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 述

机械设备监理重要性及其不足点
Importance and shortcomings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supervision
樊宗盛
（甘肃蓝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人们重视产品质量的程度与社会不断进步的程度成正比例增长，机械设备监理的主要职责是在工程中监督
产品生产和安装质量，以确保整个工程质量能够达到标准。本文阐述了关于机械设备监理的重要性及其不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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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s attention attracted to the product quality and increases in proportion to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supervision is to supervise the production and installation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in the project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entire project can meet the standard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mportance and shortcomings of mechanical equipmen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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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使得工程建设事业飞速
发展，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工程质量标准越来越高。在施
工过程中追求更高水平的组织生产、施工程序以及施工工
艺，就必须要重视机械设备的监理工作。

1

机械设备归类及监理的作用

目前主要有三种机械设备：1）设备具有定型性、通用
性及标准化性，其拥有批量生产的销售。该设备拥有较成
熟的制造技术和检验技术，拥有较好的市场形象以及品牌
效应，设备质量稳定上乘；2）设备存在一些问题，其在生产
制造中有很多重要的环节不好操作，需要针对性的试验、测
试其不稳定的性能指标；3）设备比较关键，与上述两种设
备相比更加复杂，只能进行单件生产。其作为即将进行国
产化制造的重要设备，拥有非国标规格的引进的技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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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分析和总结了影响基坑支护施工中锚索预应力损失的
主要原因，其中短期阶段内影响锚索预应力的因素具体包
括张拉系统摩阻、锁定后锚具回缩、温度的变化、群锚效应
和张拉顺序、混凝土徐变、锚索的施工工艺等；长期阶段内
影响锚索预应力的因素主要包括钢脚线应力松弛、岩体的
变形、降雨入渗等。
总结了锚索预应力损失随时间变化的几个阶段，包括
前期预应力快速下降阶段、预应力上升阶段，以及预应力
稳定变化阶段，并分析了预应力损失速率的变化。得出超
期服役基坑的锚索预应力损失在后期趋于稳定，损失量在
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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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次开发的新型技术。在制造、检验这些设备的时候，
相关技术缺乏成熟性和稳定性，再加上其复杂的工艺环节
以及高难度的技术，导致很难保障其生产质量以及供给时
间，对此应当有针对性的对其采取措施。设备要正常使用，
需要对机械设备进行监督控制，从设计生产到后期等各个
方面逐一审查，对大型的机械设备应当格外注重安全监督，
相关人员在操控方面必须严格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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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安装监理中存在的不足分析

安装机械设备的相关工作人员应该要有专业的素质，
因为在安装机械设备的过程中，程序较为复杂，并且安装
的流程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要严格按照机械设备
的说明书来对机械进行安装，同时还要结合安装工作人员
的安装经验，从而让机械设备能更好的运行。对于设备的
使用需要根据说明书来进行，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使
用故障，相关的负责人应当立即提出整改方案。并且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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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依照有关标准来选用机械设备的安装材料，确保机械设
备的质量符合要求。在对设备进行安装的过程中，需要对
设备进行自检、互检以及专业检查，并详细的记录检查结
果。在对工程进行验收时，要严格按照记录的内容进行审
核。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大多数安装机械设备的工作人员
的专业素质都不高，综合能力也有待提高，并且不能熟练
的掌握机械安装的专业知识，而且严重缺乏安装设备的经
验，在对机械设备进行安装时发现了问题不能采取合理的
解决措施，从而使得安装机械设备的质量得不到保障，进
而导致机械设备不能正常的运行，这严重影响到机械设备
的使用效益。除此之外，有的机械设备的说明书过于简单，
一些重要的安装细节都没能合理的在说明书上表现出来。
另外，机械设备的相关监理单位不够成熟，由于缺乏监
理经验从而不能确保监理的质量。导致监理单位不成熟的
原因有很多，例如单位需求的管理人员有限，并且机械设
备安装监理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政策上的优惠，导致监理
人员的收入满足不了生活的需求，进而使得机械设备安装
监理单位在招聘时，不能找到符合要求的人员；其次，当前
大多数机械设备安装监理人员的工作内容基本同质检员一
致，但是在实际的监管过程中，虽然所做的工作任务不多，
但是承担的责任非常重大并且自身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3

