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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成型及其控制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市场中较为先进的加工技术之一,且
其广泛利用在各个领域之中,效果良好。另外,自动化的技术也逐渐趋于成熟,社会各界均较为重视,有关
的技术工作人员可以将材料控制技术与自动化技术进行良好的结合,能够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基础上确
保产品的质量,实现材料成型技术与自动化技术的统一协调发展。本文分析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的应用
问题,提出关于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还有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建议,旨在为相关材料成型与生产工作的良
好发展提供准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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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的发展
现状与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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