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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对民用建筑的质量和使用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暖通空调已经
成为现代化建筑不可缺少的设施。暖通空调工程具有工程量大、质量控制点多的特点。暖通空调工程
的施工不可避免地与建筑、结构、装修、给排水、电气、智能建筑等其他专业相互交叉,做好暖通空调
工程的施工管理监督,提高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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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and use of civil buildings, HVAC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facility for modern buildings. The HVAC projec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project quantity and many quality control points. The construction of HVAC
project inevitably intersects with construction, structure, decoratio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lectricity, and
intelligent building, so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HVAC projec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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