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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电力需求量也在逐日递增,但是电力供给却很难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电力工程建设加快了发展速度。在电力系统中,输电线路作为输送分配电能的重要工
具,施工质量更是会关系到人们的生活生产,工作状态的正常与否严重时会影响到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所以,电力工作者们要对输电线路的设计加强重视,针对施工管理中的问题找出解决策略。基于此,
文章就电力工程及其输电线路设计与施工的技术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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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the demand for electricity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but the electricity supply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solve this
contradiction,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speed. In the power system,
transmission lines are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al energy, and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is even more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and production. Whether the working status is serious or not
will affect the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electric power workers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of transmission lines and find solutions to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echnical issues 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and its
transmission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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