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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工隧洞衬砌混凝土裂缝问题是作业人员最为头疼的问题,因为水工隧洞自身结构特点,引起
混凝土裂缝的因素有很多,如果不能做到科学分析和把控,很容易增大裂缝尺寸,降低水工隧洞衬砌质量,
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增加施工风险系数。本文将重点对水工隧洞衬砌混凝土裂缝成因展开分析,并结合自
身经验给出合理的管控措施,以提高作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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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 analysis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of lining concrete cracks in hydraulic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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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concrete cracks in hydraulic tunnel lining is the most troublesome problem for
operators. Because of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ydraulic tunnel, there are many factors causing concrete
cracks. If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control can not be achieved, it is easy to increase the crack size, reduce the
quality of hydraulic tunnel lining, br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risk coefficien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concrete cracks in hydraulic tunnel lining, and give reasonable
control measures combined with their own experience,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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