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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凝土是建筑结构的主要成分,其施工质量直接影响建筑的质量与安全,为此,在应做好混凝
土检查工作。本文围绕混凝土检查技术展开讨论,首先对建筑工程混凝土检查技术的应用意义进行讨论,
之后针对其常用检查方式进行阐述,最后给出提升检查效果的有效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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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要加大对混凝土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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