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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气安装中的强电施工方法与技术措施 

梁淑霞 

山西青年汇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山西太原 

【摘要】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加大电气设备的安装力度，尤其是强电的安装工作，在施工中起到了很

大的促进作用。要正确理解强电安装的重要作用，重视建设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与使用，要严格按国家有

关规定，立足于现实，科学地进行设计，在施工完成后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将建筑电气安装到最好。本文

从目前我国建筑电气安装中存在的强电建设和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法，

以便进一步增强电气安装工程的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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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technical measures of strong electricity in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Shuxia Liang 

Shanxi Youth Huizhong Human Resources Co., LTD. Taiyuan, Shanxi 

【Abstract】In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increase the installation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especially the installation of strong electricity, in the construction ha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strong electricity installation,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raining and us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national regulations, based 
on reality, scientific desig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work, the 
building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to the bes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strong electric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existing in electric install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improvement methods, so a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electric install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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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深入，人们的生活

质量也在逐步改善。很多的新市镇、新的居民点和

商场都在持续发展，而建筑行业也在不断发展。强

电施工在建筑电气施工中的应用，是电气工程建设

的基础。强电施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工程的性能

与造价，以及工程的整体工期。电气工程施工质量

的好坏，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生产工艺流程的

科学性，电气的设计和使用，以及电气系统的使用

效率。其次，电电气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确定

关系到电气工程的安全性。所以，在强电施工中，

强电施工设备的设计要注意安全性，以保证其性能、

节能和电气系统的安全性。 
1 建筑电气安装中强电施工的特点 
1.1 建筑电气安装强电施工概述 
电气强电安装项目涉及到了施工阶段的全流

程，涉及到了电力安装、照明、插座、配电室等，

所以安装时不仅要严格的进行质量监控，还要使用

BIM 技术对各种电气系统线路进行最优的检测，安

装工作才能进行适当的调试，从而提升电气强电安

装的效果[1]。 
1.2 建筑电气工程的强电施工特点 
在强电施工中，因其具有的高电压和电流特性，

强电建设如建筑物的电力供应需要进行多种照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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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安装以及用电设施的安装。在工程建设中，要

减少建筑物和电气设备的能耗，就需要对工程的效

率和施工的安全性加以充分的重视。在电气工程的

建设中，落实能源和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以保证

建筑的安全性。所以，保证整个工程的安全性是电

力和供电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的电力工程具有不

同的特征和不同的范围，但是两者又存在着一定关

联。近几年，我国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在智能化

建筑中，要使电力系统能够适应建筑建设发展，就

需要将强弱电工作相融相融，以确保楼建筑的通信

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2 建筑电气安装中强电施工的重要性 
在建筑物的电气安装中，强电施工是整个线路

的基本功能的实现。它直接影响着电气工程在施工

中的运行安全。强电施工直接影响着整个建筑的电

力供应体系的稳定，因此要结合强电施工的各个方

面进行设计，并结合项目本身的特点调整其管理重

点。既可减少强电施工风险，又可提高电气安装的

整体效率，为今后的设备安装工作创造便利[2]。因

为在强电建设中，一个小小的失误，潜藏很大的危

险。在基础设施的预埋中，必须要与土建一起进行，

以保证整个工程整体的顺利进行。在电气安装的安

装过程中，强电施工的安装必须遵循整个的设计计

划，不但要满足规范要求，还要注意材料的使用，

以及在设备的质量和安装工艺方面的规范。从这一

点可以看出，在建筑物的电气安装中，强电的施工

不仅关系到整个工程的安全，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

以后的工程建设工作，所以必须加强技术运用和质

量监督。 
3 建筑电气安装工程中强电施工的注意事项 
3.1 电力架设施工中的强电施工工序 
为了更好地实施电气安装的建设，有关的建设

单位必须对强电施工的运行过程进行精确了解，从

而提高强电施工的运行效率和安全，从而保证建筑

工程供电功能的正常运行。而在强电施工中，电气

安装的安装，是按照室内到室外，从地下到地面的

原则进行的。首先完成了台、盘、开关柜的安装，

后又完成了变压器、电源和照明的预埋和安装，为

强电的高效建设提供了一个基本保证。其后，根据

相关的技术要求，对变电站的布设、电缆的照明、

设备及调节等进行详细的安装，以保证强电工程的

整体质量和工期。最后，在调节条件下，对整个配

电网和分区供电进行测试，直至强电工程达到了规

范的要求，从而达到了电气设施的安全使用。 
3.2 结合建筑施工进行管理预留预埋 
做好预留预埋是施工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可以

