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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速公路路面施工需要应用沥青混合料,而沥青路面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结构形式。在高速公
路工程施工过程中,如果沥青混合料的质量达不到施工要求,会降低高速公路的施工质量。为了提高沥青
混合料的质量,在实际施工前,检验人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和检验工作,及时淘汰不合格的沥青混合
料原材料,不断提高工程的整体施工质量,延长高速公路的使用寿命。本文对高速公路工程中沥青混合料
的试验检测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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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st and Inspection of Asphalt Mixture in Expressway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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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way pavement construction requires the applicationof asphalt mixture, and asphalt pavement is
also a very commonstructural form. In the process of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if thequality of asphalt mixture
can not meet the constructionrequirement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expressway will bereduc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sphalt mixture, beforeactual construction, inspectors need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test and
inspection to eliminate unqualified asphalt mixture rawmaterials in time,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quality of the project and exten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expresswa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st and
inspection of asphalt mixturein expresswa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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