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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机电系统在高速公路日常运营管理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所采用
的技术和设备先进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公路机电系统安全运行管理还比较薄弱,在管理
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技术和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我们迫切需要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来改进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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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are assuming more and more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dail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expressways, and the advanced level of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used in
expressway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saf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way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in my country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management concepts, management models,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methods. We urgently
need to take some technical measures to improv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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