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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经济发展中,水利工程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其可全面推动经济的建设与发展,社会对水
利工程的要求也有所提升。如今,部分水利工程建设中需要在地形较为复杂的环境中开展,施工难度较大,
容易出现较多的问题。本文就将主要分析水利施工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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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孔洞。在完成钢筋笼下放施工时,做好
固定工作,防止发生上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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