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欣欣

不断创新 守卫地铁安全运营

作为北京地铁通信信号分公
司维修七项目部总工程师， 田文
建经常组织技术主管对所管设备
进行技术革新 、 技术改进等工
作。 以她为主研制的 “北京地铁
10号线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统
车载设备便携式测试装置” 获得
第八届北京市发明大赛金奖、 北
京市技协成果一等奖、 首都职工
自主创新成果二等奖。

由于现场设备硬件故障率较
高， 不能满足备件要求， 且维修
周期长、 维修资金高等问题， 田
文建带领攻关小组进行分析、 选
型等大量工作， 实现了部分硬件
设备自主维修工作， 为公司节省
了大量外委经费， 并缩短了维修
周期。

深入一线
积累丰富工作经验

田文建主要负责维修七项目
部技术管理和攻关工作以及技能
培训管理工作等 。 在工作业务
上， 她带领维修七项目部各专业
骨干力量 ， 不断创新 、 共同学
习， 积极解决各类技术问题， 为
北京地铁10号线的运营做保障。

同事们都说， 作为一名女职
工， 田文建表现出了不输于男性
的毅力和能力 。 自参加工作以
来， 22年间， 她数次深入一线参
与抢险抢修工作， 充分发挥党员
模范先锋作用， 带领其他员工积
极投入到生产工作中， 迅速从一
名优秀的技术骨干成长为一名合
格的管理者。

田文建不仅能够把日常工作
安排得协调有序， 临场指挥也能
够面面俱到 、 临危不乱 。 2016
年， 她被评为 “北京市三八红旗
手”， 2018年被评为 “全国三八
红旗手”， 充分肯定了她多年来
兢兢业业的工作成绩。

田文建所在的维修七项目部
主要负责10号线的地面信号、 通
信和车载信号的维修工作。 10号
线承载着日均逾百万的客流量，

是北京地铁系统中最繁忙的线
路， 因此， 每时每刻都会面临新
的技术问题。 田文建坚信， 要解
决这些问题， 唯一的途径就是自
主学习、 不断创新。

作为项目部总工程师， 田文
建从未间断学习与成长， 始终秉
持着 “三人行必有我师” 的学习
信条， 充分相信 “学海无涯苦作
舟”， 方能使人不断强大 。 1993
年她从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工业管理工程专业毕业后， 直
接来到北京地铁通信信号分公司
工作， 书本的学习为她日后的工
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工作22年来， 田文建不断学
习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
验。 1994年， 她参加了地铁1号
线第一次信号系统改造工程的施
工调试任务。 2002年参加了13号
线、 八通线信号系统设计联络、
设备施工、 调试等工作。

在2006年至2008年的2号线
既有线路信号系统改造工程中，
她负责设计联络 、 计划方案编

制、 施工调试等工作。 2008年 ，
她调任公司技术科担任副科长职
务， 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 ，
针对现场设备的隐患， 深入现场
与设备厂家制定设备改进方案，
完成了多项隐患治理、 技术改进
以及多条线路车载信号设备的国
产化试验工作。

近年来， 田文建还编写了技
术规范、 设备教材、 设备招标文
件， 并参与到对新入职员工、 地
铁实习人员、 订单班学生等授课
培训工作中， 把掌握的知识传授
给年轻人， 为地铁培养后备技术
力量。

攻克难关
不再依赖外方厂家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田文建
坚信只有不断加强学习， 才能增
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011
年她到维修七项目部担任总工程
师， 10号线面临许多疑难问题、
故障隐患 ， 只有增强自身的本

领， 才能解决问题、 攻克难关。
北京地铁10号线采用的是德

国西门子信号系统， 但由于知识
产权等原因， 外方厂家对维修单
位不提供测试工具， 给维修工作
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针对这个问
题， 2012年， 她带领专业主管开
始研制测试工具， 经过近一年多
的努力， 在2013年终于将 “北京
地铁10号线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
系统车载设备便携式测试装置”
研制成功。

利用测试箱装置， 不仅可以
在日常故障处理时快速地判断故
障点， 提高设备维护的能力， 缩
短故障处理时间， 而且使故障处
理的流程更简便， 有效降低了地
铁运营现场设备故障检修所消耗
的人力。

不仅如此， 还能简化故障处
理流程及时间， 利用它可以在静
态环境下， 模拟车载信号输出，
测试由车载信号系统发出的各项
功能， 减少了正线和试车线的测
试流程， 有效降低了故障检修时
所消耗的人力、 物力、 财力， 为
进一步保证信号设备的运行质量
创造了条件， 为北京地铁安全运
营提供了优质的设备保障。

测试工具的研制成功使今后
的设备检修不再依赖外方厂家，
可以由北京地铁通信信号分公司
的设备维护人员自主完成全部调
试内容， 即实现了自主维修， 大
大节约了外委维修资金。 这项装
置获得第八届北京市发明大赛金
奖、 北京市技协成果一等奖、 首
都职工自主创新成果二等奖。

组建创新工作室
力争实现自主维修

要加强自主学习， 更要加强
学习型团队建设。 2015年， 在公
司工会的支持下， 维修七项目部
成立了 “田文建创新工作室 ”。
创新工作室本着 “自主维修、 自
主创新， 展现新时期职工风采”
的宗旨， 充分发扬团队精神和创

