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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出和我国实力的增强,再加上人们对绿色观念的认识越来越多,人们
对环境保护也越来越关注。因此在基于绿色观念的公路桥梁施工技术也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绿色观
念的具体实施公路桥梁施工技术仍然是属于刚开始的发展阶段,还是存在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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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strength of China, coupled with the growing
awareness of the green concept,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green
concept. However,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een concept of highway brid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stil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o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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