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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信管道是服务于高速公路监控、收费、通信干线光缆、光缆、楼宇光缆和供配电照明设施
的辅助系统。它是通信系统的基础设施。公路交通管道工程是公路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和
施工质量对保证公路建成通车后的交通畅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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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pipeline is an auxiliary system that serves highway monitoring, toll collection,
communication trunk optical cables, optical cables, building optical cables, and pow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lighting facilities. It is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Highway traffic pipeline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it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sure smooth traffic flow after the highway is completed and opened to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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