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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压输电线路的作用是实现电力资源有效传送与分配,传送与分配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人们的
用电质量。因此,高压输电线路的作用已经被人们高度重视。在建设高压输电线路时,需要配备专业的施
工技术及良好的运行维护方法,进而保证高压输电线路在实际工作中,达到电力资源高质量传送与分配
的目的。本文就高压输电线路的施工技术进行分析,并对线路运行维护管理给出了建议,以期提高输电线
路网架质量和可靠性,助力我国电力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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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is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wer resources, and the effect of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people's power consumption. Therefore, the role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has been highly valued.
When constructing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it is necessary to be equipped with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goo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ethods to ensure that the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achieve the purpose of high-quality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wer resources in actual work.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igh-voltage transmission lines, and gives suggestions on lin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ransmission line grids, and help
our country's power industry to develop better and f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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