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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我国正在积极推动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此背景下,电力行业不仅要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
还应该增强创新活力,在扩大项目规模、增加项目数量的基础上,提高电网质量,升级电网功能。所以,必
须通过电力工程质量管理协调各方,集合资源,增强电力工程项目的协作性和统一性。强化质量意识,严
格控制施工质量,以此提高电力企业口碑,提升施工技术。输电线路工程冬季施工由于受施工条件、寒冷
气候、自然环境等外界不利因素的影响,质量事故往往较多,因此为了保障输电线路工程在冬季施工的顺
利实施,本文就电力工程建设中的输电线路冬季施工的相关内容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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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our country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cities. In this context,
the power industry should not only maintain a stable development trend, but also should enhance innovation
vitality. On the basis of expanding the scale of projects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rojects, it sh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wer grids and upgrade the power grid func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all
parties through power engineering quality management, pool resources, and enhance the collaboration and
unity of power engineering projects. Strengthen quality awareness and strictly control construction quality to
improve the reputation of power companies and improv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adverse factors such as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cold climat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winter
construction of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line projects often has more quality acciden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line projects in winte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lines in the winter construction of 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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