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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工程建设项目也在增加。其中,市政道路桥梁事业是市政
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在建设现场容易受到各类病害的影响,不能保证市政道路桥梁工程的质量,不仅影
响安全旅游,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建设市政道路桥梁时,为了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市政道路桥梁的建设质量,必须采用有效的施工处理技术。本文分析了市政道路桥梁工程的
施工特性、市政道路桥梁工程的主要病害及其施工处理技术,以构建高品质的市政道路桥梁工程为目标,
确保城市建设可持续稳定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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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cale of urban construction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and urba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also increasing. Among them, the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busine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vulnerable to various diseases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It can not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 safety of tourism, but
also has a certain advers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nomy.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roads and bridges, in order to eliminate safety hazards and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municipal roads and bridges, effective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must be adopt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the main diseases of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and its construc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order to build high-quality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as the goal,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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