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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推动了城市建设工程的发展。建筑行业作
为我国的重要行业之一,其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已成为我国经济支柱性产业之一。建筑工程的内容丰富,
包含了工程建设的诸多方面,对城市的工程建设要求细致,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较为繁琐。近些年来,我
国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使得建筑工程在选择建筑类型时以高层建筑为主,导致高层建筑在城市中随
处可见,而给排水施工技术作为建筑工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引起了建筑行业的关注和重视。鉴于此,本文
就建筑工程给排水施工技术要点做一综述,以期对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关键词] 建筑工程；给排水；施工技术；要点
中图分类号：TL353+.2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Jie Yang
Zhongji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t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pillar industries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nt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rich, including many aspect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requirements for urba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re detail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s
cumbersom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high-rise buildings are
the main choice of building types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resulting in high-rise buildings everywhere in
the cit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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