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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路桥施工机械设备的管理方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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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形势下，我国科技水平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建筑行业及路桥行业的发展都有大幅度提高。路桥工程的

建设需要一定机械设备的协助，但当前在路桥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对机械设备的管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最终

的施工效果无法达到当前路桥建设方面对应的标准，不利于路桥建设的顺利开展。基于此，本文针对路桥建设过

程中机械设备方面的管理状况及优势进行分析阐述，并提出相关的机械设备管理措施，保证其机械设备的管理过

程具备一定的科学合理性，有利于促进路桥建设过程的有序进行，加强企业的竞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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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工程的建设规格不断扩大，而且一直是我国

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重点工程之一，所以目前建设行业

对路桥工程的关注程度逐渐加深。而路桥工程的建设

过程中需要许多施工机械设备的协助，只有有效的使

用施工机械设备才能促使路桥项目施工更快、更好地

开展 [1]。然而许多相关的施工单位对建设过程中的机械

设备管理存在一定的问题，也会影响后期整个路桥工

程建设的顺利完成。因此，文章主要针对路桥工程中

机械设备方面的管理进行分析，讨论其重要性及管理

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对其含义及优势展开相关阐述，

希望能提出一定的管理举措，为实际施工中设备管理

提供一定参考。

1 桥梁施工管理的重要性

桥梁工程的建设包括很多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其

独特的作用，其中管理环节便是影响工程顺利有序完

成的重要因素 [2]。且路桥工程的建设，离不开许多大型

机械设备的帮助，但如果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对机械

设备进行有效的管理，可能会导致机械在建设过程中

的使用不顺利，成本不断增加，影响施工的工期。因此，

路桥建设的机械设备管理工作能协助该施工项目的高

效完成，同时避免其工程建设在机械方面出现不必要

的损耗，对路桥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工程建设的质

量提供一定保障。

路桥工程中的机械管控是工程建设中需要重点关

注的环节，可通过促进相关设备方面的管理机制，推

动整个建设过程的管理工作，加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目前，各类路桥工程中的机械设备管控工作，都必须

按照相关的政策条规，结合实际的情况对其展开制定

相关的管理条例，保证管理过程中的科学、合理、经

济等各方面因素，这样可以保证路桥工程施工的顺利，

又降低了其机械方面的相关成本。

对于机械设备方面，主要分为管控、运用、保养、

修复和相关构件的使用等 5个相关环节，各项目需要

保证其相关人员对机械设备可以做到科学采购、合理

运用、仔细维修、及时检修、运行经济各项要求，从

而保证路桥建设过程顺利有序地完成，为工程质量提

供相关保障 [3]。

2 路桥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路桥工程建设数量的不断扩增，相关管理工

作的人员对工程管理方面的工作越发重视，机械设备

方面的管理成为工程管控工作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但目前仍有许多建设单位在设备管理中还存在着

各类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项目施工环节的顺利开

展，下文将对路桥工程在设备管理方面的各项问题进

行分析。

2.1 相关机械设备方面的管理机制不完善

当前，许多相关建设单位，对于路桥工程中的管

理环节不够重视，企业对于该环节存在的问题也不关

注，管理人员对机械管理也是持敷衍的态度。许多企

业对其相关机械设备方面没有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

使机械管理工作存在一定问题，管理人员也未能对责

任做出明确的划分，职责方面了解不清晰，因此影响

路桥建设的正常顺利进行。还有，许多相关单位对各

种机械设备的技术资料方面的档案、其设备安装方面

的登记等工作不重视，管理工作方面的顺序比较杂乱 [4]。

且在设备使用时，有些企业对于相关管理模糊，未能

及时对其进行入账管理，整个工作变得更加无序，最

终致使其在资产方面出现流失现象，不利于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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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远发展。所以，当前大多数单位在机械设备方面

的管理中存在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措施不完善，使管

理工作无法落实到位，影响工程的顺利开展。

2.2 设备管理方面的安全隐患问题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路桥企业的体制形势已逐

