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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水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水资源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水资源无法直接利用,需要经过自来水厂的加工才可以供人们使用。本文主要从自来
水厂工艺和水质管理方面进行研究,确保水质达到安全标准,同时对原水水质进行严格管理,满足人们日
常饮水的实际需求。对自来水进行处理时,需要对水质、工艺等进行监控,做好科学管理和控制,进而优
化自来水厂工艺,同时对水质进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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