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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得高层建筑工程项目日益增多,并且给排水系统对于高层建筑
物的可靠运行非常关键。如果给排水系统出现问题,不仅会导致高层建筑出现停水情况,并且其故障排查
也非常困难,而且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造成严重影响。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高层建筑给排水施工技术进
行相关分析,研究结果仅供相关人士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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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key points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igh-ris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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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number of high-rise building project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reliable operation of high-rise
buildings. If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it will not only lead to water cut-off
in high-rise buildings, but also make troubleshooting very difficult, which will also seriously affect people's daily
lif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igh-rise buildings,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only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relate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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