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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想确保水利工程的质量,便需要做好水利工程施工作业。但是,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
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混凝土裂缝,既无法保证水利工程的正常使用,也容易带来一些安全隐患,使
得周边居民的生命安全及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基于这一情况,需要做好水利工程施工中混凝土裂缝的防
治工作,尽可能降低混凝土裂缝的发生率,将混凝土裂缝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因此,本文主要针
对水利工程施工中混凝土裂缝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水利工程施工中混凝土裂缝的防治技
术,希望能为相关人员提供一些有效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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