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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传统旧观念的设备维修管理模式在实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采取
了一些改进的措施。从公司生产需要现状中寻找解决设备维修管理存在问题的方法,提出适应公司现行
设备维修管理新理念。使我们认识到设备维修管理的合理性对生产效率以及降低维修人员劳动强度的
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在设备维修管理中采用的新措施以及达到的理想效果,使我们认识到现代化的管
理方法对公司设备良好运行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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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odel of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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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ld-concept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model and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takes some improvement
measure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needs, it looks for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a new concept that adapts to the company’s current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It makes us realize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the labor intensity of maintenance
personnel.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new measures adopted in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the
desired results achieved,which makes us realize the key role of modern management methods in the good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s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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