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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技术在供水企业
机械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温翘楚

（淄博天润供水有限公司，山东 淄博 255400）

摘　要　水作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重要资源，供水企业作为给人们日常生活供水的重要企业，供水企业机械设

备管理质量对满足人们的供水需求至关重要，随着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电子信息技术手段也逐渐普

及应用到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中，有效地提升了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水平，提升了工作效率，保证了人

们的日常生活用水。本文通过研究介绍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电子信息技术对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的积

极作用，研究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现状，提出电子信息技术在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中的应用形式，以期为相

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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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作为供水企业管理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供水企业对其机械设备的配备、维

修、运行等相关工作利用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管理，

保证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重

要的水资源，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电子信

息技术对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不仅提升了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的生产、维修、

处理水平，还有效地延长了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为

供水企业降低了经济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益。本文首

先对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进行介绍，研究介绍

电子信息技术对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的作用；其次

分析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现状；最后提出电子信息

技术在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方式，希

望丰富相关的理论研究。

1 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

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主要是根据相应的管理要

求，对供水企业的机械设备使用生命周期内的一切工

作进行管理，包括机械设备的购入、投入使用、生产

过程、维修保养、报废处理等工作，供水企业机械设

备作为供水企业生产发展的主要设备，在供水企业的

生产经验过程中应用的频率非常高，是供水企业生产

经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采取科学合理的手段加

强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提升管理水平和质量

对供水企业至关重要。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主

要是为了延长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保证机械设备更

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为供水企业提升经济效益，降

低供水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且能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

用水提供更好的服务。近年来，在科技水平逐步提升

的基础上，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

逐步提升，对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需要供水企业加强电子信息技术人才、机

械设备自动化管理人才的人力资源建设，更新电子信

息技术管理理念，完善相应的管理手段，提升供水企

业机械设备管理水平，提升机械设备的使用效率，延

长使用寿命，保证供水企业的正常运行和人们生产生

活的用水需求 [1]。

2 电子信息技术对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的

作用

2.1 有效地提升了机械设备管理工作效率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信息技术逐步应用于

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而且电子信息技术仍旧

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效地促进了各行各业智能化、自

动化的发展，对设备管理效率和质量的提升都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供水企业传统的机械设备管理方式主要

是依靠人工手段，利用人工的交流和登记，不仅影响

着机械设备管理效率，还容易在登记、交流过程中出

现人为的失误，影响机械设备的管理水平，随着科技

水平的进步，供水企业也在顺应时代的发展，积极地

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进行机械设备的管理，并逐步依靠

电子信息技术实现更高效的机械设备管理工作，利用

信息技术节省了管理人员人工登记的时间，避免了人

工登记信息出现的失误，提升了查找信息的效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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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更高的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

2.2 有效地提升了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的自动

化水平

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作为供水企业主要的生产

经营设备，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也会不可避免地出

现故障，即使是较小程度的设备故障，如果不及时进

行维修处理，也会加大故障的级别，对供水企业机械

设备的正常生产使用带来更大的影响，导致机械设备

的使用寿命缩短，增加供水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降

低经济效益，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依靠电子信

息技术，可以有效地提升机械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

程度，供水企业还可以积极建立机械设备信息技术管

理系统，提升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的自动化水平，及时

发现机械设备的故障，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延长供水

企业机械设备的生产使用寿命，提升经济效益。

2.3 有效地提升了供水企业的服务质量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在机械设备管理工作中应用方

式的越来越广泛，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智能化、

自动化的发展，使供水企业逐步发展为智能化、机械

化的生产作业模式，保证供水企业及时发现机械设备

的问题以及水质的变化，并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进行

设备的维修保养，改善供水质量，为人们的生产生活

提供更加优质、安全、健康的水资源，提升供水服务

质量，提升社会公众对供水企业的满意程度，对供水

企业的智能化、自动化、机械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2]。综上所述，电子信息技术对供水企业

