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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路建设
进程的不断推进，目前我国公路隧道已
经从建设期逐渐进入运营期，国内特长
隧道的数量及里程均在不断增加。而公
路隧道的养护管理任务也愈发艰巨。

公路隧道养护管理存在主要问题

（1）隧道土建结构病害多发。随着公
路隧道运营年限的不断增长，公路隧道
洞口边坡失稳、结构渗水、衬砌裂缝、混
凝土材质劣化、排水系统堵塞等病害日
趋增多，土建结构病害造成的二衬掉块、
隧道结冰冻胀、仰拱上浮、路面过水等病
害严重影响了车辆和司乘人员的安全。

（2）公路隧道预防性养护开展不足。
由于资金保障、重视程度不够等多种原
因，目前我国公路隧道养护管理中，对于
影响行车安全的渗漏水、交通标志缺损、
设施设备的损坏等重大问题能够及时开
展处治工作。但对于隧道洞口排水系统
失修、设施设备的老化、衬砌结构的裂
缝、排水系统堵塞、隧道路面纵向裂缝等
长期发展的病害重视程度不够，不能及
时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养护工作，容易造
成此类问题的持续发展而产生更严重的
病害。

（3）隧道专业养护管理人员亟待加
强。公路隧道运营管理人员是养护管理
的执行者，其行为和专业素质直接影响
了隧道管理水平和效果。我国特别是中
西部欠发达省份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
管理人员、特别是隧道机电管理人员普
遍数量不足；2）管理人员职务设置不合
理，有些基层管理结构一人承担多种职
责，造成养护管理人员职责不清；3）管理
人员缺少专业培训，特别是面对建设期
遗留的设计和施工问题，缺乏应对能力。

（4）隧道交通事故、火灾等安全形式
严峻。隧道由于其结构狭长，一旦发生
事故或火灾，不易于现场的救援和烟雾
扩散。在毁坏车辆及货物的同时，还会
造成结构的破坏、设施设备损坏，容易引
发交通堵塞、爆炸等次生灾害，燃烧产生
的烟雾、高温和一氧化碳容易导致人员
伤亡。

公路隧道养护管理的措施

（1）培育科学的公路隧道养护作业制
度。1）加强公路隧道的土建和机电日常
巡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工作，确保隧
道病害处于可控范围内；2）加强养护施
工的专业化，引入具有专业资质的土建

和机电维护单位，加强日常的监管；3）推
进养护作业的标准化流程，建立全国统
一的养护施工、维修保养标准。

（2）建立科学的公路隧道预防性养护
体系。根据各地隧道运营的实际情况，
分析不同地方隧道养护工程中的数据和
经验，制定和完善公路隧道预防性养护
计划，开展隧道裂缝处治、排水系统疏
通、设施设备的更换、衬砌渗水的处治等
预防性养护工作。对公路隧道开展定期
和不定期的养护管理督查，落实科学养
护决策，增强隧道的使用年限。

（3）推进养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1）建立公路隧道信息化动态管理机制，
能够对公路隧道结构问题、通行量、交通
事故等数据实时更新；2）推进公路隧道
养护作业的信息化建设，能够对养护作
业的分配、过程、效果进行智能管控和实
时查看，确保养护作业的质量和效率；3）
建立公路隧道科学养护模型，通过智能
AI等技术深度分析公路养护管理数据，
建立公路隧道科学养护模型。

（4）应用和推广先进的养护管理技
术。在隧道养护管理领域中积极推进运
用物联网、云计算、自动控制、移动互联
网等技术。通过高新技术汇集隧道交通

信息，对隧道交通管理全过程进行管控
支撑，使公路隧道范围具备感知、互联、
分析、预测、控制等能力，以充分保障隧
道交通安全、发挥隧道基础设施效能、提
升隧道养护管理水平，为通畅的公众出
行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服务。

（5）建立高素质、专业化隧道养护管
理队伍。1）支持企业建立人才储备机
制，建立专业化隧道养护管理人员储备
库；2）加大对对现有管理人员和养护作
业队伍的专业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和责
任意识；3）建立考核人员专业技能考核
制度，加大对专业人员素质考核，确保养
护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

伴随我国公路交通事业的不断发
展，公路隧道的不断增多，公路隧道的运
营管理水平亟待提高。面对新形势，我
们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提高
公路隧道养护管理水平，做好隧道的日
常维护，加强隧道管理信息化和养护队
伍建设，推进养护新
技术的应用，确保公
路隧道畅通、安全、舒
适，进一步促进我国
公路交通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

