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道路与桥梁工程检测技术探究
赖红智
诸暨垠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5i2.3928
[摘 要] 道路与桥梁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为了符合现阶段
社会发展与人们出行的需求,我国道路桥梁建设处于飞速发展时期。然而大量的工程项目与过快的建设
速度导致其质量问题频发,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道路桥梁的安全性与使用寿命。建设单位和相关管理部
门应加强道路桥梁工程的检验,提高工程检验的技术水平,最终提高工程质量。本文主要针对道路桥梁检
测技术的发展现状以及优化措施提出分析,以期为今后道路桥梁检测工作提供理论基础,从而确保道路
桥梁工程的整体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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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s and bridges is the basic ele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travel at this stage, my country's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is in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excessive construction speed lead to frequent quality
problems. Therefore,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afety and service life of road bridges. The construction
unit and relevant manageme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spection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improv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engineering inspection, and ultimat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road and bridge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oad and bridge detection work in the future, so as to
ensur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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