的施工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使施工质量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给以后的工作带来一定的

难度。在施工过程中软土地基存在着一定的水分，

因此，在进行施工前，必须采用较为合理的方法，

以减小地基的含水量，更好的保证公路桥梁工程的

质量，同时兼顾施工的经济性。 
5.2 软土路基使用方法选择不准确 
从当前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交通发

展速度很快，公路桥梁的建设越来越多，技术人才

的缺乏，使许多工程师都退到了工程的后面，根本

无暇顾及工程的一线，所以，根据技术标准和经验，

设计出的软土地基的技术方案，由于没有充分的考

虑到现场的实际情况和技术状况，工程存在着盲目

性。例如，在进行振动加固的公路桥梁工程中，如

果软土路基使用方法选择不准确，不仅会降低工程

质量，还会增加工程造价，对以后路面养护工作会

造成很大的不便。因此，在公路桥梁工程中，根据

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施工工艺。 
5.3 工程技术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不够 
在公路桥梁工程中，软土地基的施工技术是一

项非常具有专业性的工作。我国软土地基工程技术

虽有进步，但与各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目前，我

国公路建设工程队伍大多是由的基层民工组成，因

此，施工队伍缺乏专业、系统的培训，并对软土地

基的技术知识缺乏全面、科学的认识。在施工过程

中，由于施工人员操作不当，让工程质量出现严重

问题，从而导致了工程返工，浪费人力、物力。 
5.4 工程检测方法手段落后 
公路桥梁施工也要科学、完备的检测方法和检

测手段，这是确保工程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

对有关资料的调研，可以看出，我国软土地基技术

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许多项目中，仍缺乏一套

完整的检测与检查制度，如果不了解软土地的压实、

强度要求是否满足国家规定、地基有无施工问题，

就必须对软土地基进行检测。因此，工作人员必须

对公路桥梁工程进行科学、严格的检测，以免出现

安全隐患，对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带来不利的影

响[1]。 
6 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软土地基施工技术的措

施 
6.1 加强技术团队建设 
当前，我国高速公路建设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许多地区的建设项目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采用软

土地基施工技术，提高工程整体质量，因此，需要

继续加强技术团队的建设。在软弱地基施工技术的

各个方面，都要进行科学的培训和引导，使每个人

都能在科学操作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严禁在技术上

任意的改动，所以，要不断地充实和软土地基的技

术内容，使之更好的达到工作目的[2]。 
6.2 加强材料、设备控制 
软土地基施工技术的应用，不但是思想上的超

前，而且对工艺的操作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另外，

材料的应用、设备的应用，都要按照软土地基的施

工技术规范进行施工。工作人员更换材料的选用要

慎重，各种材料都要有合格的出厂证书，并且要进

行抽样调查，查看施工材料的强度和稳定性是否符

合规定，一旦出现问题，材料将失去应有的作用，

从而保证工程的目的更加难以达到。在实施软地基

技术时，应进一步强化各种技术装备，调整技术装

备的使用功能，以保证在工程建设中不断强化装备

的服务系统。由于材料、设备的使用是工程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必须坚持将软土地基工程技术的预期

目标相结合，特别是在材料的调配和二次处理方面，

以达到更好的效果[3]。 
6.3 置换处理技术应用 
软土地基的种类多种多样，要采取相应的处理

技术时，要根据不同的要求进行选择合适的施工方

法，从而提高整个工程的施工质量。在软土地基工

程中，应当采用置换法施工时，有关工作人员要清

楚技术操作要点，以较大的承载力代替软土地基，

可使软土地基的薄弱环节得到有效解决。在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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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中，置换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开挖、爆破等，这

种置换处理方法更适用于较小的软弱地基，如果数

量大，投资也会相应的增加。另外，施工单位要重

视软土地基的前期调查，了解软土地基的情况，然

后将挖掘出来的土地进行填筑，然后填入路基中，

再填上道路基石，并在坑底部设置雨水和防水措施，

这样才能保证软土地基的处理效果[4]。 
6.4 科学选择软基处理方法 
目前，我国工程建设中的软土地基处理技术已

比较完善，如强夯加载法、排水固结法等，都具有

一定的应用价值。施工单位应根据公路桥梁工程的

具体情况，通过比较不同的施工工艺，选择出最优

的施工工艺，既能保证地基的加固效果，又能控制

施工成本。在工程设计中，除确定技术手段外，还

应制定施工计划，明确各工序的关键技术。比如，

在排水固结法中，施工场地的沙井布置、井深、井

直径、井间距等是影响施工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

工作人员应在设计方案中予以明确规定，以便为施

工人员提供技术依据[5]。 
6.5 加强施工管理，保证地基承载力达标 
在处于软土地质条件下，施工条件十分复杂，

对施工工艺、施工质量都有严格的控制。在软土地

基处理方案确定后，必须进行技术交底，并对施工

现场进行精细的管理，以保证处理后的软土地基能

够达到预期的加固效果。比如，工人要对工程材料、

设备，还要对石材、土壤、水泥、养护剂等进行检

测，以保证材料符合公路、桥梁的使用[6]。 
6.6 加强技术管理 
在公路桥梁施工中，软土地基的处理非常关键，

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对工程的施工质量构成重大的

影响。强化技术管理是施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但在施工过程中却往往被忽略。在应用软土地基施

工技术时，必须对应用效果、技术应用目的、技术

应用准则进行科学比较。目前技术特征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如果技术操作不到位，不但不能提高项目

的施工质量，还会造成工期延误。软土地基的施工

工艺控制，需要对该技术的运用进行系统的评价，

并与基础的测量资料相结合。由于一些软土地基具

有复杂性，采用单一技术难以达到良好效果，这时

必须采用两项或更多技术相结合的技术管理，为软

土地基的整体加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7]。 

7 结语 
总之，在公路桥梁工程建设中，存在着软土地

基的问题，工作人员需要对软土地基进行适当的治

理，更好的保证软土地基的施工，为公路桥梁工程

奠定较好的基础，因此，必须要指定专门的技术人

员，对软土地基进行研究，并总结出相应的施工方

法。另外，为了提高软土地基处理的效果，应加强

软土地基的施工，并与其它工程技术相结合，并提

高软土地基的治理效果和地基的承载能力和稳定

性，以促进了我国公路桥梁工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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