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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获得了发展的新契机,因此,越来越多的商品不再
仅仅是销往本地,同时也对其他城市或者其他省市进行销售。这样的一种现象为高速公路提供了发展的
基础,然而,高速公路与我们常见的公路又有很大不同,当日常的养护不到位时会对正在行驶的车辆造成
很大的危害,甚至会直接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基于此,笔者将对高速公路中的养护施工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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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more and more industries have obtain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and more and more goods are no longer just sold to the local, but also to other
cities or provinces and cities to sell. This phenomenon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ways.
However, highway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ur common road. Inadequate daily maintenance will cause great
harm to the driving vehicles, and even directly endanger people’s life safety.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the maintenance construction of express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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