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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安装工程电气施工关键工序控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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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发展迅速，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推进，人们对于建筑质量要求和生活居住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提高建筑
质量，就需要不断提升施工技术与质量标准，加强施工管理与监督工作。在建筑工程中，电气工程是重要一环，对于未来居
民入住和日常生活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必须做好电气工程的相关工作。文章以机电安装工程为例，通过介绍施工相关技术，
同时对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对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共同促进机电安装工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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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s constantly advancing and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quality and living environment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In order to improve construction quality, we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sidents' living and daily
life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we must do a good job in the related work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aking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an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construction related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common
problem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 and jointly promot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Keywords: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electrical construction; key process; control management

引言
当前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的情况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机电安装工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机电安装工程中，
施工具有重要意义，重视关键施工工序的控制与管理，能够大大提高施工效率与品质，同时减少安全问题与后续问题
的产生情况，降低因机电安装产生的施工质量问题对于机电安装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电气施工关键工序控
制管理方面入手，深刻剖析，从而实现机电安装工程的风险控制。

1 机电安装工程的施工技术特点
机电设备安装是确保机电设备正常运作的基本工作，在建设工程施工各个过程中都十分常见，对建设工程具有重
要意义。机电工程是建设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分布十分广泛，因此机电安装工程和施工工序的重要性也不言
而喻。在楼宇建筑中的机电设备常见的有新风系统、消防设备、水电管线等，这些都涉及机电设备运行和使用，机电
设备的分布和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由于机电设备分布和使用广泛，机电安装就需要配备更加专业的安装人员与维修人
员，才能够保证整个建筑工程的正常运转。当前机电设备更新换代频繁，技术更新日新月异，需要专业施工人员与企
业积极对外交流，学习和更新机电设备安装与操控的知识，定期组织学习，才能够确保机电安装工程的顺利进行和专
业管理。重视机电安装工程的技术管理工作，不仅能够增强施工技术水平，还能够为机电设备后续维修提供更加优质
的售后服务，突出机电安装工程的重要性，为居民的生活品质增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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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电安装工程电气施工关键工序控制与管理探讨
2.1 交流电机节能施工管控
通过分析交流电机的功能与基本状况，分析机电安装工程中交流电机相关施工，将两者相互联系起来综合分析，
才能够提升技能施工的效果，同时避免和减少事故发生，促进交流电机节能施工的科学管控。第一，变频调速技术。
为了提高部分使用交流变频调速装置的电气设备的使用情况，通过变频调速技术能够为设备高效运行提供基础；第二，
加强施工分析。在交流电气施工中，要充分贯彻节能施工理念，对施工的科学管理不断深化和改革，优化自身施工人
员自身专业素养，加强施工交流与分析，不断促进机电安装施工管理工作的科学发展。
2.2 机电安装工程预留洞的施工控制
现代化进程不断加深，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随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机电
设备，因此需要科学合理的增强机电安装工程的管理能力。由于机电设备不同，相应的管线施工与孔洞预留要求也不
同，就需要提前对施工进行管理与安排。特别需要注意机电设备管线孔洞的大小、位置与高度等问题，必须根据原定
设计与实际情况综合进行施工，提高施工与设计的准确性。施工设计的预留孔洞影响到未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与投入
使用，同时也影响机电设备位置摆放和整体美观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施工中严格校对设计与实际情况的符合情况，必
须保证两者无误后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进行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对施工进程与设计图纸进行校对，确保施工进行符合
设计图纸原定要求，一旦出现问题，立即核对，通过专业人员勘察并对问题及时进行处理，确保施工顺利完成。
2.3 机电安装工程管线铺设的控制
机电安装工程中情况复杂，管线铺设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在一些电气路线设计图中，有些设计是无法实现的，
在施工过程中一旦没有根据机电安装实际情况结合分析，就会导致管线铺设与机电安装出现问题从而无法顺利进行作
业。除此之外，在管线铺设施工中还需要特别注意无压流管道的布线相关工作，尤其道路甩口、管道通风和大管道路
线等问题。在底板构造的相关施工作业中，必须做好土建预留预埋工作，确保施工工序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确保施工
内容与设计图纸和实际安装情况匹配，在实际施工中主要有线槽、线盒预留预埋、桥架穿越楼板预埋、剪力墙孔洞预
埋等等。在管线铺设中，也要对管线材质根据相关标准进行严格选择，常见的材质主要有塑料管与金属管，其中镀锌
电线管需要用到特殊工艺进行施工，通过丝扣实施连接，在管线铺设的具体施工中，要根据相关行业标准采用不同的
施工技术与施工用材，合理利用资源，降低能源材料消耗。
2.4 电气安装与土建施工的相互协调
高层建筑与超高层建筑的机电安装施工通常需要与土建施工方进行沟通交流，需要双方互相配合检查，确保各方
单位都符合要求，尤其机电安装工程的电气施工单位，通过检查才能确保建设工程的顺利开展，由于相关单位涉及较
多，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划分管理，通过规划将各部分施工环节安排相应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检测和检查施工作业的
进行，保证施工管理的高效。机电安装工程需要与土建施工单位互相积极配合，一旦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将会导致建
设工程沟通交流不畅，甚至引起建设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导致整体施工管理工作难以进行，从而导致建设项目无法顺
利进行，机电安装工程与土建单位不协调，不仅会影响整个工程建设项目的品质，同时也会对双方声誉产生恶劣影响，
因此在管理方面需要积极沟通与交流，协调管理工作从而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3 提升机电安装工程电气施工关键工序控制与管理水平的策略
3.1 完善控制与管理机制
机电设备能否高效正常运作受到众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施工情况十分重要，施工技术选择、施工用材与施工工艺
对机电设备的工作性能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能够提高机电设备正常运转，需要进一步对机电安装工程与施工进行管理，
提高相关管控工作质量与水平，落实管控工作的积极作用，确保机电安装施工工作的顺利高效进行。应做到：（1）重
视对精细化管理与全过程控制理念的合理运用，为电气施工关键工序管控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信息，增强其适用性；
（2）
将完善后的管控机制实施到位，为电气设备安装、关键工序高效实施等提供科学指导，从而为管控水平的全面提升打
下基础，实现机电安装工程建设事业的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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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注重管控方式的不断优化
除了增强机电安装施工的管理与控制外，还需要不断对机电安装工程管控的方式进行优化，提高关键工序的控制
与管理水平，以确保电气设备安装质量。具体表现为：（1）通过对电气施工关键工序实施状况分析、机电安装施工要
求的综合考虑，加强信息化与精细化管理方式使用，并在全过程控制方式的配合作用下，增加电气施工方面的技术优
势，避免其关键工序实施效果受到不利影响；（2）通过优化电气施工管控方式，为电气设备的合理安装提供保障，更
好地体现出其在机电安装工程实践中的潜在应用价值，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结语
机电安装工程在建设项目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充分重视机电施工的关键工序，能够有效提高建设质量与
水平。通过对施工各个环节与工序进行管理和控制，提高施工与设计方案相符合，能够大大提高建设效率与水平。另
外，部门领导应起到监督作用，安排合适的施工人员，对施工中的各个步骤进行控制，使其能够符合规定的标准，以
全面提高工程施工安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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