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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弱电工程是各种工程融合集成的统称，各种弱电系

统和计算机技术实现有效融合，让系统更加智能高效，

也让机电安装工程的整体效果大大提升。在传统的机电

安装工程中，需要做好整体技术的优化。因为弱电系统

是消防弱电系统安装在机电安装工程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在实际工作中更需要将安全放在首位，结合弱电系

统安装特征加强对机电安装施工技术的应用，及时做好

安装后的检测工作，进一步保障建筑施工的安全性。所

以，在实际进行机电安装的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掌握

消防弱电系统的安装特征，结合实际按照标准安装程序

进行操作，提高消防弱电系统安装的整体效率和质量，

更好地对人们的财产与生命安全进行保障。

1    机电安装工程与弱电系统

1.1    机电安装工程
机电安装主要包括机电设备方面的安装，比如工业

和公共设备设施、管道的安装等，都会用到机电安装技

术，机电安装的工程规模较大，例如，一些大型工厂的

安装工程中，很关键的一部分就是机电安装工程了，它

需要做好锅炉、通风空调、电机、压缩机机组、电视播

控等设备的安装，还需要进行设备的安装和线路敷设，

及时查看动作信号，做好相关电机的模拟调试，确定好

工程和进度之后，再进行签字确认。机电安装工程所涉

及内容较为复杂，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机电安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筑可以尽快投入使用，

因此对机电安装工程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机

电安装施工有着较高的技术难度，需要投入许多时间和

探究机电安装施工技术中消防弱电系统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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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机电安装施工技术起到了带动各行各业生产和发展的目的，从目前建筑行业的
发展情况来看，企业越来越重视机电安装工程，并加强了整体施工的技术研究，将其视为一项改善民生的
重要工作。当下，在建筑工程项目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机电安装工程的规模、数量随之增大，其俨然
成为决定建筑工程整体质量与效果的工作。在机电安装施工中，消防弱电系统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不仅会
影响机电工程的日常运行效率，而且还决定建筑的整体安全性。在本文的分析中，主要以机电安装施工技
术中的弱电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安装消防弱电系统的技术要点及质量控制方式进行了探讨，希望可以给相
关企业提供参考，从而提高机电工程的整体安装质量，在完善建筑工程功能的同时提高建筑使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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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并且要有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其中相关施工技术、

设备设施以及原材料的应用，是影响机电安装施工效率

与质量的主要因素。这就需要相关单位做好机电安装的

质量监督，通过落实全过程监督的方式，保证机电安装

施工顺利进行。相关参建方要提供对机电安装工程的重

视程度，借助先进技术手段对机电安装施工过程提前进

行评估，明确施工期间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前制定应急

预案，为提高机电安装工程的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1.2    弱电系统
弱电系统是电力应用中的重要组成，建筑用电一般是

220V、50Hz 及以上的强电，弱电系统则是低于这一标准，

一般不进行建筑正常用电，而是以应急照明设备等为主的

备用电源和载有图像、数据信息的信息源。弱电系统的电

能一般在交流 36V 以下、直流 24V 以下，涵盖了楼宇设

备自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智能物业管理系统、网络信

息服务系统、消防报警系统等。在安装弱电系统的时候，

其涉及的工作内容也比较复杂，其中会涉及消防系统、电

话系统等不同弱电系统同的安装，各大系统的运行需要借

助网络化的手段进行控制。弱电系统的安装程序需要依靠

专业人士进行控制，也可以采取相关技术手段提高安装施

工的整体效率。安装弱电系统还需要采取相应的管理手段，

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各项设备稳定、高效运行，避免弱电

系统在长期运行中受各项因素影响而出现故障。保证弱电

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不仅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工作提供有

效帮助，还可以避免在建筑使用阶段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

降低火灾事故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弱电系统的安装中，还

需要对系统进行调整，及时对各电源、线路的运行情况进

行检查，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规避各种影响弱电系统稳定

运行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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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防弱电系统的安装要点

