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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作为基础民生工程,在社会快速发展环境下,工程技术、工艺和材料也发生较大变
革,功能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土石方作为水利水电工程中的重要一环,其施工质量关系着整体工程质
量和后期使用安全。为此,有必要加大水利水电工程土石方施工技术的研究力度,以促使水利水电工程作
用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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