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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有了很大进展,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规模与数量都
获得了明显的增长,同时也对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而水利工程施工中的防渗技
术,对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此,有效保障水利工程施工中防渗技术实际应用效果尤
为重要。文章结合水利工程施工中常见渗漏问题的成因,详细分析了水利工程施工中防渗新技术的具体
应用,以期提升水利工程的防渗效果,增强水利工程的整体施工质量,有效延长水利工程的安全使用期限,
同时为水利工程防渗施工的相关研究提供部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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