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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关于配网建设管理的理念、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全过程管理是近年来我国
在电力工程配网建设期间所采用的一种主流管理模式,它指的是将管理工作贯穿于整个工程建设的始
终,实施对设计、施工、物资、安全等的全面管控,确保各项管理工作均能落实到位,确保配网建设的各
项流程得以顺利高效的推进,保障电力工程的质量。基于此,深入探究全过程管理在电力工程配网建设中
的具体应用十分有必要,本文从多个角度对此展开分析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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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re constantly upgrading.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is a mainstream
management mode adopt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our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It refers to put management work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ject construction,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desig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safety, etc., to ensure that all
management tasks can be implemented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the various processes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can be smoothly and efficiently promot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power engineering. Based on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distribution network.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introduces this from multiple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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