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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水利工程建设数量的增多、规模的增大,面临的复杂地质环境也在增加,水利工程存在的渗
漏问题日益明显。复合土工膜作为重要的防渗结构施工模式,将其应用于水利工程建设中,可降低渗漏问
题带来的影响,改善水利工程建设水平。本文就将对水工防渗复合土工膜施工技术及其质量控制进行详
细阐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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