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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和人民也越来越重视农村的饮水安全问题,对于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的建设也在不断地扩大。农村饮水安全管道的铺设在整个供水工程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
对于整个农村供水工程的建设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本文针对农村饮水安全管道铺设的线路进行了分
析和阐述,希望为整个农村供水工程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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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U-PVC 管和 PE 管比较结果表

比较
方案

优点

缺点

PVC
管材

抗腐蚀能力比较强,容易连接,价
格低廉,材质比较坚硬,管材整条
重量较轻,易于安装。

不适用于热水的输送,对于接口
处的粘合技术要求较高,固化需
要的时间比较长。

管径

管材价格
(元/m)

DN160

35.46

DN110

18.05

DN90

15.64

照下表(表2)确定对于供水工程所用的管

DN160

75.26

径比较小,其供水规模大概在50-500m /d

DN110

35.62

DN90

29.38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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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的供水工程时变化系数可以参
3

PE 管
材

材质轻,管道强度较好,具备较强
的耐温度性能,韧性和抗扰性都比
较好。

表 2
3

对热熔连接的技术要求较高,熔
接过程中需要电力支持,机械连
接件的价格较高。

左右的情况可以参照表3确定全日供水
工程的时变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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