保证强电安装的安全施工。如果在进行预留预埋工

程中存在问题，将会对电气安装的安装效率和效果

造成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使强电施工无法正常

进行，从而降低工程建设单位的经济效益。为此，

有关建设单位要加强对电气安装的管理，加强对强

电施工的预留预埋段设计，确保强电施工工作的顺

利、安全地进行。有关建设单位在实施预埋预留时，

要按照建筑的高度及设计图，对预留预埋的纵向长

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调节，以保证其在实际应用中

符合有关规定[3]。同时，有关单位应当对暗埋线的

间距进行科学的设计，做好敷设工作，以防止管线

弯折破损，从而保证管线的可靠性和线管敷设地点

的安全。并在隔离管道时，要使管道表面平滑、平

整，以保证对关口的有效堵塞，从而保证工作的有

效性。 
4 建筑电气安装中强电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4.1 变配电系统结构不合理 
在建筑电气安装中，不适当的变配电系统将会

使电气资源的使用效率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导致

电气安装工程的综合效益下降。同时，如果变配电

系统的结构有问题，将增加电气系统的安装困难，

使工程工期大大延长，进而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产生不利的作用。在高层建筑物内，电气安

装的安装必须遵守有关规定，以保证电力供应的品

质和满足消防的需要，充分发挥电气资源对火灾的

控制作用，减少了出现安全问题的可能性。要使建

筑电气安装工作能够正常进行，还要根据工程的具

体情况，充分认识建筑内部的构造特点，采取有针

对性的强电施工，保证变配电系统的正常使用[4]。

但是，在实际工程中，很多建筑工人没有严格按规

定建设变配电系统，导致电气资源利用率下降，不

能保障电气安装的正常运行。 
4.2 用电负荷标准没有达到相关要求 
目前，一些建筑物的电气系统在安装时，电力

负载的标准不符合有关规定，从而对电气安装的安

全工作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在建筑电气安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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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施工通常不需要特别的电力负荷，一类与二类

建筑工程的电力需求小于设计指标。在建设工程密

度大的地区，每个单元都有几个配电室，不能保证

电气系统的正常运转。即使是在配电室运营过程中，

因缺少规范而导致强电施工的质量和经济指标下

降。为此，电气系统的安装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强

电施工的作用，安装人员必须根据电气系统的实际

使用状况，制订一套完整的用电负荷规范，并根据

强电施工的使用状况，提出相应的改进办法，以达

到改善建筑电气安装的质量要求，以达到改善电气

安装工作的安全和提升工程社会效益的目的。 
4.3 电气安装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较低 
目前，一些建筑工程的电气安装工人技术素质

不高，对强电施工方法的使用缺乏有效的认识，这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强电施工工作的正常进行。而

在国内，由于建筑工程的开展时间比较短，电气安

装工人对强电施工方法的使用经验不足，没有认识

到其安装工作的重要意义，从而导致电气系统的安

装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要想有效地克服这一问题，

工作人员必须采取正确的强电施工方式，并根据整

个项目的实际使用状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为

保证建筑工程顺利投产，在电气安装过程中，必须

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和先进的施工技术，并对电气安

装工人进行定期的技术训练，提高强电施工效率。

另外，建筑安装人员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开展有

关的培训，熟悉各类工程技术，提高强电施工的质

量。 
4.4 设备的选用 
在强电工程中，电设备安全工作重心应该转移

到用电负荷标准的设计上，而不能保障安装的安全。

但是，目前我国现行的电力负载标准还没有完善。

通过对几个机电工程安装的调研，发现我国目前一

至两个建筑工程的电力供应标准是 4 KV/台，三、

四个建筑工程的电力供应标准是 6 kV/台。但是，因

各个房间的总线路布置存在缺陷，在强电施工中没

有明确的用电负荷。在一些案例中，建筑过程中的

电力负荷超出或超出了标准。尽管电能质量对设备

的安装性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却会对用户使用

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 
5 建筑工程电气安装强电施工的技术措施 
5.1 树立正确的安装观念 

