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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弱电系统应用领域在不断拓宽,其智能化水平也在日益提高。在建筑安
全领域中应用弱电系统,不仅有利于确保建筑工程的施工安全,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建筑业的可持续发
展。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与进步以及人们生活质量水平的逐渐提高,对于建筑的功能与质量安
全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弱电安装自然是建筑工程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其安装结果会对建筑的使
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概述了建筑弱电智能化系统的特点,并分析了弱电智能化安装施工原则以及
施工技术要点,以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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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 weak current system in China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and its intelligence level is also increasingly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of weak current
system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safety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but also conduciv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modern social economy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quality, people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function, quality and safety of buildings. Weak
current install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work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its installation results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use of buildings.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ak current intelligent
system in building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key points of weak
current intelligent installation, for practic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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