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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目前的建筑工程中,大体积混凝土的应用十分广泛,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工程建设的使
用性能。使用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需要满足比较严格的要求,这样才可以保障施工顺利平稳的进行和
完成。因此针对大体积混凝土结构在民用建筑中常见的施工技术和管理分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此,文章结合实例针对建筑工程大体积混凝土施工问题及技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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