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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供水工程建设中,根据地形、需求、气候等因素条件,供水工程的类型有多种,不过一般被分
为集中式与分散式供水两种主要类型。并且,目前的农村供水工程大部分采用集中供水类型,这种供水形
式更方便集中管理、维护,同时经济性也更高,有利于长时间运作。目前农村供水工程主要目的是解决农
村地区用水短缺,尤其是生活用水。整个农村供水工程要求注重饮水的质量与安全,重点解决农村饮用水
问题,同时在原有供水系统上不断改革创新,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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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Mode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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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Management Station Mulei County, Xinjiang Province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supply projects,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water supply projects according
to terrain, demand, climate and other factors, and it is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main types of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And, most of the current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use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type, this form of water supply is more convenient for centralized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it is also of
higher economic and is conducive to long-term operation. At present, the main purpose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 is to solve the shortage of water in rural areas, especially the domestic water. The whole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 requir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focusing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areas. It carries 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original water supply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and takes effective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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