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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现当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活、生产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也促使后期
的用电量不断提升,对电力稳定性带来很大的影响。为了能够更好的满足现当代人们的现实需求,许多电
力公司开始对相关的电气设备进行更新。而在电力的工程建设与施工过程当中,电气安装质量对后期电
网运行稳定性、安全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为了促使其安装质量和水平得到提升,就需要对施工技术
进行优化,解决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促进电力工程安装质量有所保障,为后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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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economy, the living and
production level of human beings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also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electric
oper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eople, many power
companies began to update relate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 the process of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quality of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has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power grid opera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its install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so as to promote the
installation quality of power engineering,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later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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