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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各类建筑物的建设过程中,给排水管道的建设是保证建筑物内居民可以正常生产生活的基
础,因此,在建筑物及排水管道的施工过程中,要进行合理的规划,要确保建筑物内每一户居民都能够进行
合理的用水,但是通过相关调查发现,在我国建筑工程排水管道的施工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也并
没有把握住其中的施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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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buildings,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es is the
basis for ensuring the normal production and life of residents in the building.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and drainage pipelines, reasonable plan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and reasonable water consumption
should be ensured for every household in the building. However, the relevant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rainage pipes in China, and the key points of construction are not
gras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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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来把控管道的直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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