2.1    消防电话安装
消防电话系统是一种消防专用的通信系统，与自动

报警系统并行安装，消防电话系统能迅速确认火灾的实

际情况，及时掌握火灾现场信息。消防电话系统和普通

电话系统分开，总讲电话位于消防控制室，分机则分布

在建筑各个部位。消防电话通常设置在消防控制总室、

排烟房、电机房等部位，需要设置一个独立的通信系统，

采用多线连接的方式，实现各消防电话与电话总机的联

系，以此提高消防电话系统的可靠性，确保在遭遇火灾

事故的过程中，可以保证消防电话畅通，在建筑后期投

入使用后，物业方还需要安排工作人员进行轮班值守，

最大限度降低火灾事故给生命、财产等带来的威胁。在

安装消防电话系统中，首先需要了解消防电话系统的设

备基本信息，了解系统基本形式，做好设备的安装和编

码，完成联动编程并调试系统后就可投入使用。（1）消

防电话主机安装。电话主机最多可以连接 512 路消防分

机，总机需要以图像的形式显示各种信息，并直观显示

各个分级的基本状态，消防电话主机安装了通话固体录

音技术，保证通话记录能有效存储。消防电话主机总线

必须单独穿线，否则可能出现干扰通话声音的问题。（2）
消防电话插孔安装。消防电话插孔主要起到将消防电话

分机接到主机系统中的作用，插孔可以并联使用，整体

安装比较灵活。

2.2    中央主机和末端设备安装
通常，消防弱电系统的安装所涉及的内容较少，安

装施工投入的时间较短，不过该项工作有一定特殊性，

在实际安装中需要投入大量费用。因此在安装消防弱电

系统的过程中，需要将中央主机以及末端设备的安装放

在工作后期进行。在改装这两个部分之前，需要做好充

足准备，提前检查设备质量与性能，及时进行联动和应

用调试，确保设备可以正常运行，各项参数符合设备使

用要求，只有这样才可以正式进行施工。为避免安装施

工对其他环节的工作造成影响，在中央主机安装结束后，

还需要进行细致检查，尤其是需要对各类线路的连接进

行检查，避免在线路连接错误的情况下影响消防弱电系

统正常运行。

2.3    电梯系统安装
在消防弱电系统安装中，电梯安装是一项主要工作，

要保证安装的质量，以此提高电梯运行的安全性。在安

装电梯消防弱电系统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图纸内容进

行操作，保证各构件位置与图纸位置保持一致，尽可能

对安装的精度进行控制，最大限度避免安装不合理对整

合消防弱电系统的运行造成影响。在实际施工中，通常

采取单敷的手段，以此提高电梯的运行安全，积极创造

一个安全、稳定的电梯运行环境。

2.4    电缆敷设安装
电缆敷设是消防弱电系统中的重要部分，需要保证

电缆的实际规格和型号与设计匹配，产品需要在敷设之

前经过专业的检查，敷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可以科学计

算电缆的长度，合理安排电缆敷设的距离，减少敷设中

的电缆浪费。在敷设的过程中，施工人员需要测量好电

缆的电阻，固定并整理每一根电缆，保证整体敷设位置

合理、规范，在电缆的首尾两端需要设置标志牌。

2.5    弱电井安装
弱电井需要在干燥、安全的环境中施工，首先需要

勘察现场，并考虑到现场施工电力的负荷要求，确定好

设备的布局，做好整体设备的敷设，而在弱电井安装中，

也需要保证各种防火设施的布置。绘制网络拓扑图之后

需交由客户确认，以保证客户具有较好的监督效能，也

能配合弱电井安装施工的顺利进行。在这一过程中，需

要保证弱电井安装的规范性、安全性、可用性。弱电井

安装需要首先阅读设备手册，清点好设备内容之后检查

设备的基本情况然后进行项目自检，逐一检查完故障设

备之后，进行整体系统的联调，最后进行试运行。

3    弱电系统的故障排查

3.1    电缆故障排查
约 50% ～ 70% 的弱电工程故障与电缆有关。电缆

本身的质量和安装质量直接影响网络的正常运行。电缆

故障种类繁多，主要分为：

（1）物理故障。物理故障主要是指在电缆安装过程

中由于主观因素产生的系统故障，也是一种很常见、可

以直接观察到的故障，多由施工工艺或网络线缆意外损

坏引起，如模块和连接器的线序错误、断路、短路、链

路过长等，产生物理故障只需要进行重新施工，同时排

除这些故障即可。

（2）性能故障。性能故障主要是指电气链路中的电

气性能指标不符合测试标准的要求，影响了电缆的实际

应用效果，电缆在信号传输过程中如果存在不符合设计

要求的问题，就可能出现电缆故障的情况。性能故障一

旦出现，可能在肉眼上不能直接判断，一旦出现这种问

题，则需要针对影响电气性能的因素，比如电缆材料本

身的质量因素、电缆过度弯曲和捆绑过紧、过度拉伸的

因素以及排查是不是过度靠近电力干扰源产生了近端串

扰、回波损耗等问题。

3.2    综合布线故障排查
综合布线的故障排查一般集中在具有较多穿线和模

块端的平面上，因为综合布线的施工工艺比较特殊，也

是一种因工程而异的施工，根据不同的机电安装施工格

局需要做好系统故障排查。如果存在产品本身的电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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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问题，产品在设计和生产质量上存在问题，就需要建

