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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路工程的施工质量对于公路的运行情况以及使用寿命有着重要影响。而施工所使用的原材
料的质量对于公路整体施工质量更是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的提高公路质量就要加强施
工过程中对原材料的质量控制。原材料检测技术的应用可以对原材料质量进行严格的把控,从而使原材
料质量能够与施工相符。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公路原材料检测技术及质量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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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ighway Raw Material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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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highway engineering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operation and
service life, while the quality of raw materials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has the most direct impact o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highway.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highwa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raw material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of raw material
detection technology can strictly control the quality of raw materials, so that the quality of raw materials can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highway raw material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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