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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高层建筑的建设越来越多,越来越快。高层建筑工程中消防给水系统的设
计,起到确保居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重要作用。消防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给水系统的构建,给水系
统的构建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高层消防给水设计时不仅要满足规范要求,而且还要考虑到实际应
用中的可行性,经济性,最重要是安全可靠,基于此,文章关于高层建筑消防给水设计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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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层建筑当中的消防给水系
统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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