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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越演越烈,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多渠道节水已经迫在眉
睫。着重介绍了国内外分质供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当前常见的中水回用和管道直饮水两种分质供水模
式在我国应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和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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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water
resources is becoming a serious emergency, so it is urgent to protect water resources and save water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dual water supply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wo kinds of water supply modes, namely reuse of reclaimed
water and piping drinking water,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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