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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机电设备在建筑中的作用较为突出，并且安装施工

管理的效果影响着后续设备的使用，因此管理人员需

要根据建筑机电工程的安装要求，完善施工管理模式，

建立质量管理目标，落实层次性的管理原则，保证各

项施工可以更加有条不紊地进行，凸显现代化机电工

程安装施工管理的思路，为建筑工程的后续运转提供

重要保障。

1    建筑机电工程中安装施工管理的特点以及意义

1.1    特点
在进行建筑机电工程安装施工管理工作中，需要

明确建筑机电工程安装施工管理的特点，以此来为后

续工作指明正确的方向，全面地提高整体的工作效果。

在我国现代化建筑发展的过程中，智能化和现代化技

术层出不穷，并且融入到机电设备中，构建多元化的

机电类型，满足建筑工程的运转要求，为人们提供高

品质的建筑。随着现代化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在当

前机电安装过程中，如果仍然采取传统施工模式，会

导致机电设备使用功能的下降，无法提供多元化的支

持，最终对设备运转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

需要考虑建筑机电工程的发展方向，优化当前的安装

管理模式，加强对机电工程中新技术核心设备的了解，

紧跟时代发展方向，创新当前的施工管理模式，满足

机电设备的长久性发展要求以及使用标准，从而使工

作的整体效果得到全面的提高。

此外，机电工程安装施工管理的过程包含的专业种

类以及工种较多，需要管理者贯彻协调性的工作原则，

减少各种矛盾的发生，通过对不同方面的协调保证现

场施工的顺利进行，从而使机电工程安装水平能够符

合相关的要求。在实际施工之前，需要按照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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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好施工管理的主要方案，并且还需要做好资源的

科学调整。为避免出现浪费的问题，要在保证机电工

程功能基础上完善现场的管理模式，落实科学化的工

作思维，使整体安装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

1.2    意义
为了使机电工程安装施工管理工作能够更加顺利

地实施，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明确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管

理的重要性。由于机电安装工程包含的系统较为复杂，

如果某一处安装管理存在不到位的情况，会对整个系

统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严格按照

相关的安装管理方案，优化现场的工作模式，防范各

种问题的发生，从而使工作的整体效果得到全面提高。

在安装管理工作中，需要落实全过程的管理思维，了

解机电设备的性能和运行的范围，减少对其他设备产

生的影响，提前预防机电设备运行时的风险问题，保

证机电设备运行的可靠性以及稳定性。同时，科学的

管理模式还有助于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满足不同环

境下机电设备的运行要求，减小各种损伤问题的发生

概率，为设备后续的运转提供重要的基础。在实际安

装工程中，从前期决策环节一直到后续的安装调试完

成，其中所包含的材料和设备十分复杂，并且随着建

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对设备和技术的要求在逐渐增加，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加强对机电安装工程项目管理

的重视程度，根据不同的施工环节和施工要求，实现

资源的科学调配，防范各种矛盾的发生，从而使现场

施工可以更加有条不紊地进行，减小突发性问题的发

生概率，为机电设备后续运转提供多样化的支持。

2    建筑机电安装中施工管理的现状

在建筑机电安装施工管理过程中，要认真地分析以

往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优化当前的工作方案，从而使整

体安装管理水平能够得到全面提高。由于现场安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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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复杂，相关人员很难兼顾不同的安装环节，或者是

