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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施工过程中,屋面防水工作是工程重点之一,屋面防水质量不佳,极易出现漏水及渗水问题,
为住户的使用环境造成严重困扰,甚至损坏工程的内部环境。而解决屋面漏水问题的方法便是科学合理
的防水工程,而建筑工程防水基础的完善,不仅能彻底提高工程质量,同时也能优化房屋的防渗防漏性
能、耐久能力与外表观感。本文主要分析了建筑工程中屋面防水工程技术的相关内容,希望能为从业人
士带来所需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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