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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水利工程的支持。水利工程是我国基本设施,而农田灌
溉防渗渠道的建设在我国农业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田水利工程的渠道防渗功效的发挥能够
影响工程的日常寿命和工程质量,因为水利工程渠道应用设备的复杂性,加上绝大部分的渠道设计的日
常寿命都较长,所以在其施工过程中务必要做好渠道防渗手段。本文就农田水利工程中防渗渠道施工技
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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