现场突发情况较多，增加了实际的管理难度，无法充分

地发挥机电安装施工管理工作本身的优势，随着时间推

移会产生较严重的质量问题，对机电工程的使用造成了

严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在设计方案中也存在着质量管

理不完善的问题，再加上现场施工矛盾较多，影响最终

的安装效果，对整个工程的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

此外，在机电安装管理过程中还存在着材料管理

不到位的问题。现场材料所需要的类型较多，需要与

施工要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科学调配，以此来优化

当前的安装管理模式。但是相关机电设备对元器件的

要求较高，现场管理的情况非常复杂，再加上监督管

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整体安装施工效果在逐渐降低。

无法优化当前的现场安装模式，导致后续施工中质量

问题频发。

3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技术与质量控制策略

3.1    施工质量管理
在建筑机电工程安装施工管理过程中，需要严格按

照相关的标准和要求完善现场的施工质量，真正搭建高

品质的建筑工程，延长机电设备本身的使用寿命。机

电工程对安装要求较高，细节性问题较多，安装施工

非常繁琐，容易出现质量问题，因此在实际管理过程

中，要落实全过程质量管理思维，掌握现场的施工方

案以及施工技术，保证施工技术能够满足施工的需要，

做到技术和资金的有效搭配，从而使整体工作水平能

够得到全面的提高。另外，在后续工作中需要按照整

体施工要求和质量标准合理地搭配好不同的技术方案，

同时还需要根据后续现场的变动情况，修正当前的施工

管理模式，落实动态化的工作思维，避免出现单一而固

定的工作局限，使机电安装过程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

在安装管理过程中，需要使不同部门人员进行有效的沟

通和交流，做好全过程的监督以及管理，防范各种矛盾

的发生。当出现质量问题时，需要通过部门之间协作

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减少各种突发问题，为机电设

备后续的使用提供重要的基础。质量管理需要落实到

不同的工作环节的各层次中，做好全面策划以及控制，

并且还需要对容易产生质量问题的环节做好全过程的

管理，尤其是要做好隐蔽工程的监督，减少各种质量

问题的发生。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

新技术融入质量管理中，有效地保证现场的管理效果。

例如可以融入自动化监控技术以及传感器技术等等，完

成各个工程的验收以及抽检工作，逐渐地优化质量管

理的工作模式，从而保证机电设备的正常使用。

3.2    材料管理
材料管理是机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和后

续设备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

完善材料管理模式，按照机电工程的安装要求选择对

应的材料，从而为机电工程后续的运转提供重要的基

础。在购买材料时，以最低的投入选择高性能的材料，

做好不同供应商的比选，不要一味地节约成本而导致

材料质量无法得到充分的保证，要按照实际的施工要求

选择合适的材料，从而提高整体的管理效果。在材料入

场时，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核，全面地阅读材料合格证

明书以及质量标准，之后再和安装施工要求相互核对，

在确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才可以进行使用。如果出现

质量问题，需要退回到商家，防止对机电工程后续的

运转造成影响，并且还需要认真地核对好材料的性能

等等，避免出现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在实际管理过

程中，也可以融入质量检测技术，保证各个材料能够

满足后续的工作要求，对机电设备要做好科学的调试，

了解机电设备运行状态。和后续施工要求相互协调，保

证所选择的材料非常准确，提高整体的安装管理水平。

在材料管理时，要做好信息的有效记录，一方面要了解

材料的损耗情况，另一方面还要掌握材料本身的性能。

和实际施工要求进行有效的融合，使材料管理水平能

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3.3    安排好施工进度
由于机电工程包含的施工环节较为复杂，所以很容

易出现工期拖延的情况，增加了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在

实施工作中需要严格按照现场的施工要求和标准，合

理安排好施工的进度，防范各种质量问题的发生，为

机电工程后续的使用提供重要的保障。在实际工作中，

需要先了解机电安装施工所包含的不同专业，积极地

完成进度计划的编制工作，并且还需要做好现场情况

的仔细核对，使编制方案具备较强的科学性。在进行

进度管理时，需要落实层次性的工作原则，可以以月

度计划为主来进行日常的管理，保证各个安装工程能

够变得更加协调，提高整体的管理效果。在后续工作

中，需要在部门内部贯彻落实责任机制，为不同人员

下发进度管理的相关任务，在实践中进行反复的研究，

从而使各个监督管理工作能够更加有条不紊地进行，

防止出现进度偏移的问题。在进度计划制订方面，要

设置相对应的弹性空间。根据以往工作经验分析在机

电安装工程中常见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应急管理预案，

减少对工程进度所产生的影响，通过科学的管理防范

各种矛盾的发生，从而使工程进度管理效率能够得到

全面的提高。在进度管理工作中，需要实现部门之间

的沟通以及配合，如果出现进度偏离的问题，首先要

进行原因的深入性分析，然后再提出有效的优化方案，

改进当前的进度管理模式，具备较强的时效性，保证

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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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施工技术管理

