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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施工中路基土方开挖技术
Excavation technology of subgrade in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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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我国国土面积相对较广，且地势分为三个阶梯，这就决定了在高速公路路基施工过程中，容易受到各种
不同地质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沉降、路面开裂和塌陷等问题。因此，本文就对
高速公路施工中路基土方开挖技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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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ur country land area is relatively wide and the terrain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so in the expressway
roadbed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easy to be affected by various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factors. If it is not handled
properly, there will be some problems such as settlement, pavement cracking and collapse. Therefore, this paper carries
on the thorough analysis and the exploration to the subgrade earthwork excavation technology in the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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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速公路施工中几种常用的路基土
方开挖技术
1.1 路基土方横挖技术
在高速公路路面施工中，可用路堑的横切深度或宽度
来进行衡量，直接从其一边或两边来进行开挖，这种路基
土方开挖技术就被称为横挖法。现如今，路基土方横挖技
术主要被分为两种，即单层横向挖掘法和多层横向挖掘法，
如图 1 所示。单层横向挖掘法能够被广泛应用在路线短和
开挖深度浅的路堑中，而多层横向挖掘法就可以直接应用
在路线短、开挖深度深的路堑中。对于一些土方工程相对
较大的情况，可以直接采用纵向拉开法，先分出各个不同
的层次，再按照多层次、多方向的要求 [1]。合理添加施工设
备和人员进行施工，这样可以在保障施工质量的同时，还
能够有效提升施工的效率。在路基土方横挖施工中，如果
采用人工力量进行土方开挖，就需要将开挖的深度牢牢控
制在 1.5-2.0m之间，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路基施工的质量。
1.2 路基土方纵挖技术
在路基土方纵挖技术中主要可以分为分层纵挖法、分
段纵挖法以及通道纵挖法这三种类型。首先，分层纵挖法
常被应用在路堑相对较长的路基土方工程中，若路堑的长
度为 100m，土方开挖的深度就要控制在 3m内。其次，分段
纵挖法就是指直接将路基土方工程分为多段，结合路基施
工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段尤其对于路基较为脆弱的路
堑，可以先横向挖穿，再纵向前行 [2]。最后，通道纵挖法原
理也是随着路堑的走向开挖一条渠道，之后进行拓展，将上
层渠道加宽到路堑的边缘位置，并对下层的渠道进行开发。
相对于其他的开挖方法来说，通道纵挖法有着操作较为简
单、便捷的特性，在土方开挖的同时，就能够保障土方车的
顺利通行，因此，这就可以更好的保障工程施工的进度。
1.3 路基土方混合式开挖技术
由于公路路基施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且众多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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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土方纵挖技术

的地质特性和地理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在路基土方开挖
施工过程中，也需要应用各种不同的路基土方开挖施工技
术。而路基土方混合式开发技术就是将横向开挖技术和纵
向开挖技术两者的优势进行有效融合，实现了取长补短的
效果 [3]。通常路基土方混合式开挖技术被广泛应用在路堑
纵向长度较长，或者开挖难度较高的路基施工中，其直接
从纵向角度，将路堑打通，之后再进行横向继续深挖，从而
有效扩大路基开挖土坡的面积。相对于横挖技术和纵挖技
术，路基土方混合式开挖技术能够更好的保障工程施工的
质量，同时有效提升工程施工的进度。

