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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的经济水平提高离不开城市道路与桥梁建设的支持。目前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道路与桥梁
的建设也起到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意义,不但能够决定未来城市的经济发展,更有效地改善了城市与城市
之间的交通运输环境,为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和产业发展提供了连接的桥梁。因此必须加强对城市道路
与桥梁施工的质量进行控制。笔者在本文主要围绕城市道路与桥梁施工技术展开研究,通过分析当前施
工环节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根据施工技术要点内容提出了一系列的优化改善措施,希望可以为城市的
建设发展以及国家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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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key points of urba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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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level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upport of urba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in the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s and bridges has
also played a very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t can not only determine the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ities,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between cities, and provide a bridge for the
economic ex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tween c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urba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urban roads and bridges. By analyzing som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links, a series of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main
point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oping to make cert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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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再根据搅拌的效果进行调整。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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