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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公路工程建设的快速发展,加速了我国整个经济建设发展进程,极大地提高了国人出行的
水平和质量。近年来,我国交通工程建设行业发展迅速,对交通运输业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同时,人
们对公路工程中的路面平整、路面压实等施工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施工的各
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把关,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应充分注意公路工程的加固。如果公路工程的压实度
不达标,可能会降低公路的使用寿命。施工人员应探索和改进施工技术,以提高公路稳定性和耐久性,并
促进交通工程路基路面压实工程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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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whol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greatly improved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Chinese people's travel. In recent years, China's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which ha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helping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pavement leveling and pavement compaction
in highway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consumers, all links of construction need to be strictly
controlled to maximize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ful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einforcemen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If the compaction of highway engineering does not meet the standard, the service life of highway
may be reduced. Constructors should explore and improv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highway
stability and durabil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ubgrade and pavement compa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of traff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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