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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在某房建工程中,常出现业主收房后反映水表出现自转或水压不稳、偏小现象。在业主不用
水的情况下也产生了水费,这对业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经各方资料查证及现场维修实例,总结出引起水
表自转原因或水压不稳、偏小原因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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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n the Problem of Rotation of Water Meter and Small Household Water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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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house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owner after receiving the house reflects the water meter rotation
or unstable and small water pressure. Water charges were also produced when the owner did not use the water,
which caused a certain trouble to the owner. After the data verification and site maintenance examples, the
reasons and solutions of water meter rotation or unstable and small water pressure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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