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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营过程中,机电设备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针对此,本文将介绍污水处理
厂机电安装工程客观情况,并概括污水处理厂机电安装工程的基本特征和施工要点,旨在为业内人士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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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of Urban Sewag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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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urban sewage treatment
plant. In respons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electromechanical
installation project, and summari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points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opinions for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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