公路隧道养护管理存在问题和应对措施
文 / 王心刚

商州公路段
启用小型航拍无人机

本报讯 近日，为提升公路养管智能化水平，
商州公路管理段启用小型航拍无人机，对辖管公路
展开巡检勘查，助推管养智能化再上新水平。

在日常公路养护巡查工作中，传统的人工徒步
攀爬勘测方法工作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较
高，特别是对灾毁点、高边坡、临崖临水等人工难以
靠近观测地点的勘查，存在耗时长、成本高、精度差
等难题。使用无人机勘测在大幅缩减工期的同时
还拓展了勘查工作范围，降低了勘查工作难度，节
约了人力、物力、财力，对提升公路监测能力、及时
开展应急抢险具有重要意义。 （刘国强）

近日，西渭分公司蒲城管理所组织多部门，围绕
超限超载运输治理、公路路产保护、信用交通等主题，
开展“一路三方”联合涉路普法宣传工作。该所通过
散发宣传单等方式为往来司乘人员解答各类涉路法
律问题，重点向广场上临时停靠的货运承运单位讲解

“信用交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此次活动为优化榆
蓝高速渭蒲段道路通行环境、规范大件运输工作开辟
了新路径。 文 / 图 陈 栋

蒲城管理所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宝鸡交通运输执法支队
举行首例行政处罚案件听证会

本报讯 12月3日，宝鸡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支队组织召开首例交通行政处罚案件听证会，对当
事人段某涉嫌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经
营活动案公开举行听证。

此次听证会案件调查人员和当事人就案件的事
实、证据、程序、适用法律、处罚幅度等问题进行辩
论，最后双方对各自观点进行陈述。该支队将依据
有关规定，充分考虑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处罚决定。此次听证会体现了“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的执法理念，提升了交通运输综合执
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闫朝旭 刘 青）

长安管理所
加强机电设备安全运行管理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机电设备性能，日前，西
镇分公司长安管理所多措施做好机电设备维护保
养工作。

该所定期对辖区内上下行三套ETC收费门架
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巡检排查，发现问题及时修
复，确保门架设施运行和数据连接始终处于良好状
态。同时，加大对隧道内供配电设施、照明设施、通
风设施、紧急电话系统、监控系统运行情况的排查
力度。加强对收费机房、UPS系统、ETC设备、车
牌识别系统等重点设备的巡检力度。对出现故障
频率较高的设备加大巡查频次，保障收费车道便捷
畅通。 （王晓娟）

韩城公路局
开展“信用交通宣传月”活动

连日来，韩城市公路局走进公路沿线企业、村
镇、商户、服务区，开展以“诚实守信、一路畅行”为
主题的“信用交通宣传月”活动。该局采用宣传单、
宣传展板、电子显示屏、发放倡议书等方式，开展推
广工作，为传播诚信理念、凝聚诚信共识、弘扬诚信
文化、推动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营造
了良好氛围。 文 / 图 王晓冉

宁强公路段
整治路域环境

本报讯 日前，宁强公路管理段在108国道改
建路段开展路域环境治理“大会战”，营造良好的道
路通行环境。

该段在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对影响行车安全的
树木及悬空树枝进行集中修剪砍伐，避免因树木遮
蔽视线而造成交通隐患。出动铲车等大型机械清
理路边堆积物。同时，加强法规政策宣传教育，确
保群众充分认识路边乱堆杂物对行车安全的危害
性。此次整治行动共清理堆积物40余处，砍伐修剪
树木400余棵，净化了公路环境，为群众出行提供了
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通行环境。 （杨亦雄）

绥德管理所
开展“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活动

12月2日，绥定分公司绥德管理所开展“全国交
通安全日”宣传主题活动。活动中，该所向过往司乘
人员发放宣传资料，同时，利用电子显示屏播放安全
警示教育片，引导广大司乘人员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此次活动从源头上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营
造了畅通有序的环境。 文 / 图 李 蕊

陈仓管理所
加强巡查车管理

本报讯 近期，为确保高速公路巡查工作顺利
开展，宝天分公司陈仓管理所结合管辖路段实际情
况和气候特点，加强巡查车安全管理。

该所针对山区路段特点，及时为巡查车辆更换
雪地胎、-10号柴油、防冻液，加注防冻玻璃清洗
液，配备防滑链。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确保
车辆性能稳定。同时，开展冰雪天气车辆安全驾驶
技巧和常见故障排除培训，要求巡查人员遵守交通
法规，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组织车辆应急电源和防
滑链使用技能竞赛，通过“以赛代训”的方式，有效
提高巡查人员的安全驾驶技能。 （李长庚）

