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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的基础项目建设中，高速公路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高速公路的建设在我国国民

经济以及交通系统中都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我国就需要不断增强对高速公路安全设施养

护与维修工作的重视，有效分析高速公路交通设施的主要作用，并采取多种方式对其进行维护，设置安全设施标准，

同时还应不断提升相关管理人员对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养护以及维修意识，定期开展专业知识的培训，保证

故障设施的及时维修和更换，保障高速公路搭配完善的安全设施，提升整个高速公路的安全性、稳定性，保持道

路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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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的

公路道路建设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且人们的出行

和运输量更是呈现出了逐年攀升的态势，但是随之而

来的是一些交通安全问题的衍生。比如，车辆在高速

公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往往速度都比较快，而且在车

辆不拥堵的状态下，甚至会出现超速、大型车超载等

行为。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高速路上的机动车驾驶

人员违规行驶车辆的现象，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

也在不断上升。高频发生的交通事故，必然会造成驾

驶人员以及乘客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甚至还会对高速

公路周边的交通安全设施造成严重的损坏。高速公路

养护人员要做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养护与维修

工作。

1 高速公路设置安全交通设施的作用

高速公路安全交通设施的设置，不仅是维护高速

公路上所有通行车辆正常、有序行驶的一个最终的方

式，而且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因此，其在高速公路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安全设施的划分种类是比较多的，

而且根据其作用和效果的不同，最终所发挥的作用也

是大不相同的 [1]。接下来我们主要针对四种最为常见的

高速公路安全设施的作用进行详细分析和探讨：第一

种，交通标志的作用。这些标志对于汽车驾驶人员来

说并不陌生，通常是用于提示驾驶人员道路前方的主

要路况信息，同时可以引导驾驶人员进行正确行驶，

当车辆行驶到主线、匝道以及交叉路口等位置时，需

要借助交通信号、标志、分隔带以及视线诱导装置等

多种交通安全设施，汽车驾驶员得到有效信号，在高

速公路上也能安全、稳定行驶，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概率。第二种，交通标线的作用。在高速公路上，交

通标线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对驾驶员的行为进行规范，

引导驾驶员进行规范行车，此外，还可以保障车辆以

及行人的安全。众所周知，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其行驶

速度极快，要是没有在高速公路上设置多种交通设施，

仅关注高速公路自身几何构造尺寸，将不能保障其车

辆的行驶安全。通过构建与完善其交通管理设施、交

通控制系统以及交通环境等，全力维护高速公路的安

全。第三种，护栏板的作用。在高速公路上，随处都

能够看到护栏设施，其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避

免或者降低公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所造成的损失，如路

基波形梁护栏、中央分隔带新泽西护栏等，这些都是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事故损失的。[2]第四种，视线导

标的作用。在高速公路上，轮廓标的主要作用是当驾

驶员在夜间行驶的过程中，轮廓标则可以为其提供更

加清晰、准确的路况信息。分合流诱导标识，则可以

在交通参与者进行变道以及选择出入口时提供更准确的

帮助，以此来促进车辆在道路上能够安全行驶。

2 我国高速公路安全设施的养护与维修现状

我国高速公路建设里程在不断增多，而其养护与

维修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路面裂缝问题、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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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员不专业以及质控体系不完善等，这些问题的存

在会影响高速公路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3]。因此，要

对其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2.1 高速公路安全设施的养护制度不健全

现阶段，关于高速公路安全设施的养护制度不健

全，在建立制度规范时并没有对安全设施方面的养护

进行细致的划分和规定，这就导致工作人员的养护行

为难免有不到位的地方，导致高速公路的安全设施养

护不到位，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影响安全设施作用的

发挥。此外，关于安全设施的检查制度没有形成系统

的规范，对检查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安全设施

的养护维修存在缺陷。

2.2 高速公路养护人员的养护能力不足

高速公路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类型的问题，

养护维修人员要能够进行准确判断和针对性的处理，

这就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是现

阶段人才建设培养力度不够，高速公路养护维修工作

缺乏专业性的人才，影响了问题发现的及时性，降低

了养护维修的效果。与此同时，对养护维修人员的技

能提升和培训力度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养护维修人

员没有机会进行自我提升。

3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与维修内容

3.1 高速公路护栏的养护与维修

在高速公路安全设施的建设中，护栏可以说是其

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护栏的建设其功能主

要是为了更好地提醒驾驶人员的注意力，这不仅是对

驾驶员的安全负责，同时也是能够降低安全事故发生

的一个重要手段。就当前高速公路防护栏的类型而言，

其最常见的主要有波形梁护栏、新泽西护栏。在对护

栏进行养护的过程中，还要对护栏周围的环境多加保

护，比如要定期对周边的杂草以及杂物等进行清理，

尤其是一些较大的阻碍物，如果不及时进行清理，就

很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 [4]。与此同时，还必须要

对护栏的安全性进行定期检查，及时更换由于人为或

者自然气候等因素破坏的护栏，尤其是受到酸雨和风

蚀之后被腐化的位置，如果不及时进行更换，其带来

的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些护栏由于长时间暴露在空

气中，经过风吹日晒后表面上的油漆发生脱落，针对

这种情况，公路的维修和养护人员一定要对护栏进行

定期刷漆或者更换，以保证护栏的原貌，降低环境对

其造成的损坏。在进行护栏高度的设定时，一定要结

合实际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因为护栏会由于路面

的相关情况发生一定的变化。

3.2 高速公路标志牌的维护和维修

高速公路上所设置的标志牌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提

醒车辆驾驶人员前方道路的具体情况，为人们的安全

出行和驾驶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在进行标志牌的制作

时，通常都是在车间批量进行的，在生产过程中对其

质量的控制工作对标志牌整体的质量起到了积极的影

响作用。所以，对于产品制作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工作

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保证标志牌所选择的材

料要符合国家的实际需求。在完成标志底板制作后，

要对其反光效果进行反复测试，同时还要保证在粘贴

的过程中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操作。当所有工序都顺

利完工后，还要加强验收检查、包装、运输等工作的

把关，任何环节都要坚持高品质与高质量的要求 [5]。需

要注意的是，在生产过程中，还存在两个比较重要的

因素是会影响到标志牌整体质量的，就是平整度和质

量标准，如果这两项中有任何一项没有达到相应的标

准，都很可能造成标志牌的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3.3 高速公路交通标线的维护和维修

