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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我国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后,我国道路桥梁建设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道路与桥梁
施工过程中,基础施工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对路桥工程整体质量有显著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现阶段道
路与桥梁基础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出了施工技术要点,以此来进一步保障道路桥梁基础
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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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has strengthened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emark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field. In the process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is
a very key link,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road and bridg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and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o
further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road and bridg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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