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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桥工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可以实现不同区域有效连接,加快经济往来。在路桥工程施
工中应用钢纤维混凝土施工技术,借助新型优质符合材料可以显著提升路桥施工质量,延长路桥工程使
用寿命。但是,由于钢纤维混凝土施工技术较为复杂,各环节联系密切,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导致施工质量
下降,损坏路桥工程结构稳定性,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故此,路桥工程施工中钢纤维混凝土施
工技术应用分析,剖析其中的问题,明确其意义和优势基础上,灵活将此项技术应用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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