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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交通工程建设的持续发展以及桥梁工程的数量不断增长,使得人们日常出行日益变得
便利。但是不少桥梁工程都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存在着技术含量和最大承载量不足的问题,无法满
足当前桥梁工程的负载需求,受车辆荷载和自然因素的双重影响,桥梁结构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损坏,成为
“危桥”,因此需要有关部门切实做好加固工作,以保障桥梁的稳定安全运行。基于此,本文就桥梁项目
工程中的危桥加固施工与维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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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raff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bridge engineering, people's daily travel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However, many bridge projects
were built around the 1980s, and there ar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technical content and maximum bearing
capacity, which can not meet the load demand of current bridge projects. Affected by the dual effects of vehicle
load and natural factors, the bridge structure will be damag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become a "dangerous
bridge". Therefore,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do a good job in strengthen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able
and safe operation of the bridg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inforcement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dangerous bridge in bridg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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