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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输水隧洞施工中的关键问题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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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长距离的输水隧道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中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地
势、工艺等因素的影响,从而给工程带来一定的难度。建设输水隧洞所需材料要求比较特殊,要采用一种
特定要求的混凝土,而且还要把握好混凝土的耐久性。无论是从建设环境还是建设材料来讲,建设长距离
的输水隧洞都有一定的难度。本文重点探讨长距离输水隧洞施工中的关键问题及应对措施,旨在分析水
利工程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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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定的困难。
1.3钢筋的硬度低
在进行长距离的输水隧道的建设中,
水利工程中大多采用9厘米和12厘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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