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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暖通空调作为当前社会发展中人们应用的最新技术而受到市场的欢迎与人们的青睐,其安装
施工技术缺陷却成为影响暖通空调应用和发展的致命缺陷。同时其作为建筑工程中的主要项目,安装施
工结构和技术要求更为繁琐,因此就需要在工程项目中对于施工质量和施工整体现状进行深入总结与
分析,严格控制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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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oints for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HVAC
Junyan Yu Chengshi Li ShuaiWang
[Abstract] As the latest technology applied by people in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HVAC is welcomed by the
market and favored by people. The technical defects of its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fatal flaws
affecting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VAC.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main projec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installation construction structure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re more cumbersom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n in-depth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the overall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in the project, and strictly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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