新意识。
经过不懈努力， 目前， 创新

工作室已自主研究开发了10余项
技术创新成果， 其中多项已转化
为技术成果并应用到安全运营工
作之中 。 “车载防尘机柜的研
制” 就是创新工作室一项突出的
技术成果。

创新工作室在故障统计过程
中发现， 车载硬件故障率高， 经
过分析， 故障是由初期车辆和信
号存在设计问题造成的。 车载设
备机柜的工作环境无法达到要
求 ， 板卡表面存在大量金属粉
尘， 会腐蚀印刷电路板， 造成板
卡故障。

创新工作室在研制防尘机柜
时， 既要考虑一期和二期设备车
载机柜在安装位置上的不同， 还
要确保防尘机柜的安装可靠性、
防尘度高、 拆装方便， 同时又要
满足机柜内分盘的工作环境温
度。 经过大家的努力， 最终确定
方案并得到西门子厂家的认可。

首先， 在三组车上安装了防
尘柜， 防尘效果良好， 在2015年
下半年对全部84组列车进行了防
尘机柜的安装， 同时在三期新增
的32组车也已经安装了研制成功
的防尘机柜。

创新工作室的另一个重要成
果是通过自主维修解决问题。 因
为车载设备硬件故障率较高， 而
故障板件只能返回德国原厂进行
维修 ， 维修价格是新购价格的
60%～70% ， 且周期为 6～8个月 ，
不能满足备件要求。

为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 攻
关小组通过分析、 选型等大量工
作， 目前已实现了车载DIS分线
箱、 车载地面信号设备风扇单元
的自主维修任务， 有效地降低了
列车车载信号设备故障， 同时节
省了大量外委维修费用。

“新一年， 我将继续带领创
新工作室开展自主维修研究， 力
争最大限度地实现自主维修， 为
北京地铁的安全运营做出贡献。”
田文建说。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王玉良是北京小汤山康复医
院康复中心中西医结合病区的一
名主治康复医师， 2018年3月13
日进疆。

“我上有老， 下有小， 家里
有95岁高龄的奶奶和两个年幼的
孩子， 老大3岁半， 刚上幼儿园，
老二还不满两岁。 虽然妻子和母
亲同意我援疆， 但我心里承受了
巨大的压力， 因为家庭的重担都
要留给妻子和母亲。” 王玉良说。

“我跟妻子准备出门时， 老
大和老二突然醒了， 一摸床上没
有爸爸和妈妈， 哭着跑到客厅一
人搂着我一条腿说： ‘爸爸， 我
不让你走， 我不让你去新疆。’”
面临分别， 王玉良强忍泪水， 哄
孩子说去加班， 才得以成行。

王玉良到和田地区人民医院
上班后， 到达科室才发现医院其
实没有单独的康复科， 而是疼痛
和康复科在一起。 整个科室仅有
20张病床， 且没有专门的康复治
疗师。 这跟王玉良来之前的想法
落差比较大。 等他被任命为科室
副主任， 他跟医院领导沟通后才
知道医院也想单独成立康复科。

2018年4月1日， 康复科在和
田地区人民医院西院区正式成
立， 科室成立时病房和治疗室设
在2号楼的7楼， 病房是办公区改
造的， 房间内没有卫生间， 楼道
内没有防滑垫和防摔倒扶手， 治
疗室是会议室改造的， 现有的设
备是北京援助的简单设备， 规定
床位仅有10张， 护士3人 （包括
护士长）， 针灸师2名， 管床医生
4人 （4人兼顾做康复训练， 均是
非康复背景）。 从人员、 设备和
场地上， 康复科成立后面临非常

大的挑战。
针对人员知识结构不全， 王

玉良自行购买专业书籍10余册以
及康复评定器材一套， 制定科室
学习计划： 坚持每周大查房3次，
每周科室内大讲座3次， 带领科
室医生及护士学习康复基本知识
和常识。

为让科室医生掌握常见疾病
的诊断以及评价常规的康复治疗
技术， 规范医生的临床查体等技
能， 让医护掌握常见疾病的康复
护理技能， 王玉良同时带领科室
医务人员学习开展了几十项新的
技术及对规培生及实习生的带教
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 康
复科逐渐步入正轨， 王玉良也松
了一口气。

援疆工作中， 王玉良还与洛
浦县步亚乡塔木格勒村的维吾尔
族老乡麦丽开伊普·麦提如则结
为 “亲戚”， 在结亲戚过程中他

发现亲戚家特别贫穷， 家里老人
患有慢性病， 其妻子正在卫生院
住院治疗。 下面有四个孩子， 小
的孩子连条像样的裤子和鞋都没
有， 生活卫生条件较差。

王玉良现场给亲戚家的老人
做了详细的全面检查， 并重新指
导患者用药 ， 教康复训练的方
法， 同时带去了米、 面、 油。 回
到驻地后， 王玉良主动联系后方
医院发动全院职工捐衣服、 书本
等活动 ， 总计捐衣服590余件 ，
书本100余册， 并于2018年6月交
到结亲的老乡手中， 让老乡激动
得流下了眼泪。

“小朋友拿到图书后眼神充
满了渴望， 我的亲戚也感受到了
北京的温暖。 2018年， 我还被和
田地区人民医院评为 ‘民族团结
先进个人 ’ 和 ‘优秀党员 ’ 称
号。 如果有二次援疆， 我还会再
来的。” 王玉良说。

王玉良：让和田结束没有康复科的历史

———记北京地铁通信信号分公司维修七项目部总工程师田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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