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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我国道路施工项目无论是施工规模，还是项目

数量都在急剧增加，现代化的筑路机械无疑会更多的应

用在筑路工程上，设备的安全稳定性对道路施工的顺利

进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筑路机械的维护保养正是提高

筑路机械使用寿命的最佳手段之一。不正确的维护保养

必然会带来筑路机械的性能下降，精度降低，严重者甚

至对施工进度及安全质量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筑路机

械无疑是公司固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数据的统

计，筑路机械可以占到总资产的 80% 左右。这说明保证

好筑路机械的维护保养正是对建设公司资产的一种保值

增值。因此有必要清楚筑路机械常见问题的原因，做好

维护保养工作，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1    筑路施工机械设备的常见故障的原因

筑路施工机械设备常见问题的引发无疑是多方面的，

而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1.1    施工现场环境因素

从现实生活中的施工情况来看，由于大多数的施工

现场环境都十分恶劣，现场的水文及地质情况很容易就

会对筑路机械产生影响。由于施工现场及施工对象本身

的原因，对于筑路机械中的一些零件在施工后会出现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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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腐蚀、紧固件脱落等多种情况。除此之外，天气因素、

季节因素以及施工淡旺季等都会对设备造成影响，应予

以重点关注。

1.2    人的不正当操作因素

在道路施工中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道路施工场合，

对现场的操作人员素质有了更多的要求，能力不达标的

施工人员会在施工中由于误操作，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

题，给筑路机械设备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坏。以常见的路

面铣刨机械为例：

路面铣刨机是一种以路面转子均匀旋转，螺旋排列

于滚筒的铁刨刀顺序接触被铣路面物料。当铣刨刀与物

料接触应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侯，物料就会被压碎及崩

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合适的运行速度肯定会加剧

刀具的磨损从而对路面铣刨机造成损坏。实际中推荐的

刨铣深度与速度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表 1 所示。

1.3    筑路机械设备自身因素

由于设备本身长时间得不到正确合理的维护保养，

出现了零部件松脱，设备本身润滑不够或是设备紧固等

各方面的问题，在施工前未进行认真检查，最终导致设

备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机械故障。除此之外，采购的设

备质量如果不达标，故障发生率更高。

1.4    管理因素

对于某些建设公司，在管理层面并不重视设备的维

表 1    路面铣刨机刨铣深度与速度关系表

刨铣深度 /mm 0 ～ 10 10 ～ 20 20 ～ 30 30 ～ 40 40 ～ 50 50 ～ 70

刨铣速度 /（m/min） ≤ 29.5 15.0 12.0 11.0 ≤ 9.5 ≤ 8.5

刨铣深度 /mm 70 ～ 90 90 ～ 100 100 ～ 150 150 ～ 200 200 ～ 250 250 ～ 300

刨铣速度 /（m/min） ≤ 7.5 ≤ 7.0 ≤ 6.0 ≤ 5.0 ≤ 4.5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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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保养，导致设备维护保养技术落后，甚至不进行保养，

