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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公路工程项目建设中,沥青路面的施工是关键技术,它不仅可以保证路面的平整度,还可以减
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在公路工程沥青路面施工过程中,需要相关部门分析存在的问题,注意施工技
术和质量控制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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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way proj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asphalt pavement is a key technology. It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smoothness of the road surface, but als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traffic accident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asphalt pavement construction in highway engineering,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key point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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