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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居住小区室外给水管网的科学合理设计是保证居民生活质量的基础工程,其设计具有很强的
专业性与复杂性,因此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探讨室外给水管网设计的基本原则与现存的一些问题
是十分必要的。在给水管网设计时需要把功能、安全作为基础,把经济、节能作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
不断优化城市给水管网的建设,使水资源得到充分地利用。本文主要阐述了城市居住小区室外给水管道
的设计思路与要点,为确保居民用水和资源节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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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sign of Outdoor Water Supply Network in Residentia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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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esign of the outdoor water supply network in residential quarters is a
basic project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Its design is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complex, so it is
susceptible to various factors.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utdoor water supply network
design and some existing problems. When designing water supply network,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function and
safety as the foundation, and take economy and energy saving as the goal.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water supply networks and make full use of water resources. This article
mainly describes the design ideas and key points of outdoor water supply pipelines in urban residential quarter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to ensure residents' water consumption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Keywords] urban water use; water supply network; design concept; optimiz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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