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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大型综合性项目不断投入使用,电力工程输电线路施工作为基
础一环,是各个项目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因此企业必须要高度重视,加强对输电线路施工技术的认识,
并采取有效的质量控制手段,使其贯穿于工程全过程,从而提高电力工程的建设质量,确保电力工程建设
目标的顺利完成。基于此,文章就电力工程建设中输电线路施工质量的技术控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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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ore and more large-scale comprehensive projects are
continuously put into use. As a basic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transmission lines, i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various projects. Therefore, enterprises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strength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ransmission lin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adopt effective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to make it run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project, thereby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power projects and ensuring the smooth completion of power project construction goal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echnical control of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ransmission lin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lectric 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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