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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明为企业节省80余万元
□通讯员 李小雷

———记公交保修四厂高级技师吴进东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记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维修分厂电工班班长龙明华

高压供电运行可靠性接近100%

他多年来带领电工圆满完成
公司数十项重点工程项目的电气
安装和调试工作， 为公司产品抢
占市场提供了必要保证； 同时，
他多次开展技术攻关， 对提高重
点设备的稳定运行和产品质量做
出了重要贡献。 他就是北京北冶
功能材料有限公司维修分厂电工
班班长———龙明华。

保证设备稳定供电
为公司节省资金

2005年，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
的扩大， 新设备大量引进， 供电
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 龙明华提
出很多有价值的改造方案。 北京
北 冶 功 能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数 台
重 点 设备运行过程需要供电稳
定， 因此， 他提出两路高压进线
供电， 实现自动切换的方案， 并
组织进行高压开闭站的改造工
作。 同时， 他还提出高压系统二
次控制回路的欠压脱扣设计方
案， 实现远程高压控制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

“虽然很辛苦， 但是让我自
豪的是， 数年来， 在大家的努力
下， 公司高压供电运行安全可靠
性达到99.8%， 极大地保证了重
点设备的稳定供电要求， 为公司
节省了大量资金 。” 龙明华说 ，
在组织进行电气安装过程中， 他
提出各机座采用PLC分站的模式
进行改造， 节省电缆数百根， 工
时缩短一个月， 科学的工作方法
和过硬的技术水平， 最终实现试
车率99%。

“设备的竣工投产， 扩大了
我们北冶公司的产品线， 提高了
精密冷带的生产能力， 其加工的
产品可以与进口材料的性能和质
量相媲美， 增强了公司在同行业
的竞争能力！” 龙明华说。

高标准完成公司多
个工程项目

2012年 ， 北京北冶功能材
料有限公司引进了德国ALD公司
真空感应炉。 该设备自动化程度
高 ， 控制点数千个 ， 电缆数千
根 。 龙明华凭借自己多年的经
验， 采用吊挂桥架式铺缆， 既方
便日后的维修工作， 又带来视觉
上的美感， 同时节省电缆长度上
万米， 为公司节省了资金数十万
元。 该工程是德国ALD公司在中
国实施的第5个项目， 同期在辽
宁、 北京和江苏有4家国内公司
处于项目实施阶段。

“公司的设备电气安装和调
试工作时间最短 、 安装质量最
高， 得到德国数位工程师的高度
认可， 并评价为在中国见过的最
好安装质量。 该设备的上马， 大
幅提高公司高温合金产品的生产

能力和市场占有率！” 龙明华说。
2015年， 北京北冶功能材料

有限公司获得一个由中科院光学
研究所牵头的国家课题配套项
目———钢水元素激光在线检测 。
公司作为新装置的试验基地， 需
要对现有真空设备进行配套改
造。 龙明华与课题组成员充分讨
论， 提出与激光接口配合的若干
思路， 增强光信号抗干扰能力，
并通过PLC系统准确进行测试过
程控制。

“当前， 该项目进入到实验
前准备阶段， 各项改造工作已经
完成。 一切正在圆满地进展中！”
龙明华自豪地说。

频频提出技术革新
改造方案

在生产线维修保障方面， 由
于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设
备种类众多， 包括冶炼、 热轧、

锻造、 冷轧、 修磨、 酸洗、 剪切
等等， 任何环节的缺失都可能成
为生产的瓶颈。

在领导班组做好设备维保工
作外， 龙明华提出很多有建设性
的技术革新改造方案。 比如， 公
司上世纪90年代的冶炼设备， 由
于感应炉体在冶炼不同材料时出
现中频电源的不匹配情况， 无法
正常冶炼。 他提出改变补偿电容
器数量的方式， 加装大型交流接
触器， 满足操作工在不同材料、
不同状态情况下冶炼 ， 根据电
流、 电压情况进行调节控制， 从
而解决电源匹配问题。 又如， 公
司生产过程添加发热剂是一种传
统工艺， 他提出用电加热的方式
代替发热剂， 并进行设计， 采用
晶闸管智能模块和PID调节器实
现自动控温， 既满足生产需要，
又对环保工作具有一定的意义。

2016年， 北冶公司又一次面
临调整产品结构、 满足航空航天
和核能源行业需求的重大机遇 ，
设备工作需要先行投入， 需要引
入多套生产设备和改进多项现有
设备。 龙明华及其电工团队在公
司的领导下， 投入到中间修磨机
项目 、 复合材料生产线改造升
级、 VIM感应炉等各项工程项目
的建设中。

此外， 作为一名技术工种的
班长， 龙明华还创造了快乐工作
法， 建成了一个尊老爱幼、 比学
赶帮超的班组， 在好的班组环境
里， 大家都以最大的积极性投入
到工作当中， 他带领的班组也多
次被评为公司先进班组。

