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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电工程的施工质量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在科技的带
动下,我国机电安装工程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由于本身起步较晚,整体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要想
不断创新和优化现有机电安装技术,就要深入了解市场需求,综合分析当前施工中的管理和技术现状,展
开深入的讨论,推动整个行业的深入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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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t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Driven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s
electromechanical installation project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but due to its late start, the overall level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and optimize the existing electromechanical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market dem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current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status in construction,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promote the
in-dep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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