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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桥梁数量的增加,我国市政桥梁建设项目的质量控制工作、桥梁使用问题也逐步暴露,部分
桥梁出现较为严重的病害问题,严重影响桥梁使用安全,增加居民日常活动中的生命危险,对其周围市政
设施、城市建设环境也有较大的损害。市政桥梁病害的处理,主要针对病害发生的原因进行研究,通过系
统的加固设计与施工,对桥梁病害进行处理,以此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但不同类型的桥梁病害所需要的
加固技术也存在较大差异,需通过更加专业的加固设计,改善加固技术的应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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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bridges in our country, the quality control work of municipal
bridg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he problems of bridge use are gradually exposed. Some bridges have serious
disease problems, 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 safety of bridge use, increase the life risk of residents in their daily
activities,and cause great damage to the surrounding municipal facilities and urban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The treatment of municipal bridge diseas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causes of diseases.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inforcement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he bridge diseases are treated, so as to prolong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bridge. But there are also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bridge diseases,
the application quality of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sh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more professional
reinforceme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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