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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消防给排水设计是建筑整体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建筑消防给排水设计
可以有效提升建筑的安全系数,从而为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利保障。本次将对建筑消给排水设计
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建筑消防给排水设计工作提供有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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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fire-fighting and drainage desig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design of the build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building fire-fighting and drainage desig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afety factor of
the building, thus providing a favorable guarantee for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ommon problems of the building fire-fighting and drainage design,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ill b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a favorable reference for the building fire-fighting and drainage desig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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