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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公路工程施工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冬季施工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
当前的形势下,加强对公路工程冬季施工技术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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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for winter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ighway engineering
Yu Yan
Comprehensive Guarantee Center of Transportation Bureau in Xing'an League,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highway engineering,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winter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refore,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winter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ighwa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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