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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建筑工程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钻孔灌注桩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也得以广泛应用,
其可有效加强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钻孔灌注桩技术也成为建筑工程施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就将分析钻孔灌注桩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具体应用,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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