在高速公路上，交通标线的作用主要是分隔开同

时并行的车辆，以保证车辆能够在高速公路上安全行

驶。因此，一定要保证高速公路上交通标线整体的清

晰可见，使其本身的导向功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为

了能够更好地提升公路导向线的维修效率，最有效的

方式就是通过虚拟标记的方式开展工作，对破损、磨损、

模糊不清的标识及时清理、整修。如果某一位置破损

严重，就需要施工人员将已经破损的标记进行拆卸并

进行重新喷漆，以确保维修后的标记具有良好的配合

度和耐磨性。除此之外，还必须要保证维修前后线路

的一致性，保证其连续顺畅，使经过的驾驶人员能够

清晰辨别标识线的轨迹。

3.4 高速公路防眩板设施的维护和维修

通常情况下，在高速公路上的防眩板会设置在中

央隔离带的位置，防眩板设置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最大

限度上避免驾驶人员被眩晕的光线所影响，使得驾驶

过程中出现安全隐患。防眩板以及植物灌木等通常都

设置在中央隔离带的位置，但是防眩网大多数情况下

是很少会被应用到高速公路中的，这主要是因为防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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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所采用的材料具有较高的成本，而且其整个的固化

过程是比较繁琐的，对高速公路的道路建设还会造成

一定的阻碍。在高速公路中，防眩板由于长时间暴露

在空气中，很容易发生变形以及受到腐蚀，这时候就

需要工作人员及时对其进行维护和养护，并进行重新

刷漆或者更换，保证防眩板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防眩

的作用 [6]。

3.5 高速公路刺丝网、隔离栅的养护与维修

在高速公路上，随处可见高速公路刺丝网、隔离

栅，其设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有效阻止行人、

动物或者一些其他能够影响交通的物理的经过，避免

其进入危险区，造成交通安全事故。刺丝网、隔离栅

能够将公路用地和其他用地有效地分隔开，进而保证

了机动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能够安全、平稳的行驶。因

此，针对高速公路刺丝网、隔离栅的养护和维护工作

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人员要定期对刺丝网、隔离栅

中粘贴的各类广告以及污染物、杂草垃圾等进行清理，

对于一些人为因素或者交通事故造成的刺丝网、隔离

栅损坏现象，要及时进行维修或者更换 [7]。

4 高速公路安全设施维护与维修建议

4.1 提高养护维修人员的专业性

要想保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维修与养护工作

的高效开展，就必须要重视其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专业

人员的培养，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使养护维修人员

能够掌握规范的处理手段和方法，进而从根本上提升

交通设施的维护效率。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人才管理

的能力，组织施工人员进行长期学习，促进施工人员

专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的不断提升，以适应高速公路智

能化改造的发展进程。

4.2 建立完善的安全设施维护与维修制度

要建立完善的安全设施维护与维修制度，为高速

公路安全设施的维护与维修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工作

人员的行为有据可依，规范维护与维修的周期、流程等。

与此同时，还需要建立检查制度，明确规定工作人员

检查的频率等事项，做好安全设施的日常检查工作，

以便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此外，在恶劣天气要关注安全

设施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在极端天气之后要重点检查安

全设施的质量情况，确保安全设施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8]。

4.3 交通安全设施的维护

养护单位可以发挥多个相关单位的作用，与他们

展开合作，这样可以确保道路安全的及时性。并且使

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一起保证交通的顺畅和安全，

为我国交通提供一个安全的氛围，促进社会的稳定。

4.4 质控体系的完善

要进一步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强调质量管理责任

机制的全面落实，构建并实施契合施工现场的质量保

证体系。质控体系应该对高速公路施工的全过程都有

涉及，能够通过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以及事后监督总

结等一系列举措加强质量管理，及时纠正高速公路施

工过程中的不合规行为，从而确保高速公路的质量 [9]。

5 结语

高速公路属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而且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它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

来越重要。在其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的阶段，高速公路

的养护和维修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方面的

建设不仅关系到高速公路的安全性和运行效率，而且

对于整体提升高速公路的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史强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与维修分析 [J].
交通世界 ,2019(11):50-51.
[2] 张小玉 .分析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养护与维修
[J].黑龙江交通科技 ,2019(06):206.
[3] 文斌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质量管理与控制
研究 [J].工程技术研究 ,2019(09):154.
[4] 崔华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养护与维修分析
[J].工程与建设 ,2020(05):759-760.
[5] 贺昌义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管理 [J].黑龙
江交通科技 ,2019,41(04):190,192.
[6] 梁平 .高速公路养护施工区安全保障设施设置探究
[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19(16):96-97.
[7] 朱新宇 ,李金刚 ,党文修 ,等 .关于国省道交通安
全设施设置的研究分析 [J].道路交通管理 ,2020(01):36-
37.
[8] 张思凯 .“互联网 +”在交通安全设施工程管理中
的应用浅析 [J].科技风 ,2020(07):135.
[9] 周克美 .公路标志在交通安全设施中的应用探讨
[J].科技风 ,2020(06):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