要有效地解决电气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必

须重视安装控制的科学化、系统化。建筑安装是电

气工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其施工和安装工作的成

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整体效益和施工的安

全性[5]。为控制施工与安装，应认真地对安装图纸

进行详细的分解，并对其进行反复检查，并与国家

法规相结合。在施工中，根据安全的原则，要严格

遵守施工进度。保证建筑材料的供电安全性和总体

品质。供电系统是强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达

到要求，应尽量减少危险事故，并在应用过程中要

注意安全。所以，在强电施工的安装工程中，既要

满足建筑物的基本用电要求，又要建立节能、环保

的能源使用模式，树立先进的建筑可持续发展观念。 
5.2 全面掌握土建的装修要求 
为了确保工程建设中的电气安装和强电施工质

量，做好相关的土建施工预留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在建筑电气安装施工中，施工人员要根据建筑物的

标高，严格地控制施工中的粉刷厚度，并根据施工

中出现的预留孔洞问题进行适当的调节，电气安装

人员可以根据施工现场的情况，在墙体中设置适当

的线路，并进行适当的调整，并对管线的数目进行

严格的管理。另外，在埋设的地下建筑中，应确保

箱放置与模板的方位相同。在此期间，建筑电气安

装工人要根据强电施工的进展情况，进行相关的标

识工作，以确保管线的正常使用。为了确保管线的

正常使用，安装人员必须在指定的部位进行切割，

以确保切割的平整，若切割的不平整，必须进行适

当的挫平，并进行适当的密封。施工人员在暗配钢

管时，必须对管道的数目进行严密的监控。一般情

况下，地下管道无法通过基础设备，对于一些特别

的设备，需要进行安全防护。为了使钢管的暗配工

作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施，工程中的电气安装工人在

进行强电作业时，必须对管道与机盒进行高效的焊

接，以确保管孔洞与钢管的朝向相同，并在管道和

钢管外部进行适当的焊接，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正

确的PVC管材可使施工建筑电气安装工人对管线运

行情况有较好的理解。PVC 管材具有良好的抗腐蚀

性，可以有效降低管材的变形，但其机械特性相对

于钢管来说要低，在高腐蚀性环境下，很容易发生

老化，从而对管线的正常工作产生不利的作用。在 
PVC 管材的暗配施工中，建筑电气安装人员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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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状况，进行相应的敷设，并对管材的弯头

数目进行严格的管理，对于一些老化较重的管材，

必须进行更换。为了确保土建施工预留工作的正常

进行，建筑电气安装人员必须考虑到项目的具体情

况，采取适当的预留技术。 
5.3 敷设电缆 
首先，在铺设缆索时，要对电缆的型号和尺寸

进行反复核对，以保证以后的电缆铺设工作。对于

埋在地下的电缆，在进行工程实践前，必须经过多

次试验，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其次，要保证电缆

密封良好，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绝缘试验，6000 W
以上的电缆，要进行直流和交流电压的检测，1000W
以下的电线，要进行兆欧表检测。在进行电缆铺设

时，尽量不发生交叉，必须确保电缆在平直和牢固。

施工单位应在电缆线路上铺设或安装接头处采用牢

固的连接方法。高压、低压、强电控制和弱电控制

电缆必须事先安排好，一般都是从上往下依次排列

电缆和控制电缆。若要在同一位置安装缆线和制缆

线，则应放置在该控制电缆之上。 
5.4 安装合理的配电箱与配电柜 
在配电箱和配电柜的安装过程中，建筑方要先

保证土建工程质量，然后才能进行配电箱等工程的

建设。同时，施工单位要考虑到抹灰的厚度，要留

意其安装的部位，确保相应的配件品种齐全，不存

在铰接问题。如果施工方要在配电箱引出管进行开

孔作业，则必须使用专门的打孔机，严禁使用电气

电焊技术。 
6 总结语 
对电气设备阶段的强电施工技术进行深入的探

讨，只有全面了解有关的技术，才能对未来电气设

备的安装提高指导。由于强电施工技术的特殊性，

工程建设中有一些安全问题，应注意技术方法和手

段。在工程建设中，应注意做好土建施工预留工作、

合理的布线、配电箱内和配电柜的设置，确保建筑

电气安装中的强电施工质量。但是，在工程实践中，

建筑电气设备的安装工作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 ，

建筑电气安装工人要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不断地

借鉴和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增强自己的技术水

平，使建筑工程的经济效益得到显著的提升，进而

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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