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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用电需求的不断增多,电力系统的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压输电线路工程的建设是保障供
电质量的关键,但是因为近些年供电范围的不断扩大,高压输电线路工程项目建设数量不断增多,使得
高压输电线路工程的施工安全管理工作显得越发重要。基于此,本文就高压输电线路施工安全管理进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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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mand for electricity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scale of the power system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 projects is the key of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power supply. However, due to the wide range of power supply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projects construction is increasing, which makes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 project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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