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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凝土裂缝的出现可以说在公路工程建设当中是非常多见的,裂缝的产生可以说对公路工程
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会给公路工程的施工造成很大的阻碍。为此,混凝土裂缝必须要给予高度的
重视。接下来,本文对公路工程施工中的混凝土裂缝成因进行分析,同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望能够具
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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