2 高速公路路基土方施工的具体施工
工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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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路堑边坡施工
在公路路基土方开挖施工前，施工人员要结合预定的
边桩方位测量结果，以此来进行人修坡施工，若遇到没有
防护措施的边坡，要每个 10m在边坡边进行插杆、挂线 [4]。
另外，还有一些边坡中，有凹槽或者遗留的石块，对于这种
情况，就可以运用浆砌石片，以此来进行相应的修补处理，
同时还要注重在土方的开挖之前，对其进行放线测量，从
而确保工程施工的标准化。在测量放线操作过程中，通常
都是直接利用全站仪坐标法来进行操作，直接根据实测地
面的标高来进行计算，最后明确路基中线到边坡缘的距离。
在各层开挖完成之后，施工操作人员要对其截面的实际尺
寸进行仔细的检查。
2.2 路基施工场地清理
随着当前我国高速公路工程施工事业的快速发展，人
们也越来越关注高速公路施工的质量，尤其土方开挖工程
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施工人员要
对施工图纸和现场进行认真查看，确认没有不妥的情况 [5]。
同时，还要注重及时处理施工现场的垃圾，避免垃圾乱飞，
从而影响工程施工工作的开展。那么，在施工场地内的垃
圾清理完毕之后，就可以按照工程施工管理条例所批准的
原料，来对施工坑洞进行埋填，以此保障高速公路路基施
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对于要进行填石路基的，要结合相
关的规范要求，选取相应的填石路基填料进行施工。
2.3 路基土方开挖环节分析
在高速公路路基土方开挖施工中，要想更好的保证挖
方施工的效率和质量，就需要对积极设置临时排水沟等相
关设施，这能够有效避免后期工程施工地面汛期过多，容
易引发路基滑坡等问题。此外，施工人员在实际施工中，
还要严格遵循从上到下逐步分层开挖的方法，在路基土方
开挖的中间提前挖出一条行道，方便土方车和渣土车的通
过。在路基土方开挖操作中，还要注重提升质量意识，对
边坡进行科学处理，对于路堑深度小于四米的，可以直接
用全截面开挖成型法进行施工。当在实际开挖施工中，存
在路基和边坡相互连接的情况时，要注重提前预留 50cm的
土方，方便后期边坡稳固。在路基开挖成形之后，可以选
择人工开挖的方式，避免路基土方超挖和损坏。此外，还
要在路基表层留出 2%～4%的坡度，设置相应的排水系统，
避免受到雨水的冲击。最后，弃方处理也是一个重要部分，
在预留好足够的土方后，及时将废气的土方运输到相应的
范围，并推平废土存放区。

3
措施

提升高速公路路基土方开挖质量的

3.1 完善土方施工质量监管制度
随着当前我国高速公路工程数量的不断增加，怎样在
保障工程施工进度的同时，提升工程施工质量一直都是施
工企业重点研究的话题。而要想不断提升高速公路路基土
方开挖技术的质量，就要不断优化路基土方施工的质量监
管制度，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相关的管理系统。建立“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检测理念，认真落实自我检查和交接检

查的质量管理制度，保证工程施工的顺利开展。工程施工
人员要严格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将地基土方开挖施工技
术落实到位，按照土方施工的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保障
高速公路路基土方开挖工程的效率和质量。
3.2 加强开挖施工管控力度
要想更好的提升高速公路路基土方开挖的质量，还要
注重不断加强开挖施工的管控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为路
基沉降稳定以及运梁车的安全运行创建良好的条件。因此，
在高速公路路基土方开挖过程中，必须要提升其管控意识，
保证对路基顶层标高与边坡位置进行明确，通过这样的方
式，为后期公路路面施工提供有效的标准。尤其在公路路
基土方分层开挖过程中，施工人员要提前对各土方层进行
比对，从而对路基顶层标高和宽度进行有效的计算和核实。
在工程开挖完成之后，还要注重对所有的边坡来进行相应
的修补和整改，确保路基土方开挖能够有效符合工程设计
图纸的要求。另外，在施工之前要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
定期的技术培训，以此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综合素养和能
力，有效把控各个不同的质量环节，提升工程施工建设的
效率和质量。

4

结语

总而言之，路基作为高速公路工程的基础部分，路基和
路面一起承受车辆的运输压力，因此，路基施工的质量和
整个高速公路工程的施工质量和稳定性是有着直接的联系
的。在当前的高速公路公路施工中，本身路基土方开挖技
术就是当中的一个基础部分，且路基土方开挖技术本身就
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只有紧密结合工程施工现场
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土方开挖技术，才能够更好的保
障工程施工的效率和质量。也就是说，对于高速公路路基
土方开挖技术的应用，要坚持因地制宜、灵活应用的原则，
并积极引进各种新型施工技术，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推进我
国高速公路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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