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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中,常见路基强度弱、承载力差等问题,本文提出双液注浆法实施路基加固,
并结合实际改扩建工程经验,从注浆设备、材料、工艺等多方面,论述水泥-水玻璃双液注浆材料在高速
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的加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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