更缺乏预防措施。对于一些常见问题的出现，只是一

昧地维修无疑是治标不治本的，从源头上减少问题的

发生定然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力和物力的白白浪费。

2    筑路施工机械设备的维护保养原则

2.1    “以养代修”原则

随着时代的进步，机械领域的不断发展，相关部门

逐渐打破以往的固有观念，开始推广“以养代修”的

管理理念，不再只是一味求快而忽略了设备运行的健

康情况。日常的维护保养逐渐开始增加，这无疑可以

有效地减少重大设备故障的发生从而减少由于设备问

题而给企业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以养代修原则从源

头上减少了设备发生故障的次数，减少了企业的生产

成本，从另一个方面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2.2    日常保养原则

筑路机械设备一旦进入投产使用，其工作能力就开

始呈现下降趋势，寿命就开始进入到损耗阶段。但设

备运行到一定程度后就需要进行恢复性维修，而目前

设备的维护工作基本是按如图 1 所示结构进行的。

由于对于设备管理认知的不到位，许多公司忽

略了日常对于设备的巡检及维护，往往要等到设备

出现故障后才进行问题的检查及维修，这对设备的

使用寿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利于设备的日常使

用。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加强现场设

备管理人员对与日常巡检的重视程度，及时发现设

备存在的问题。筑路机械发生问题并非是偶然，在

问题发生前必然会有一些先兆的出现，如果检查到

位，必然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或降低事故发生的 

概率。

2.3    定期监查原则

为促进检查工作的落实，加强检查工作的进行，可

采用年度监查、定期监查和日常监查相结合的方式，从

多方面入手，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日常监查可以安排

现场人员每日从外观，声音等方面确定设备的正常运

行，而定期监查则为派遣一些专业人员定期对设备进行

评估，确定设备的运行情况，避免意外的发生。年度检

查则是全方面的对设备进行体检，确定设备现在的状

态，对出现磨损的零部件进行更换。三种监查方式的结

合，从频率，深度等各方面为设备故障的预防带来极大

的帮助，从源头上减少问题的发生。

2.4    提前预防原则

管理层面需要构建合理的预防排查机制，早期事故

的发生都是有着明显的先兆的，事故的发生必然是长

期小问题不断积累导致的。建立合理的预防排除机制，

隐患的排查治理和风险源头的合理管控，无疑会从源头

上减少大量事故的发生。伴随设备零件长期使用磨损，

有些设备故障是无法避免的，能做的就是加强维护保养

和及时检修，尽可能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及减少设备故障

的影响，保证施工的正常进行。

同时，施工单位的管理人员应当加强对

于施工各个方面的关注情况，完善内部管理

机制，加强施工人员的培训学习，提高现场

施工人员对于机械设备的认知及维护保养知

识的学习。应做好最坏的打算，建立起来发

生事故后的应对方案，事故的发生具有着偶

然性，任何人都无法确定事故发生的时间以

及地点。因此，必须提前做好应对方案，尽

可能减少事故发生带来的损害。

3    筑路施工机械设备的维护保养技术

3.1    进行机械设备的润滑保养

筑路机械多为大型设备，由多种零部件

构成，其中存在着各种的相互作用力，同时其工作环境

一般比较恶劣，容易收到外界尘沙等物质的影响造成设

备零件之间摩擦加大，出现磨损现象。其中发动机的高

速运转部件如曲轴、凸轮轴等更是需要经常性的润滑工

作。这方面可以通过润混系统将润滑油以合适的温度

及数量持续性的供给到接触面上，而有些部件，如滑轮、

拉杆等，则需要人工进行润滑。

3.2    进行机械设备的防腐保养

由于露天的施工环境，筑路机械设备零件长期暴露

图 1    筑路机械的维护保养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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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空气中，甚至会与雨水等其他物质接触，由于设备

与水接触后在表面形成了一个个小的原电池，加速了

设备的电化学腐蚀，从而产生了各种腐蚀物。这就要

求施工人员做好对于设备的日常防腐工作，及时清理

设备表面的腐蚀并喷刷油漆防腐或其他防腐措施，减

少设备的腐蚀对于筑路机械的影响。尤其是因为腐蚀

而造成的渗漏部位应予以重点检查，如表 2 所示。

3.3    进行机械设备的清洗保养

设备清洗是一项日常工作，每日设备使用完毕后都

应该对机械设备进行清洗，除去设备上的污染物。尤其

是发动机的空气过滤器、机油滤芯、汽油滤芯，即“三滤”

