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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公路交通压力也因此而
增大。现阶段,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保
证公路交通的顺畅,公路工程中对于互通式立交公路的应用逐渐增多。基于此,本文主要讨论公路工程中
互通式立交的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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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the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are also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and the highway traffic pressure also increases accordingly.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expressway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drive domestic demand and
promote the rapi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highway
traffic,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change roads in highway engineering is gradually increasing.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design points of interchange roads in highwa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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