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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使都市化的发展越来越迅速,道路的现代化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如今,
个别建筑工程质量堪忧使建筑工程质量出现不确定性,政府和人民也越发关注在建筑行业施工的工程
质量,尤其是道路桥梁。同时,为加强道路桥梁的安全性、稳固性,相关行业的技术人员在原来的基础上
发现了钢纤维混凝土技术,这也就使道路桥梁的安全性、稳固性得到了保障,继而保证了人们出行时车辆
和乘坐人员的人身安全,也为未来道路桥梁更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本文对钢纤维混凝土
技术在道路桥梁施工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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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rapid,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roads has also facilitated people's lives. Nowadays, the quality of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worrying, making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uncertain,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re also There is a growing focus on the quality of works constru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specially roads and bridge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roads and bridges, technicians in related industries discovered steel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which also ensured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roads and bridges, and then
ensured people The personal safety of vehicles and passengers during travel also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road bridge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steel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technology i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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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混凝土,桥梁墩台的加固一般采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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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钢纤维,不仅强度和厚度符合要求,同

有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来提升自身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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