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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改进和发展趋势 

刘卫东 

广西诚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防城港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建筑行业正在不断进步，呈现出了一片大好的发展趋势。在

建筑工程中，给排水工程异常重要，给排水工程质量的好与坏能够直接影响居民的居住体验，所以，需要

对给排水工程加以重视，在充分了解给排水工程实际情况的前提下，严格按照规定标准进行给排水工程的

设计，使给排水工程的质量能够得到进一步提高，进而推动我国建筑行业良好的发展脚步。本文将针对建

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和分析，阐述出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改进策略，希望

能为我国给排水工程的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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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my country's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showing a great development trend.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work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The quality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works can directly affect residents’ living experie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and strictly underst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The desig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ro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scribed standards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rojects, 
thereby promoting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article will study and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and 
elaborate the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hoping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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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如今，由于我国整体的发展过快，社会人民

群众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升，对于给排水工程的

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需要加强对给排水

工程施工的控制和管理，改进给排水工程的施工技

术，以此来为我国建筑给排水工程的发展进行保障。

从目前看来，因给排水工程的影响过大，在建筑工

程在进行施工时应当结合给排水工程的特质来对可

能造成影响的多方因素进行充分考虑，保证给排水

工程的质量，从而促进建筑给排水工程的良好发展。 
1 给排水工程施工常见的问题 
从目前看来，虽然我国建筑行业正在不断进步，

但建筑给排水工程在进行施工时还是会出现许多不

足，主要包括对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重视程

度不足、没有完善的施工计划、建筑给排水工程没

有足够的监管力度都是阻碍建筑给排水工程顺利实

施的问题。 
2.1 对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重视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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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给排水工程作为建筑工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但

由于多数的建筑企业在进行施工时常常会对建筑工

程的施工进度加以重视，而对于建筑给排水工程的

施工技术没有足够的重视，致使建筑工程出现漏洞，

对建筑工程的质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建筑工

程不能按照规定期限完工而出现工期延误的情况
[1]。 

2.2 缺乏完善的施工计划 
在建筑给排水工程中，施工计划非常重要，如

果在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前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施工

计划，就会大幅增加建筑给排水工程的造价，而且

无法保证建筑给排水工程的质量，极有可能在建筑

给排水工程中埋下安全隐患，从而为建筑企业带来

巨大的损失。 
2.3 没有足够的监管力度 
从实际情况看来，建筑工程在进行施工时，相

关部门会配置监管人员来负责建筑工程的监管工

作，但因当前建筑工程的规模较大，监管工作无法

落实到建筑工程的各项工作之中，而且由于监管人

员的专业能力不足，不能找寻并解决建筑工程中存

在的问题，这种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对于建筑给排

水工程的施工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2 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改进策略 
2.1 完善工程监督体系 
为使建筑给排水工程在施工时能够得到制约，

需要完善建筑给排水工程的监督体系，以免因监管

工作的不足而对建筑给排水工程的质量造成影响。

从实际情况来讲，完善建筑给排水工程的监督体系

能够对工程质量进行充分保证，但如果建筑给排水

工程没有得到合理的制约，就会频繁出现多方面的

问题，施工技术也无法呈现出应有的效果[2]。因此，

需要根据建筑给排水工程各项工作的特点来对监督

体系进行完善，确保完善的监督体系能够对建筑给

排水工程发挥出较好的制约效果，从而保证建筑给

排水工程的质量。 
2.2 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 
建筑给排水工程在进行施工时，技术人员的专

业水平和综合素养会直接对工程的施工孩子来能够

形成影响，如果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不足，就会在

建筑给排水工程中埋下安全隐患。所以，需要组织

技术人员定期进行学习和培训，规范技术人员的施

工操作，提升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以此来对建筑

给排水工程的施工质量进行充分保证。 
2.3 科学制定施工规划 
在对建筑给排水工程制定施工规划时，应当对

施工现场的情况进行充分了解，确定施工顺序，为

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的实施打下基础。建筑给

排水工程在施工时，需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如果检

查出前期的施工工作存在缺陷时，就需延误后续的

施工工作，然后对前期施工工作中存在的缺陷进行

处理，进而展开后续的施工工作。 
2.4 制定给排水设备调试试运行方案 
在对系统性能进行检测时，应当制定出给排水

设备调试和试运行的方案，以免在设备运行时出现

错误操作，杜绝建筑给排水工程中安全事故的产生。

除此之外，制定给排水设备调试和试运行方案能够

帮助发现给排水设备中的问题，从而对多方因素进

行充分考虑，确保给排水设备能够发挥出自身应有

的效果[3]。 
2.5 做好管道施工预埋 
在建筑给排水工程中，管道预埋施工具有较大

的工作量，需要合理规划管道预埋施工，使管道预

埋施工能够呈现出应有的效果。因多数管道和线路

在地下和楼板之内，需要充分了解外界因素可能造

成的影响，完全杜绝管道和线路泄漏现象的出现。

为做好管道预埋施工，需要从以下四点实施。第一，

做好技术交底工作，组织相关人员对图纸进行探讨，

在充分了解图纸的情况下制定出完善的施工技术方

案。第二，土建队伍应当和安装队伍进行密切的配

合，在进行砼浇捣时确保没有遗漏之处。第三，需

要先对墙柱进行测量，在了解墙柱的尺寸后，对管

道预埋的位置进行确定，并将预埋位置在模板之上

进行标注。第四，需要做好预埋件的密封工作及固

定工作，以免出现在进行浇捣的过程中混凝土流进

预埋件之中。 
3 给排水工程的发展趋势 
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管道材料还有进一步

的进步空间，而热熔塑料作为当前管道和管路的主

要材料，相比于铸铁管路和碳钢，热熔塑料的安装

更加方便快捷，后期也更加容易维护，通常情况下

不会出现损坏的情况，具有较好的抗腐蚀性，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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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热熔塑料的管路和管道在遇热时会膨胀，遇冷时

会收缩，未来需要针对塑料材质的管路和管道遇热

遇冷产生的膨胀和收缩现象进行研究，进而研发出

全新的管道和管路材料[4-10]。除此之外，为将符合规

定标准的用水提供给社会人民群众、消防单位以及

生产企业，需要加强中水系统设计的推广，尽快开

发出新型的技术和产品，以此来有效降低处理中水

的成本。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给排水工程为社会的发展和人

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需要

进一步提高建筑给排水工程的质量，构建出给水系

统和排水系统，以此来对居民的日常生活进行充分

保证。因此，建筑给排水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应当对

施工技术的操作进行严格规范，并对建筑工程的实

际情况进行充分了解，以便改良给排水工程的建设，

使建筑给排水工程的施工效果能够得到进一步提

升，保证建筑给排水工程质量的同时促进我国建筑

给排水行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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