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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凝土是现代建筑工程中用量最大、用途最广的材料之一,混凝土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公路工程
的强度、刚度和耐久性。要想提高公路工程质量以及耐久性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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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rete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material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quality of
concrete directly affects the strength, rigidity and durability of highway projects.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durability of highway engineering is to improve the durability of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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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伸缩缝处深入路面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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