渐从国有、集体为主体转变为以国有、股份、外企等

体制共同存在的新形势。单位中原有的设备管理体系

已经不能满足当前路桥工程建设的需求，如此便需要

企业健全其管理体系，对其中的问题进行不断的完善

处理，保证其发展适合相关设备管理方面的需求。还有，

目前有些路桥建设在设备管理环节的工作不是非常规

范，相关管理方面的制度存在漏洞。还有些单位不重

视其设备管理的问题，为了降低工程建设中相关机械

设备方面的成本，获取更多的利益，对其相关设备方

面的资金投入比较低，导致机械设备规格不能满足建

设所要求的标准，影响路桥建设，或未对机械设备进

行及时的更新，导致路桥工程建设过程中设备老化，

很容易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出现问题，也达不到建设

方面的相关标准需求，使得其建设过程中机械的使用

方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会对其整个建设过程造

成不利影响 [5]。

2.3 路桥建设中相关工作人员方面存在不足

目前，城市发展中路桥方面的建设越来越多，其

建设过程比较复杂，而每个环节的顺利完成都需要相

关专业人员的参与，以此保证整个建设过程的科学合

理，因此机械设备管理也需要专业的管理人员。然而

在许多路桥建设的实际施工中，其设备管理的工作人

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很多进行相关管理的人员并未

经受机械设备管理方面的定期培训，对其相关管理知

识也处在比较浅显的层面，不了解具体的专业知识，

对如何开展机械规格的采购、登记机械的相关参数、

对机械设备维修等环节都属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这是

因为路桥建设的机械设备管理方面的工作人员缺乏足

够专业的机械知识 [6]。还有，路桥建设过程中，开展建

设工作的人员都属于流动的，其专业素养水平各不相

同，对于机械方面的管理都是比较片面的管理，如管

理人员发生流动，其机械设备的管理人员发生变换，

后来的管理人员对机械的具体情况不能深入的了解，

也就无法对其运用做出合理安排 [7]。因此，相关设备方

面的管理人员出现问题，会影响整个路桥建设无法进

行有序的施工，最终影响其建设质量安全。

3 路桥施工机械设备检修管理概述

路桥建设过程中，机械设备的管理是重要的环节

之一，而对其机械设备进行相关检修的环节更是其设

备管理的关键，但对机械方面的检修，根据实际的设

备方面的检修，又可将其分为五种方式。

3.1 被动检修

被动检修的方式，通常是在事后的情况下开展的，

是路桥建设中比较常见的机械检修方式之一。一般情

况下，如若路桥建设方面的相关机械设备在其施工过

程中出现问题进行检修的方式，是被动检修。该检修

方式与其他方式相比，其更简便，不需要进行提前预备，

相关检修成本比较低，能够将相关机械构件的使用期

限充分利用。该方式更适合那种在路桥建设中相对不

重要的机械设备管理中使用，更利于节省机械设备方

面的成本 [8]。

3.2 主动检修

主动检修的方式，通常是对相关机械设备开展预

防检修。该方式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定期进行检修，更

换相关机械部件，进而防止其路桥建设的机械设备的

相关零件出现老旧、损坏的情况，以此来降低其相关

机械设备方面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例如，相关建设单

位可结合实际的运用过程，按照月、季、年的频率去

对其相关机械设备进行一定的检修，对相关重要部件

进行更新。该工作是需要相关专业人员来完成，定期

对相关施工设备进行一定的检查、清扫、调修、保养

等相关检修工作。通常情况下还会结合实际机械设备

的使用情况，对机械设备的检修需要制定固定的检修

周期，对其进行相关检修，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如相关检修人员、需要进行更新的部件等方面，确保