立在机电安装的基础之上，根据机电安装施工格局和布

线系统的设计要求，进行工程方案设计并保证良好的施

工完成度。

3.3    打线故障排查
比较常见的接线错误有开路、短路、反接、跳线四

种，如果在机电安装中，线缆的一端使用 T568A 标准，

另一端使用 T568B 标准，这样就可能出现打线故障。此

外，在实际的机电工程安装应用中，有时需要使用这种

跳线。有些交换机相互级联时需要使用跳线。

另外，不通过交换机对接 PC 机时，也需要使用跳线。

有些用户使用跳线就可以上网，使用正确的接线就可以

进行交换机的级联。但是在这些情况中，有一种错误的

接线用眼睛或万用表是检查不出来的，因为无论是检查

外观还是检查线路的端到端连通性，都会显示是正常的。

但是这种错误布线最大的危害就是会产生近端串扰，会

使网络运行缓慢且断断续续这种问题在机电工程运行时

检查比较麻烦，所以说，打线故障排查还是需要建立在

稳定的施工之上，有效提升整体的布线效果。

4    消防弱电系统的施工步骤

4.1    施工流程确定
首先需要做好施工现场的勘察，要保证有足够的材

料间，材料间的设置一般都需要控制在施工现场附近，

保证施工现场周边有足够的水电供给，能有足够的电力

负荷，在进行机电设备安装位置确定和线路敷设路径规

划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合理可靠的原则，提升整体施工

的效果。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就需要绘制网络布局图，

制定合理可行的施工进度和计划，做好工程施工进度表。

现场施工的过程中，相关工程人员需要做好协同和配合

各项工作，每天记录施工进度，确保机电安装工程可以

顺利实行。

4.2    做好布局和规范
机电安装工程中需要做好整体布局，首先确定好施

工的规范，避免施工中出现各种返工的问题。在施工布

局图中要标明具体的尺寸，必要的时候还需要签字确认，

定向监控施工布局的整体效果。

4.3    做好布线和规范
该流程是弱电系统施工的重要组成，电缆的护套上

需要明确标注电缆的型号、年限和长度，以保证后续的

施工中一旦出现更换电缆的问题，可以顺利更换。塑料

线槽等相关的附件应当满足相关的设计要求，线槽的内

部需要保证其光滑性，不应当有翘边和变形的问题。布

线的时候需要预留长度，一般需要预留 3 ～ 6m 的长度，

终端位置需要保留 0.3 ～ 0.6m 左右，如果有特殊的需求，

则根据具体的要求确定。在施工现场管理中，要保证开

关、插座、插头稳定，有漏电保护装置，这样才能保障

好实际的施工中能安全施工，避免出现安全问题。

4.4    做好设备安装和调试
在系统安装中，需要保证各种机柜的安装位置安全

规范，网络设备的安装也需要保证其规范性和经济性，

设备开箱之后需要清点数量并检查外观，机电设备导向

之后逐一加电，检查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此外按照同样

的做法联机检查，有故障的设备问题需要及时解决，逐

一完成各种遗留的问题。

4.5    加强弱电工程施工质量管理
弱电系统的质量关系到建筑物的防火水平，只有严格

控制弱电工程的质量，才能切实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工作中要关注设备的质量，把控好设备质量，并保证设备

的有序管理，还需要严格检查说明书，保障工程的质量。

因为消防工程中的弱电系统安装集中在建筑工程后期，管

理人员需要协同把控好施工的流程，保证施工系统的正常

运行，分析参数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关注设备

的质量管理，切实做好设备的审查工作。

5    结语

总而言之，在进行消防弱电系统安装过程中，需要

根据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做好相关的处理措施，需要了

解好施工技术运用中的细节，保障施工的安全运行，保

障消防弱电系统的质量管理，控制好消防弱电系统的施

工进度、施工要求，提升弱电系统的施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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