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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要点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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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典型高速公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实例,阐述、分析了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工作中,如何把握工作重点、为项目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针对性较强的防治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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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the Main Points of Geological Hazard Risk Assessment of
Expressway
Yongping Zhu
Yunnan Provincial Bureau of Nonferrous Geology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a typical example of geological hazard risk assessment of expressway, expounds
and analyzes how to grasp the key points in the geological hazard risk assessment of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rovides targeted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eological
hazards of the project.
[Key words] geological hazard; expressway;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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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意义的处置措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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