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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化建设发展中,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是较为常见的结构形式,并在我国科技发展的推动
下成为了工程施工中较为重要的结构形式。本文就将重点分析住宅产业化全预制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
综合施工技术,希望给予从业人员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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