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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只有加强对给排水管网的有效管理,合理优化其配置,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用水需求。然而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导致市政给排水管网工程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市政
给排水功能的有效发挥。所以,下面就城市市政给排水管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给排水管网
优化配置与管理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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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network and
rationally optimizing its configuration can we better meet people's water demand.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me factors, some problems occurred in the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ipe network project, which affected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unction.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describes the related issues of the urban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network, and proposes effective measures for the optimal configu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network.
[Key words]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network; problem; optimized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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