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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国内的建筑给排水行业也随着国家的发展不断进步。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设计理念
的引入,促进了给排水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既满足了城市建筑居民用水需求,又保证了给排水质量。在
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鉴于地球上水资源日益紧缺,给排水行业提出要坚持“节水”原则,在满足用户需求
的同时,减少水资源浪费,下面就建筑给排水工程所采用的节水节能技术进行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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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domestic constructio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industry is also progress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new technologies, new materials and new design
concepts has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industry, which
not only meets the water demand of urban construction residents, but also ensures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quality. Under such a macro background,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on earth,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industry proposes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water saving" and reduce the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 while meeting the needs of users. The following i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water-saving and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used in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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