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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一直处于高速、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推进,社会的发展对
于道路基础建设的需要日益增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道路建设不断被赋予更高的要求,这就增
加了建设中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的技术配合要求。沥青道路建设中,沥青含量的检测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建设的用料、技术、工艺不断革新,那么检测的技术也需要更上发展。基于此,本文作者主要通过集中
常见的沥青含量检测技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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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has been in a high-spe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the deepening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for the increasing
needs of road infrastructure. Under such a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road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given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which has increased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links and
depart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sphalt roads, the detection of asphalt cont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becau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s, technology, technology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so the detection technology need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mainly
through the concentration of common asphalt content detection technology f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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