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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预制混凝土叠合板被广泛应用于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和混凝土装配式建筑工程
项目中。预制混凝土叠合板的质量决定了整个建筑物的质量安全水平。对此,本文简要介绍了预制混凝
土叠合板的设计要点,以及其制作流程中的关键工序,并概括预制混凝土叠合板的现场安装流程,旨在为
业内人士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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