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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道路工程施工规模、施工技术难度增大的条件下，

需要在施工期间引入的机械设备数量与种类也随之增

多，如果不进行有效管理，则会导致施工效率与质量的

下降。因此，在当前的道路工程施工期间要重点展开施

工机械设备的管理工作。

1    项目概述

某道路工程项目总建设长度约为 1262m，建设地点

位于区域快速公路路段，车流量较大且交通条件复杂。

在该道路工程内，包含着快速公路分道路改造、道路新

建以及桥梁工程，施工技术难度高，且需要投放的施工

机械设备相对多样。为确保施工顺利进行，各个施工机

械设备均能够发挥出其最大价值，在本道路工程施工管

理实践中，重点落实了施工机械设备管理。

2    道路施工中机械设备管理的难点与目标分析

2.1    道路施工中机械设备管理的难点
本项目建设施工地点的周边交通条件较为复杂，面

对交通疏导工作难度较大，且在实际施工期间需要完成

的施工协调工作量偏高；现场狭窄、面积小，导致施工

机械设备入场难度和退场难度偏大。

2.2    道路施工中机械设备管理的目标
在本项目工程中，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工作的主要目

标设定如下：第一，切实参考本道路工程施工现实要求

以及现场环境，完成施工机械设备配备方案的编制，实

现对施工现场内机械设备的合理性配置与投放。第二，

参考项目施工组织方案，落实施工机械设备，特别是大

型施工机械设备运输方案的编制，并及时将相应方案提

交至上级有关部门进行审批，在审批通过后方可依照方

案内容落实交通疏解。第三，审查所有机械设备操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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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某道路工程项目为例，在简单说明本道路施工中机械设备管理的难点与目标的基础上，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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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道路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工作升级，为同类工程管理工作的展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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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从业资格，了解持证情况，要求所有技术人员均持

证上岗；提前结合实际投放于本项目施工中的机械设备

型号、特点等，针对技术人员展开前期技术培训，促使

其提前熟练本项目施工中引入的机械设备操作。第四，

切实参考项目施工进度情况调配施工机械设备，全面检

查所有机械设备使用方案的执行情况。第五，明确、及

时掌握所有机械设备在施工期间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

问题并落实处理，保证机械设备运行能够满足本项目工

程建设施工的现实需要。

3    道路施工中机械设备管理的要点内容探究

3.1    健全并完善管理制度

3.1.1    账目管理

对于施工机械设备的账面而言，可以进一步细化为

两种，即施工机械设备总台账（物资设备部）、单台施

工机械设备台账（施工机械管理部门）。在进行账目管

理期间，要求针对所有施工机械设备进行编号以及信息

档案制作，并实施定期性的核对检查，降低施工期间机

械设备流失、遗漏等问题的发生概率，体现出对施工单

位经济损失的有效控制 [1]。为避免资产不明流失等问题

的发生，应当针对每一台机械设备均进行标准化档案与

账目的编制，并配置专项管理人员实施机械设备管理与

维修；制定并落实机械设备管理责任制，在发现问题后

及时追责，落实管理人员的责任制度。本项目施工现场

的机械设备管理规划如图 1 所示。

3.1.2    机械设备技术档案管理

为更好完成对投放至项目施工现场内的所有机械设

备的管理，需要提前针对所有机械设备进行技术档案编

制，并确保设备档案与技术档案中的内容保持一一对应

的关系。在机械设备技术档案内，要求明确记录的内容

包括机械设备原始资料、机械设备档案验收记录等等。

同时，要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机械设备技术档案管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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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相关技术人员可以迅速、准确、全面掌握机械设备的

