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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水闸是重要的结构之一,其所起到的作用极为关键。在水利水电事业日益
发展的当下,水闸的设计方法不断创新,促进了水利水电工程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基于此,本
文将对水闸及其结构组成进行分析,并对水闸设计时应注意的要点问题进行阐述,希望可提升水利水电
工程中的水闸施工效果,确保工程价值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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