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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市政桥梁工程项目越来越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预应力施工技术在市政桥梁施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直接影响市政桥梁的整体
质量。预应力最明显的特点是操作简单、效率高、整体性好。因此,可以有效提高市政路桥施工技术的
稳定性,使其长期稳定发展。本文着重分析了市政桥梁施工中的预应力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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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economic level,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municipal
bridge projects, which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tress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unicipal bridge construction, which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municipal bridges. The most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prestress are simple
operation, high efficiency and good integrity. Therefore,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ke it develop stably for a long tim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prestress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municipal brid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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