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高速公路机电设备维护要点
吴晓明 李力
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DOI:10.12238/bd.v5i3.3725
[摘 要] 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又称高速公路智能交通系统,是高速公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稳定、
安全、高效的高速公路机电系统,不仅是保证高速公路安全、畅通的前提,也是保证高速公路收费工作正
常运行的必要手段。因此,要重视其机电设备的维护保养,深入探讨其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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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of expresswayis also called the highway traffic intelligent system,
which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way. A stable, safe, and efficient highway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is not only a prerequisite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moothness of the highway, but also a necessary means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highway toll work.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aintenance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discuss the key points of its implementation i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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