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3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山岭区隧道施工与水资源保护技术探讨
郭岩
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DOI:10.12238/eep.v3i8.963
[摘 要] 结合山岭区自然环境特征和高速公路隧道施工的特点,从水资源保护角度分析了山岭区隧道
施工中存在的主要水环境问题及其产生机理,认为隧道施工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是隧道施工对地下水
的影响和隧道排水对地表受纳水体的影响。参考国内外高速公路隧道施工发展中水资源保护技术及工
作经验,探讨了山岭区高速公路隧道施工发展中水资源保护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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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unnel Construc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Technology in Shanl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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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 are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way tunnel construction, the main water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their production mechanism in tunnel
construction in mountain area are analyz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unnel construction on groundwater and tunnel drainage on surface receiving water. With
reference to the technology and working experience of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in expressway tunnel
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technical measures of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in expressway tunnel
construction in mountain area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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