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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城镇居民用水需求能否得到有效满足。本文由阐述建
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概述着手,详细分析了工程施工中存在的质量通病,进而提出了防治这些通病的合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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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blems and Prevention in Constructio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Daixing Zhang
Chengdu Carbon Co.,Ltd.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roject is related to whether the water
demand of urban residents can be effectively satisfied. In this paper,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is summarized, the common quality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re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 reasonable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ure these common disease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verview; common quality problems;
preven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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