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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PCCP管道全称是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道,属于现代出现的新型刚性管材,在抗拉性、密封性和
耐腐蚀性上都有着很优秀的表现,在实际应用中,也具有对内压和外部荷载强大的承受能力,PCCP管道
如今已经开始逐渐的应用到了水利工程的建设当中,本文将对大口径的PCCP管道进行综合阐述,介绍大
口径PCCP管道在水利供水工程当中的应用,使其能够逐渐推广应用,服务于水利供水工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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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的清洁和平整。在大口径PCCP管道
的装卸过程中,管道的旋转半径内不能
够站人,但是管道的内部和上部需要有
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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