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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道路桥梁沉降段施工处理技术研究主要从沉降段施工处理必要性、沉降段出现的原因及
沉降段施工处理技术应用形式等三方面进行了研究。希望在本文的研究帮助下,能够为道路桥梁沉降段
施工处理技术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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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the road and bridge settlement section
mainly includes the necessity, reason and application form of the settlement section. It is hoped that with the
help of this study,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road and
bridge settlemen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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