如今， 在龙明华手下成长起
来的各条生产线， 为公司带来了
新产品， 应用在国家载人航天领
域， 如神州飞船、 长征七号运载
火箭等。 他的工作， 默默地支持
了祖国的国防事业。

提起公交保修四厂的吴进
东， 职工们都亲切地叫他 “吴老
师”。 工作几十载， 吴进东凭着
特有的钻劲儿和干劲儿， 勤勤恳
恳、 兢兢业业， 奋斗在生产第一
线， 为公交车辆的维护提供了高
效、 一流的技术支持。

2008年， “吴进东创新工作
室” 正式挂牌。 吴进东带领6名
徒弟组成的技革小组， 凭着几台
老旧的机械设备， 在一间20平方
米的工作室里搞起了发明创造。
9年时间， 吴进东和他的团队共
研发专用机工具986件， 修复各
类总成438件， 为企业节约80余
万元。

说起发明创造， 还要从吴进
东当钳工的那段时光说起。 1984
年， 刚参加工作的吴进东成为保
修厂里的一名钳工。 在很多人看
来， 钳工枯燥乏味， 又苦又累。
但在吴进东眼里， 钳工岗位是一
个充满艺术灵感和生命活力的小
世界。 “一块不起眼的钢材， 通

过锉、 削、 刨、 洗、 磨等工序，
就赋予其温度与情感。 每当一个
零件制作完成后， 我都觉得给了
它第二次生命。” 吴进东说。 就
这样， 一台满是铁锈的工作案、
一台电动砂轮、 一个台钻， 整整
陪伴吴进东走过16个年头。

吴进东心灵手巧 ， 又爱琢
磨， 没事时就喜欢改造一些小工
具、 小玩意。 鞋合不合适， 只有
脚知道。 工具顺不顺手， 只有自
己知道。 吴进东的工具箱里大到
锤子、 锯子， 小到錾子、 锥子，
每一件工具都是自己亲手设计、
制作完成的。 工友们都说： 只有
用他制作的工具， 才能体会出什
么是人手和工具的完美结合。

在企业倡导安全生产、 文明
生产的大背景下， 吴进东想到：
职工们在户外维修作业中， 不仅
要携带各种工具， 还要拿托盘、
木马、 掩木等重装备， 实在不方
便。 如果发明一种多功能工具小
车该多方便呀 。 有想法就有行

动， 吴进东和他的团队借鉴多功
能工具箱的原理 ， 边制作边改
进， 仅用了两个月， 第一辆多功
能工具小车的样车制作完成。

小车分上中下三层， 上层有
两个托盘 ， 作业时放在保养车
下， 用来存放拆下的零件和散落
的油、 水和泥土， 保证工作区卫
生、整洁。 中下层的两个抽屉，可
以摆放各种型号的工具， 让职工
一目了然。 小车顶部还“背”着警
示牌、掩木、木马、锥筒等安全装
备，实现了一车多能。小车的外部
还“挂载”了《保养作业指导卡》，
不仅让职工随时查看技术要求及
相关作业内容和数据， 还为规范
保养作业项目提供了条件。

在那一年， 吴进东的发明灵
感“井喷式”爆发，推刹车鼓小车、
拆轮胎小车、滚轮拖车、防冻液自
动加注器等一大批发明成果不断
涌现，为降低职工劳动强度、提高
生产效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

头带。 为了让青年职工尽快掌握
新技能、新知识，吴进东工作之余
制作了大量教学课件， 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和图片演示， 对职工进
行技能培训，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 2012年，吴进东提出以视频
的方式进行经验技能推广和传承
的想法。在厂技术部的支持下，吴
进东自行拍摄、制作了《量具规范
使用教学视频》及《LNG系统维护
保养教学视频》， 并刻录成光盘，
发放到车间、部室。

2015年3月，吴进东被北京公
交集团党校聘为兼职教师， 主抓
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近年来，吴
进东致力于科技攻关、 新技术应
用和生产过程中疑难问题的解
决， 总结撰写的多篇论文在杂志
上发表。 “技术创新永远离不开高
技能人才。 我不仅要传授年轻职
工新技术、新知识，还要培养他们
的责任心和踏实劲儿，让更多年
轻人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 吴
进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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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争

北北京京大大工工匠匠

名片：
龙明华 ， 59岁 ， 北

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
司维修分厂电工班班长，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

荣誉：
荣获“北京市高级技

术能手”“北京市高级操
作能手”等称号。2015年，
被评为公司享受年薪制
待遇的首批技能专家。

绝活：
能够胜任10KV及以

下供配电系统的安装、维
修；工厂各种复杂电气设
备的安装与维修。掌握了
工厂电气领域几乎所有
的技术。无论是高压电还
是低压电、交流电还是直
流电、 强电还是弱电、中
频电源还是速度系统，都
能够进行高品质的安装
和维护。

心中的工匠精神：
博采众长 、 刻苦钻

研技术水平 ， 干工作一
丝不苟， 绝不投机取巧，
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 毅
力、 耐心 、 专注 ， 是我
认为最重要的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