解决设备监理存在问题的对策

3.1 做好施工准备阶段的工作
在对设备进行数量和型号确定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好
仔细的核实工作，直至与预期相符合。此外，为了在将来维
修设备时能够有充足的依据，购买的设备必须有齐全的证
件并且建立相关的档案，同时设备使用时发生的所有情况
都应当记录在册，因此做好档案管理及统计工作至关重要。
3.2 完善施工中的监理规章政策
由于设备监理工程师对工程施工而言有着重要的作
用，需要对运行机械设备的情况牢牢掌控。因此，有关部门
应当使相关的管理体系得到完善，并且通过规避机械运作
出现问题的方式来奠定设备监理工程师的工作基础。此外，
应当在此基础上提升设备监理工程师的综合素质，使得工
作效率与工作质量得到提高。
3.3 强化验收阶段的监理职能
要严格对签认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的质量检测报告进
行审核，并且也要仔细的对承包单位竣工的申请进行分析，
而且相关的设备监理工程师要在施工现场对竣工的工程进
质量检测，在确保质量之后才能进行竣工验收，这就要求
相关的监理人员在整个过程中都要严格对待。需要有关人
员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从而有效的提高自己的工
作经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应当通过不断的
实践来发现设备工程监理科学的发展规律，从而能够有效
的推动设备工程监理事业的发展，像制度改革、市场和客
户的需求、设备质量、生态环境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
们去探讨的，从而不断的对监理单位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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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监理的特点及重要性

设备监理在制造设备的过程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
其中，在机械设备监理的过程中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1）
确保制造设备的进度，建设的整体进度之所以能够得到保
障是因为制造厂车间的加工进度和交货的时间以及工地组
装的进展基本一致，防止在进度方面出现不和谐的问题；2）
每个监理工程师负责监督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工作的质量和
信息，确保能够有机衔接上、下工序的工作，不仅使设备的
质量得到了保障，同时也让处理质量问题的时间大大减少；
3）通过对监理机构的内部管理和信息制度的充分使用，有
利于在处理关于设计变更方面的问题时及时给委托方提供
协助，使得工作效率得到提高；4）必须要对机械设备方面进
行严格的把控，从而确保机械设备监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5）为了充分保障将来使用和维修设备的技术，可以督促相
关人员踊跃参与设备工程监理，有利于全面掌握有关生产
线形成过程的情况和资料。

5

设备监理服务

在机械设备生产及运营过程中应当重视设备监理方面
的工作，以此来使该设备全过程的质量、进度的监控工作
能够更好的得到落实。机械设备监理工作对服务地点是没
有局限性的，并且对有关设备制造的技术规范和相关的材
料标准需要非常的了解。设备监理公司需要对监理服务进
行有效的安排：1）安排具有专业化技术的相关工作人员分
别在各制造厂、工地制造以及安装点进行驻守；2）为了方便
交接关于交货的进度问题，派遣了各制造厂监理人员与其
他驻点的监理人员交流相关信息；3）实时关注并解决在出
厂设备以及半成品上出现的问题，同时将情况及时汇报给
相关工作人员；4）确保设备能够满足有关标准和规范。以
对设备进行试验和检验后能够全部满足有关标准，保证了
其建设工期、质量目标的实现。

6

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机械设备监理工
作的认识也不断加强。机械设备的使用很大程度的加快了
企业的生产速度，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以提高，但对机械
设备的监管控制不能放松，尤其是在监管控制中产生的问
题要及时的解决，要从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注意安全实
施管理、监控从而更好的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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