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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施
工成本高、施工程序复杂,这就对水利水电施工技术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相关部门需要做好水利水电
工程技术研究工作。现阶段,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钻探技术、灌浆技术是其中的关键技术,水利水电
部门必须予以重视,提升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整体质量,文章主要针对水利水电工程钻探与灌浆技术进
行了分析,推动水利水电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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