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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是比较系统、复杂的一项工作。为了提高机械设备安装的效率,
在实际的安装工程施工中,不仅要提升工作效率,还要处理好地脚螺栓、装配、配管的安装以及试运行环
节,确保安装后的机械设备正常、高质量运行。同时,提升施工人员素质水平,规范施工工艺技术,使设备
安装质量达到标准化水平来提高机械设备的使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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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is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lex task.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n the
actual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not only must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but also deal with the
installation of anchor bolts, assembly, piping, and trial operation to ensure the normal and high-quality
operation of the installed mechanical equipment. run.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ersonnel, standardize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o that the quality of equipment installation reaches the
standard level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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