以及电气部分的清洗维护，确保设备核心的正常运作。

对于筑路机械的调整保养，调整保养是指对于设备零

件之间位置及相对关系的调整，要按照维修手册及时

对设备的气门间隙、齿轮间隔等进行合理的调整。

3.4    进行机械设备的紧固保养

由于筑路机械长期处于一种高强度的震动状态，容

易出现坚固件的松脱情况。当设备处于这种状态时极

易出现零部件的松脱，从而出现设备故障，乃至漏油、

漏气、漏电的发生。因此，需要加强对于紧固件的检查，

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对于一些关键的节点更需要定

期按照标准进行进行紧固，避免意外的发生。

3.5    充分利用现代检测技术。

在科技急速发展的现代，筑路机械设备也在不断地

更新换代，仅仅依靠传统的看、听、摸，早已无法满足

对于设备运行状态的检查。为更科学直观地了解筑路机

械的运行状态，应当充分利用油品检测仪、震动测试笔、

温度测定仪等现代化的科技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或者

利用现代化的自动控制系统，通过控制面板时刻检查筑

路机械的运行状态，确定设备处于一个可控范围内。

3.6    重视寒冷冬季的维护保养

冬季是筑路机械的施工淡季，冬季因为气候寒冷，

不仅会导致电解液和冷却水冻结，还会导致柴油机启

动困难，甚至会造成设备磨损加剧。所以必须在入冬

前提前做好维护保养工作，要能够确保机械安全过冬，

延长使用寿命。为防止发动机冷却水结冰，要在作业

结束后等温度降低至 50 ～ 60℃时放出冷却水。但如果

气温过低可向冷却系统内加注防冻液，防冻液配方可

按照如表 3 所示。

3.7    重视机械设备使用前的安装过程

初期安装筑路机械设备时，就要及时检查各个部件

的性能，确保设备的能够正常运转不受影响。同时需

要保证设备后期的维修检查要方便，确保在设备发生

故障时能够给予维修人员足够的维修空间，尽可能减

少维修的工作量。还有就是设备部件内部的设计要规

范化、标准化，保证设备损坏后零部件的更换便捷，有

利于故障后设备的尽快恢复正常运行。最后要提高设

备部件的识别性，不同类型的零部件进行不同的标注，

让后期维修人员能够快速的识别部件，加快维修进度。

4    筑路机械设备的维护管理策略

4.1    施工人员的技术培训

施工人员是日常最接近筑路机械设备的人员，是日

常对于机械设备维护保养使用的最关键部分。正确合理

地使用与维护保养可以大大延长筑路机械设备的使用寿

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要求筑路机械设备的使用

及维护保养单位需要加强对于日常操作人员的培训，严

格安装操作规程，规范化使用，科学合理的维护保养，

避免设备的不合理或者超负荷运行。同时应当加强管理

人员对于筑路机械设备的日常巡检工作的重视，及时发

现设备的异常情况，从苗头掐断故障的发生。此外，设

备的维护保养需要严格安装设备说明书及实际的现场情

况进行，避免因盲目的保养维修而加重对于设备的损害。

4.2    保证采购质量及安装质量

在确定合适的机械设备上可以使用分析法来确定所

表 3    冬季防冻液中乙二醇和水的比例及冰点

容积 /%
冰点 /℃ 密度 

乙二 醇 水 

40 60 -24 1.057

50 50 -34 1.068

55 45 -42 1.074

60 40 -55 1.079

表 2    筑路机械容易发生渗漏的部位

系统名称 容易渗漏部位

发动机
曲轴前后油封、油底壳垫及堵塞、滤清器接合面、

油管接头、排气管、喷油泵壳体接合面

驱动桥 后盖及侧盖油封、减速器端面、轴承座结合面

变速箱 上盖及侧盖油封、油堵及通气塞 

转向系统 油封、转向器盖及管接头

散热器 散热器管上、下水室

气泵 各种端盖、管接头

减震器 壳体接合面、管接头

制动阀 工作缸

液压系统
操纵阀组、油缸、油马达、油泵、亮体接合面、管

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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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选购机械可以从品牌、耗油

量、功率、价格以及保修服务等

五个维度进行比较，综合考虑后

得出不同的方案，再对这些方案

进行二次对比，争取采购到性价

比最佳的机械，选购结构图如图

2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在保证

预算足够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

的保证买到质量较好的机械，避

免由于设备本身出厂时就存在隐

患，导致事故的发生。

4.3    建立维护保养集中管理制度

在现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体

系下，必须要做好设备的集中

管理制度，将筑路机械设备进行分类集中管理，这样

有利于设备的合理调配，有效地降低因为分配不当导

致的设备短缺现象。同时要对现有的设备进行存档管

理，建立设备的档案库，必要时可以建立专门的档

案管理部门，统一对设备的购入、使用、维修进行存

档。这种做法有利于对于现有设备进行一个明确的分

析，及时准确地对筑路机械进行维护保养，减少问题的 
发生。

5    结语

道路施工建设是一个周期非常长的工作，设备长时

间的停留在施工现场并长期处于运行状态。为降低事

故发生的概率，必须清楚筑路机械设备发生故障的原

因，应当坚持以养代修原则、日常保养原则、定期检

查原则以及提前预防原则。在此基础上，学习筑路机

械设备的维护保养的常用技术，做好润滑、防腐、清洗、

紧固、冬季保养工作，同时加强检测技术的运用，及

时发现问题。在管理层面，加强采购管理，建立日常

维护保养制度，减少由于设备故障而导致的不必要的 

图 2    选购筑路机械的原则

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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