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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的建设直接影响我县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是我县重要的建设工程。随着社会经
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水利工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就要不断的加强施工管理,提
高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水平,以此来提高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本文对新时期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提出几点
思考,以此希望能对新时期水利工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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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GPS技术的应用
对于水利工程来说,在实际的施工
过程中可以引进GPS定位技术,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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