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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引水隧洞开挖由于洞距离较长,而且隧洞埋深大同小异,开挖隧洞穿越复杂多变地质条
件,不能确保其施工安全、质量。引水隧洞施工作业中遇不良地段,面临不良地质条件影响时,必须要采取相
应的措施进行妥善的处理。本文结合某隧洞案例就引水隧洞施工中的不良地质段处理要点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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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ong distance between the holes and the similar buried depths of the tunnels, the
excavation of water diversion tunnel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asses through complex and changeable
geological conditions, which can not ensure its construction safety and quality. W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version tunnel encounters unfavorable areas and the faces impact of unfavorable geological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deal with it proper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points of dealing
with unfavorable geological se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version tunnels based on a tunne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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