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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施工中经常会遇到软土地基问题,地基承载力相对较差,如果处理不到位,会给后续的
施工造成严重的困扰,同时也埋下一系列安全隐患。鉴于此,文章重点就水利工程施工中软基基础的处理
技术进行研究分析,旨在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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