历史使用情况、维护情况与维修工作情况。

3.1.3    施工管理制度与防护措施

在正式转入施工前，针对机械设备进行安全管理制

度的编制，主要包含交接班制度、维护保养制度、旁站

制度、检查验收制度、监测制度等。同时，还要提前完

成特殊情况下施工机械设备安全使用防护措施的设定，

如恶劣气候条件下的机械设备安全使用措施、周边交通

条件复杂情况下的施工机械设备安全使用措施等。

3.2    落实对施工机械设备的全寿命周期管理
在本工程建设期间，主要针对施工机械设备落实了

全寿命周期管理，此时需要完成的工作内容如表 1 所示。

将整个项目建设期间的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划分为三个阶

段，不同阶段落实的管理工作要点如下：

第一，使用前管理。结合工程施工实际需要选取合

适的施工机械设备，并根据现行管理要求以及项目施

工现场现实条件，完成管理制度的制定，为后续管理

工作的展开提供指导。针对所有投入施工的机械设备，

均落实入场前检测，保证所有入场机械设备均能够安

全、正常运行。同时，在机械设备入场后还要安排技

术人员及时组织展开调试操作，避免在实际施工期间

发生机械设备故障问题，并保证技术人员能够熟练操

作相应机械设备。

第二，使用中管理。在机械设备正式投入使用前，

要进行运行情况检查与参数调试，在判断机械设备运

行安全平稳的前提下进行正式施工，防止施工期间发

生机械设备故障问题。同时，应当尽可能提升机械设备

的使用率，结合施工计划的合理设定，确保同类机械

设备能够连续运行。特别是针对一些租赁设备，要尽

量将相应机械设备的使用工序安排在一起，促使其在

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饱和、安全运行，缩减总体租赁时间，

从而达到有效控制机械设备的使用成本。另外，还要定

期组织展开机械设备使用状态评估、机械设备使用管

理监管等工作，促使施工机械设备能够长期性的正常、

高效运行，强化道路工程施工期间相关机械设备管理的

现实工作成效。

第三，使用后管理。重视机械设备及时维修维护，

一旦发现施工机械设备发生运行故障或异常，就必须

要第一时间将相应机械设备转入停止运行的状态，随

后落实故障检测分析与维修处理，保证所有投入施工

的机械设备均稳定、安全运行 [2]。同时，所有施工机械

设备均要定期进行维护管理，要求在机械设备运行结

束后迅速进行维护；定期针对放置于现场内的机械设备

进行维护，尽可能延长相应机械设备的安全使用年限，

防止出现不必要的磨损。另外，还要综合应用网络技术、

虚拟技术、PDCA 分析、ABC 分析等技术手段，落实

机械设备维修统计分析，及时且精准地评定机械设备的

运行可靠程度，以此为基础完成施工机械设备维修养护

方案的针对性制定。

3.3    结合信息技术的应用强化机械设备监管
应用信息技术展开施工机械设备监控管理是当前优

化道路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工作的必要举措，在本工程的

机械设备管理实践中，主要在投放机械设备上引入定位

系统（图 2），配合前场设备远程监控设施的加设与使用，

实现对施工现场机械设备运行情况、位置信息的实时性

获取，以此提升施工机械设备的使用效率。在实践中，

相关管理人员可以结合前期设置的机械设备编号进行监

控设备安装，并连接定位设备与编号，确保可以及时发

现机械设备故障损坏等问题，达到对施工机械设备进行

实时性监控的效果。结合定位系统，管理人员可以全面

掌握机械设备的运行轨迹信息，配合在施工现场内投放

的监控设备，能够完成对机械设备的观察、了解并记录

机械设备运行情况以及其在实际施工中的工作过程，为

利用移动端实时监控的施工现场机械设备运行情况的实

现提供技术支持。

另外，定期针对施工机械设备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采取抽检抽查的方式，并切实发挥出信息化管理系

统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主要针对道路工程施工现场

内的机械设备的备案登记、编码、尾气排放情况、机

械过滤装置以及机械使用管理等方面进行检查，要求

严禁使用未进行编码登记和“冒黑烟”等高污染排放

机械施工作业，对发现不符合要求的机械设备立即停

止使用并清退出场 [3]。通过开展检查，进一步提升道

路工程施工现场对加强机械设备管理使用重要性的认

识，切实落实信息化管理系统填报制度，落实施工机

械设备的规范管理使用，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造成的 
污染。

表 1    施工机械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的工作内容

机械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措施

计划控制 职责控制 制度控制 程序控制 奖罚控制

图 1    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设备管理规划图



现代交通技术 2022 年    第 31 期

88

中国机械

3.4    组建高素养的管理人员工作队伍
定期针对施工机械设备管理人员展开项目施工机械

设备使用管理专题培训，安排讲师、领导干部、行业专

家结合近期机械设备作业发生事故案例，分析事故原因，

强调设备安全的重要性，并为参训人员讲解现场机械设

备存在的安全隐患及违章作业案例；深入解读行业企业

现行的设备管理办法、工程项目设备物资管理办法，宣

读关于加强机械设备使用管理的通知，以此提升相关管

理人员的素养与工作能力。

除了定期组织专题培训活动外，在本项目的施工

机械管理实践中，还针对管理人员提出了更多工作要

求，结合项目实际，围绕设备物资安全管理、周转材料

管理、设备报废和废旧材料的处理、设备物资人员管

理、防控风险等对项目设备物资管理工作提出要求；安

排部署了材料直采直供、大宗材料的选商、火工品直供

和地材的自加工、外加剂的复配、周转材料的一体化加

工和采购、信息化管理等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同时，项

目主管领导、各物资管理人员以专题培训为契机，在思

想上提高设备管理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搞好设备安全

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树立安全发展的理

念，坚决杜绝重特大特种设备事故的发生，抓好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切实做到一时一刻不放

松、一点一滴不马虎、一丝一毫不懈怠，确保万无一

失。另外，要求加强机械设备的进场验

收管理、加强机械设备的现场使用管

理，严格执行现场的设备安全操作要

求，将事故扼杀在萌芽中，并完善特种

设备安全技术档案，为管理好设备打好 
基础。

3.5    实施设备的折旧管理
在施工现场及时组织开展对施工机

械设备这一固定资产的判断，当发现存

在某一或是某些机械设备无法持续正常

运行时，除了要第一时间组织维修之外，

还要配套进行折旧费用管理 [4]。在本项

目工程的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实践中，折

旧率的计算主要应用表 2 内的公式，并

使用了快速折旧法，尽可能提升机械设

备的实际利用率。

4    结语

综上所述，道路工程施工技术难度高，且需要投放

的施工机械设备相对多样。为确保施工顺利进行，促使

各个施工机械设备均能够发挥出其最大价值，必须要在

道路工程施工管理实践中，重点落实施工机械设备管理。

结合制度优化、全周期管理模式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

提升了施工机械设备管理成效，推动了道路工程施工机

械设备管理工作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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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基于信息化管理的施工机械设备配置

表 2    施工机械设备折旧率计算

计算项目 计算公式

机械设备折旧率 （1- 残值率）/10

机械设备月折旧率 年折旧率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