在其检修的时间内，可以顺利有序地完成相关机械设

备方面的检修，保证其检修的机械方面的质量。此方

式更合适那种在桥路建设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机械设

备的检修，或者是发生故障可能性比较高的相关机械

设备的检修，可以对其相关故障进行及时预防，进而

防止机械设备故障对路桥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

3.3 状态检修

状态检修的方式，顾名思义需要结合路桥建设的

实际施工中设备状态开展检修方面的工作，其本质和

主动检修的方式比较相似。此方式的检修，需要对其

相关机械设备方面的状态应该进行实时监测，其对路

桥建设中相关设备的运用期限方面进行确定，进而对

此可开展预防检修，可降低相关施工设备在预防检修中

成本的投入，也能相对减少机械准备方面的工作。此方

式适合那些路桥建设过程中设置了比较完备的监测设

备，这更符合相关机械设备检修部门的要求发展方向。

3.4 改进检修

改进检修的方式，一般情况下是利用比较新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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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或者方法对路桥建设中的相关机械设备的检修进

行改进的方式。此方式相对会提高相关工作人员对其

机械设备的检修水平，有利于相关施工设备的检修质

量，进而也能更好地促进整个路桥建设过程可以在机

械设备的协作下顺利有序完成。

3.5 改造检修

改造检修的方式，便是最后一种检修方式，是对

相关施工设备展开一定改造的检修方式。该方式有利

于促进机械设备在路桥建设中的施工效果，增强了相

关设备在施工中的可靠性。但此方式在使用时，需要

严格谨慎把控确定其改造结果，能够促进机械设备的

性能，并进行严格论证评估。

4 路桥施工机械设备点检管理优势

4.1 有利于及时处理机械设备中的相关问题

机械点检工作有利于工作人员及时了解相关机械

的实际状态，对其存在的隐患也能及时发现并处理其

相关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机械发生故障为工

程建设带来不好的影响。

4.2 符合预防为主的相关政策

机械设备的管理通常是以预防为主的，而机械点

检工作是进行预防检修的准备工作。工作人员可通过

不断的机械点检，对其相关机械设备进行科学合理的

维修，进一步保障了机械设备的安全。

4.3 有利于机械设备在运行中的信息反馈

开展机械点检方面的工作有利于相关工作人员了解

机械的具体运行状态，其运行中的相关信息也能及时反

馈给工作人员，方便相关工作人员对机械的各种性能

参数清楚掌握。

4.4 有利于提高相关检修人员的专业素养

对机械设备进行日常点检工作有利于相关工作人

员对机械设备的相关规格性能、保养等环节的熟练掌

握，促进机械设备方面的管理工作顺利完成。

5 加强管理的相关举措

5.1 健全完善相关的机械管理体系

相关单位对其机械设备方面的管理工作越来越重

视，而开展管理工作需要相关的机械管理制度的帮助，

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必须重视其设备管理方面的制度体

系，并不断将其完善，严格按照相关的设备管理制度

去执行，具体明确每个相关工作人员在设备管理中的

自身职责所在，在机械的使用过程中对其进行科学合理

的操作及检修，降低机械出现损坏的可能性。

5.2 加强对其机械成本方面的运算

在路桥工程的建设成本中，其机械方面的成本投

入相对较大，因此在对其相关机械设备管理的工作中，

可以通过加强对其运行方面的成本来进行管理。相关

单位应该对每个相关机械都设置相关的成本核算卡，

对相关机械的租赁费、油费、维护保养的费用等都进

行相关登记，有利于相关工作人员对其机械方面的成

本进行管理，及时对机械进行调整。

5.3 重视对机械设备方面的保养修复

相关建设单位应该重视对其施工设备方面的维护

保养，科学合理的运用机械设备进行相关操作，并对

其安全方面进行监测。在施工结束后，定期检查机械

设备情况，对其展开相关的维护保养，使得其安全方

面有所保障，也能保证机械设备的运行状态良好。

5.4 对相关检修人员进行检修方面的定期培训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机械设备的规格会不断发

生变化，这就需要相关检修的人员具备良好的专业素

养，要求其对机械设备的相关部件、操作原理、规格

性能、保养方式、故障修复方面都具备专业的知识，

并能对其相关技术熟练掌握。还有，企业也可以引进

专业人才对其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定期的工作培训，以

提高其机械检修方面的专业水平。

6 结语

随着路桥建设行业的飞速发展，行业中对其机械

设备方面的管理越来越重视，所以在开展其设备管理

的工作时，必须保证其机械设备的管理过程具备科学

合理性，进而促进路桥方面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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