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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城镇化的深入,机电安装与建筑施工过程有着密切联系。在实际
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要对每个环节严格把控,避免出现建筑工程机电安装质量问题。机电安装人员只
有不断地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创新施工方法,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成本,才能真正地将施工价
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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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should strictly control each link to avoid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quality problem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Only by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ir own technical
level, innovating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reducing enterprise costs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quality, ca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personnel truly maximize the construc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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