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电力工程施工技术创新与标准化工艺技术管理研究
周佳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遂平县供电公司
DOI:10.32629/hwr.v4i8.3237
[摘 要] 电力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组成,是新时期经济增长中不可缺少的动力,电力工程领域的
技术运用在整个电力企业的运营过程当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直接影响企业的供电效率及发展
方向。电力工程是电力系统中的基础工作也是核心内容,只有在电力工程项目稳定的前提下,才能确保电
力稳定输送。鉴于此,文章就电力工程施工技术创新与标准化工艺技术管理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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