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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作为国家的重要基础建设工程,是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保证水利工
程的质量安全,质量检测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本文重点分析了无损检测技术的特点和优势,以及无损检测
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价值,并且详细介绍了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方法,以及在实际检测过程中的具
体应用,以期为相关工程建设提供思路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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