3.4.1    配电箱安装施工

配电箱安装施工是整个机电安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配电箱安装包含的环节较多，管理人员需要引起

足够的重视，减少各种问题的发生。配电箱的位置要

具备较强的准确性，要按照图纸中的内容来确定安装的

位置，同时还需要对周边环境进行有效的观察以及分

析，按照实际情况作出位置的科学调整，避免和其他

线路造成冲突，并且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出

现和地面直接接触的问题。配电箱的安装要非常牢固，

和建筑主体之间紧密配合，之后做好箱体的防腐工作，

使配电箱使用寿命能够得以有效地延长，减少各种问题

的发生。配电箱中的各种线路要做好分类和标记，避

免混乱。在实际施工之前，可以将相关的线路信息录

入到计算机平台中，综合性地分析建筑物的特点以及

各个线路的情况，使配电箱安装得更加准确。

3.4.2    消防系统的安装

消防系统的安装有助于增加建筑工程本身的安全系

数，为处于建筑中的人们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消防系统

是机电安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严格

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要求来进行安装，避免对后续的使用造

成影响。在实际安装过程中，需要正确地规划好防火栓的

位置，各种阀门要具备较强的严密性。在弱电安装中，需

要注意各个线路之间的关系，减小不稳定性因素的发生概

率。在中央主机和末端设备安装中包含了诸多的线路安装，

因此需要确定好机电系统连接的主要媒介，保证线路规划

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并且还需要做好牢固性的管理。对

线路也可以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避免对后续的运行造成

影响。在此过程中需要反复地核对设计方案，和实际情况

相互比较，正确地验证相关的参数，从而使消防系统安装

施工水平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3.4.3    管线的预埋

管线的预埋主要是指各种机电设备管线的埋设操

作，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需要与机电工程安装要求相匹

配，逐渐地改善当前的安装模式，从而使设备使用效

率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在管线预埋和孔洞施工过程

中，要精准地确定好管线的预埋位置，与设计方案相

互比较，避免出现任何的偏差而影响设备的正常使用。

另外还需要对管线和孔的位置进行反复的验证，在确

认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才可以开展后续的施工。管线

材料要符合相关的要求，并且还要根据管线的特点做

到特殊的处理，例如在使用镀锌钢管时，要利用丝扣

来进行连接，之后再标识电线管的位置，从而使整体

安装水平能够得到全面的提升。

3.4.4    机电系统的安装调试

在进行机电安装工程施工中，需要掌握技术要点，

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要求来进行日常的操作，防止各种

质量问题的发生，为机电设备后续的使用提供重要的

基础。机电工程的运行情况决定了建筑物的使用效果，

因此在实际安装过程中需要做好科学的调试，树立足

够的认知，把握各个环节之间的关联度，以此来使整

个施工具备较强的通畅性。在安装调试环节，需要做

好机电运行状态的紧密观察以及调整，并且还需要将

机电设备的参数进行完整记录，例如温度和声音等等，

和预期设计要求相互比对，及时地发现在参数确定方

面所存在的问题，以此来验证机电设备是否处于正常

运转状态。如果出现异常，要进行有效的处理之后再

完成当前的调试任务，满足系统运行的相关要求，从

而使整体施工水平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4    结语

在建筑机电工程安装过程中需要落实科学化的工作

思维，完善现场的施工管理模式，防止各种质量问题

的发生；并且配合着现代化技术，做好施工过程的全面

监督，当出现问题时要做到及时的响应，避免对机电

安装造成影响；通过精细化的工作思维，提高机电安装

工程的施工效果，延长机电设备的使用寿命，推动建

筑行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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