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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现代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建筑行业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建筑行业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在此背景下,人们对建筑建造质量的要求也日渐提高,其中,低压电气设备安装工程作为建筑工
程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具体的施工环节中,牵涉的内容较为广泛,无论是通电、埋线等小型低压电气
安装工程,还是取暖、变压器等大型低压电气设备安装工程,都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综合性,要求在安装
施工实践活动之前,基于技术规范要求做好规范设计工作,并在实践中落实相应的安装施工技术,以保障
建筑低压电气设备安装施工效果与设计要求相符,进而可以保障整个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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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modern urban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en
injected with new vit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is
context,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are also increasing. Among them, low-voltage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as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in specific construction links, whether it is small-scale l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such as power on and buried wire, or large-scale low-voltage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such as heating and transformer, Both have high professionalism and comprehensiveness.
It is required to do a good job of normative design based on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requirements before the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implement the corresponding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practice,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effect of building low-voltage electrical
equip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so as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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