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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国家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在我国的运输体系中,公路运输体系
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角色。隧道是公路建设中十分常见的构筑物,可以很好的解决不易通行地区的交通
问题,因此有些地区公路隧道施工的地质条件十分复杂,为了保证施工进度能够顺利进行和施工人员的
人身安全,本文主要对复杂地质条件下公路隧道建设安全保障技术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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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y, th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is
constantly improved.In China's transport system, the highway transport system has always been a very important
role.Tunnel is a very common structure in highway construction, can well solve the traffic problem of not easy
to pass, so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highway tunnel construction in some areas are very complex, in order to
ensure smooth construction progress and personal safety of construction personnel, this paper mainly on the
analysis of highway tunnel construction safety technology under complex geolog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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