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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城市化建设速度加快。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的作用
与价值十分突显,其也关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若想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则
需优化工程管理,规范施工作业。本文就将重点分析给排水管道施工技术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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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ccelerat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ole and value of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eline project construction are very prominent,
which is related to people's daily life. If you want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oject
quality and speed up the project progress,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tandardize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technical measures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elin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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