机械设备管理工作至关重要。

3 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现状

3.1 电子信息技术对机械设备管理控制不全面

虽然电子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供水企业机械设

备管理工作中，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电子信息技

术对机械设备管理控制存在不全面的现象，并未真正

实现对机械设备生命周期内全过程的全面管理，比如

因供水企业管理人员对机械设备的报废处理重视程度

不足，缺乏对机械设备报废进行电子信息技术的管理，

缺乏对市场价格的实际分析考察，很容易因处理人员

不认真考察或因其为了个人利益虚假报价，导致机械

设备的处理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给供水企业带来

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

3.2 缺乏完善的电子信息技术管理制度

供水企业的机械设备管理缺乏完善的电子信息技

术管理制度对其管理质量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供水企

业机械设备的发展速度较快，需要随着机械设备的更

新、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行管理制度的更新完善，

但因供水企业对管理制度重视程度不足或认知不足等

因素，目前供水企业缺乏对机械设备电子信息技术管

理制度的完善，导致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存在偏差或

困难，甚至缺乏相关的监督管理人员，影响着供水企

业机械设备电子信息技术的管理质量，也无法进行有

效的监督和管理。

3.3 缺乏专业的机械设备信息技术管理人才

随着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的更新，电子信息技术水

平的发展，供水企业专业机械设备信息技术管理人才

的缺失也影响着其管理的质量。供水企业机械设备有

着较高的使用频率，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也存在较多的

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对机械设备的维护保养和机械设

备故障时的维修等工作更加的复杂，如果供水企业缺

乏对机械设备使用人才的培训指导，很容易影响机械

设备的使用效率和使用寿命，而且随着电子信息技术

的应用，也需要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人员具有较高

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如果供水企业忽视对信息技术

人才的培养和引入，很容易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出现

问题，影响机械设备的信息技术管理质量。

4 电子信息技术在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

作中的应用方式

电子信息技术在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中有

着广泛的应用，包括自动化管理系统的设计、实现、

运行等众多方面。首先，供水企业利用 Visu-al Studio

等相关的应用开发平台，进行供水企业机械设备自动

化管理系统的设计工作；其次，利用 Socket/TCL/IP、

Active X Data Object、数据扫描 TWAIN等相关的技术

进行供水企业机械设备自动化管理系统的运行；最后，

利用 SQL Sever2000进行供水企业机械设备自动化管理

系统对后台数据的管理，保证相关信息数据的共享，

实现对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的有效管理 [3]。

4.1 供水企业机械设备自动化管理系统

供水企业机械设备自动化管理系统主要是利用 C/

S模式，C/S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任务的分工，

实现对系统的有效操作，保证数据库服务器储存功能、

客户端处理功能等效果的充分发挥，这种模式可以有

效地保证集中控制数据的完整，数据信息的安全，可

以支持分布式计算机的应用等优势，一般情况下，C/

S模式下的供水企业机械设备自动化管理系统包括静态

资料、动态信息交互两个方面，静态资料主要是对供

水企业机械设备基本信息、基本运行状态、维护资料

等内容进行管理；动态信息交互主要包括供水企业机

械设备各种信息数据的传送、接收、统计、整理、分

析等工作。如图 1所示，是自动化管理系统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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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动化管理系统结构图

供水企业机械设备自动化管理系统是对供水设备

使用寿命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控制，可以对供

水企业机械设备使用过程中包含的所有数据信息进行

自动化的记录、分类、统计、整理，并形成自动化的

系统操作代码，可以有效地保证供水企业机械设备各

项工作口令共享的实时性和准确性，有效地避免出现

人工的失误，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4]。

4.2 提升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质量的

策略

4.2.1 实现电子信息技术对机械设备的全面管理

供水企业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进行机械设备管理时

要保证管理的全面性。首先，供水企业要全面地了解

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全过程，包括机械设备的对比购

入、投入使用、日常生产活动、故障维修、日常维护保养、

使用寿命、报废处理等全过程，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对

企业机械设备的使用全过程进行全面管理；其次，供

水企业要积极地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机械设备信息技术

管理经验，再根据供水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管理

经验的分析；最后，供水企业要建立完善的机械设备

管理体系，尤其是设置监督部门，定期对机械设备的

使用情况、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实

现对机械设备使用全过程的监督，提升工作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保证电子信息技术对机械设备的全面管理。

4.2.2 制定完善的电子信息技术管理制度

供水企业要积极地制定完善的电子信息技术管理

制度。首先，供水企业要制定出机械设备使用全过程

的管理制度，比如日常的维护保养制度，明确的制定

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维护保养的方案和频次、周期、

信息的录入等，保证工作人员可以按照管理制定的要

求规范的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进行机械设备的管理，提

升管理的规范性和全面性；其次，供水企业要随着机

械设备的发展更新、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管理制度

进行更新完善，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时性、科学性；最

后，供水企业还要制定出企业内部的电子信息技术培

训制度，定期组织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电子信息技术

的培训，建立奖惩制度，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提升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的电子信息技术管理水平。

4.2.3 加强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电子信息技术管理人

才的建设

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人才和电子信息技术管理

人才的培养对提升其管理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

供水企业要加强机械设备管理人才的建设，随着机械

设备的更新发展，组织相关的工作人才积极地参加机

械设备管理的培训，实时了解最新的机械设备使用和

管理知识，提升工作人员对机械设备的安全使用能力，

提升管理水平；其次，供水企业应积极地招聘电子信

息技术管理人才，保证相关的人才能够更好地利用电

子信息技术实现对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的管理，能够有

效地利用计算机等设备及时检测机械设备的使用情况，

提升管理水平；最后，供水企业还要制定严格的管理

责任制度，提升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管理的积极性，

提升电子信息技术在供水机械设备管理中的效率 [5]。

5 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介绍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

电子信息技术对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的作用等相关

内容，分析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现状，提出电子信

息技术在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方式，

首先提出供水企业机械设备自动化管理系统，再从实

现电子信息技术对机械设备的全面管理、制定完善的

电子信息技术管理制度、加强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电子

信息技术管理人才的建设等方面出发，提出提升供水

企业机械设备管理工作质量的策略，提升电子信息技

术对供水企业机械设备的管理质量，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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