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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不断增加,施工导流作为项目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在整
个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选择一个好的导流方案能提高工程的质量、安全和效率。但在具体
进行施工过程中,由于受到水文、地质、现场环境、建筑物形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就会存在一系列问题。
所以,选择合适的导流施工技术,能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提升工程的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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