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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拉贝利水利枢纽工程地质构造背景极为复杂,地震活动频繁,地震烈度高,技术公关难度大,在
勘察期做了大量的地质勘探工作和分析研究工作,总结出了在地质构造复杂,地震活动频繁,地震烈度高
等不利条件下选址、建坝可贵经验,为工程选址提供了扎实可靠的基础资料。主要难点及特点如下：①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极为复杂,活动断裂发育,地震活动频繁,地震基本烈度高,拟选坝址条件受限；②新近
系软岩高边坡的支护和防止风化的处理措施；③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强腐蚀性；④高泥沙含量。针对该
工程以上勘察难点和特点进行了大量的勘察工作和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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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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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特点及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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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86年县城搬迁了新址,针对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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