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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层建筑的出现对土木工程施工要求逐渐增多,为保证高层建筑质量,加强对土木工程的把控,
优化桩基础施工尤为必要。本文重点对土木工程高层建筑桩基施工要点加以分析和探讨,希望以此改进
高层建筑施工质量,实现城市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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