永寿公路段
做好冬季防滑保畅工作

本报讯 近日，为保障管养公路冬季通行安全
畅通，永寿公路管理段做好冬季防滑保畅准备工作。

该段结合实际完善防滑保畅应急预案，成立应
急保畅领导小组和应急抢险队伍。提高道路巡查
频率，与当地气象和交警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全面
检查、保养、维修所有除雪机械车辆，配备防滑链，
保证机械性能完好，运行安全。清点物资库，提前
补充融雪剂、防滑料、编织袋等，在易发生事故路段
栽设警示标志、备足防滑料。坚持领导带班及24小
时值班制度，严格交接班程序，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及
天气情况，及时做好信息上报工作。 （刘 芬）

延安虹通公路工程监理公司
举办消防安全培训

本报讯 为避免火灾的发生,近期，延安虹通公
路工程监理公司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此次培训从新闻报道、案例分析、现场说法等
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解了防范火灾的重要性。同
时，结合实际情况，讲述如何有效开展消防安全排
查工作，建立安全排查制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该培训提高了职工对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视及防范
意识。 （李 芳）

为全面完成年度通行费征收任
务，咸铜分公司坚持以引流增收为
核心，确保畅通为保障，深入落实
通行费征收各项措施，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

转变工作思路，拓宽引流方
式。各管理所、收费站积极引导全
员从“等车上路”向“引车上路”的
新思维方向上转变。与沿线货运
企业、加油站、旅游景点等单位的
对接座谈 17次，走访宣传路段优
势，讲解通行政策，协调优惠让
利。通过“高速+景区”协作模式，

“收费站+加油站”互惠模式，对外
推广旅游资源、宣传优惠信息，吸
引客运、货运车辆选择高速通行，
达到收费站通行流量及游客流量
共同增长的双赢目的。

加强站区保畅，保障设备运
转。各收费站加强现场管理，优化

收费车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规范、快速处理收费站特情和收费
争议车辆，减少单车操作时间，保
障收费车道的高效通行。组织维
护单位加强对收费机电设备的维
护维修，快速处理设备故障，确保
车道工控机、ETC天线、收费系统
等核心设备的正常运转，保障联网
收费各类机电系统软硬件处于优良
的工作状态。

狠抓现场安全，确保道路畅
通。工程养护部门大力加强日常排
查，强化施工路段、重点路段及特殊
路段的安全警示，保障车辆安全通
行。此外，积极做好应对冬季恶劣
天气的准备工作，及时出动，快速
有效处置道路积雪积冰，避免因道
路积雪造成道路封闭、交通管制的
现象。

细化保畅措施，高效疏导引

流。安全路产部门积极与咸阳、铜
川高速交警召开保畅工作联席会
议，通过落实道路通行联合保障机
制，减少道路封闭时间，统筹做好路
网内交通疏导，利用枢纽立交和连
接线等路径进行分流，保证车辆在
高速路网内的正常通行。同时，利
用交警和地方公路管理部门的力
量，采用疏堵结合、防治结合的工作
机制，引导车辆行驶路况更好、安全
性更高的高速公路。

通过以上四项措施，分公司“引
流保畅”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11
月以来，路段内道路封闭时长较往
年同期减少63%，日平均流量同比
增长 13.94%，实收通行费增长
8.77%。随着年底的到来，全体员工
将进一步落实引流措施，加大保畅
工作力度，力争圆满完成年度通行
费征收目标任务。 文 / 范 军

咸铜分公司：

打好引流增效“组合拳”助力通行费征收见实效

陇县收费站
提升绿通车辆治理能力

本报讯 为有效防止大额通行费车辆企图假
冒绿通车辆逃费现象，近日，宝鸡分公司陇县收费
站多措并举，不断提升绿通车辆治理能力，确保通
行费收入颗粒归仓。

该站将绿通业务专项培训纳入日常，充分利用
日常班务会、站例会时间强化绿通车辆相关业务知
识、规章制度的学习，并针对易混淆及不常见的鲜
活农产品进行着重学习。通过查验人员认真核查
绿通手持机，回放车道录像，票证员进行后台资料
稽查，对绿色车辆进行分析，将可能存在的冒充绿
色通道车辆进行重点排查，确保逃漏费治理取得实
效。严格执行“绿通”车辆查验流程，全方位、多点
位查验，对有抵触情绪的司机耐心讲解相关政策法
规，确保“绿通”查验工作和谐有序。 （潘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