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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建筑工程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工程项目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
暖通设备安装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需要相关施工人员严格按照具体要求进行操作,合理采用安装技
术,明确具体的设备安装实施要点,从而提高暖通设备安装质量,全面提升建筑工程建设水平。本文针对
建筑暖通设备安装进行分析,介绍了暖通设备施工概念,探讨了暖通设备安装技术应用,并提出具体的实
施要点,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人员起到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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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the number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also increasing.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installation of
HVAC equipment is a very important content, and relevant construction personnel are required to operate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specific requirements, reasonably use installation techniques, and clarify specific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mplementation point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VAC equipment installation ,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stallation of
building HVAC equipmen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HVAC equipment construction,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HVAC equipment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and propose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oint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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