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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死磕”技术 敢于亮剑

王志伟
北京现代首席工匠师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王勇
北京铁路局北京车辆段北京西检修车间代理副主任

凭借独有的车辆电路系统调整检
测技术和故障排除法，王志伟成为汽车
装调专业领域首屈一指的“技术大拿”，
就连外国专家也点名请他修理汽车。

自2002年加入北京现代以来， 王
志伟已经在北京现代工作了十七年 ，
见证了北京现代从零到跻身百万俱乐
部的辉煌， 也历经了自己学识的积累
与提升， 从一线工人到技术专家的蜕
变和成长。

用王志伟的话讲， 一开始他对所
从事的汽车装调工作的认识并不深 ，
只是觉得比按部就班的装配工作有意
思， 刚刚接触汽车电装那几年， 面对
全新的索纳塔、 伊兰特车型， 常常忙
到连水都顾不上喝。 每天晚上， 都会
找来各种汽车类书籍钻研， “越学习
越发现自己的不足”， 多年来已经积累
了厚厚一摞笔记， 被他称作为 “武林
秘籍”。 可当在实践工作中通过自学和
不断摸索找到了解决各类问题的方法
时， 那股 “兴奋劲” 让他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满足感。 从那时起， 他就在内
心告诉自己 ， 这才是他想要做的事 ，
而且一做就是十七年。

不论是技能等级实现五连跳， 还
是将所有现代车型的电路图都烂熟于
心、 倒画如流， 亦或是 “王志伟创新
工作室” 的不断壮大结出硕果……为
了让自己能够时刻保持学习和探索未

知的热情，王志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
自己进行归零，也正是这种归零让他有
了思考的空间和时间，能够不断审视和
调整自己，保持初心，创新求变。

燃油泵拆卸工具、 自主设计车门
电检设备项目、 新员工基础培训平台、
前门升降器电动检测器改进、 车门分
装台改善项目……每一个小的革新 ，
都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收益。 在2018
年6月， 第12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中获
得铜奖， 同年9荣获中国设备管理大会
暨第十六届TnPM大会六项改善案例
二等奖。

据不完全统计 ， 自2002年以来 ，
王志伟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多达120余
项， 获得优秀创新成果50项。 其中有2
项获得北京市发明大赛优秀奖， 有2项
获得全国机械行业创新成果优秀奖 ，
有22项获得北汽集团级经济技术创新
奖项， 有14项改善成果申请实用新型
专利。 而且近三年平均每年为企业节
俭资金2000余万元。

从学徒到老师的转变， 让王志伟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为了提高车间整
体员工的专业素质， 王志伟推出了利
于工程师学习提高的 “E2E每周技术
推客”， 利于技术人才培养的 “一室五
站 ” 人才培训模式 、 “志伟大讲堂 ”
传授汽车理论知识和装调技能。

培训课堂先后培训了员工4000余

人次， 培养出7名技术过硬的汽车电器
维修工， 更有25人在王志伟的指导下
成长为技师， 有2人成为高级技师。 其
中李建代表北京市在第十三届 “振兴
杯” 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上荣
获汽车装调工第十名的优异成绩……
王志伟培养的很多年轻技师如今已成
为北京现代布局全国三地五厂的建设
者， 逐渐成长为影响一批人、 带动一
批人的青年技术榜样。

2017至2018年， 在短短两年时间
里， 王志伟创新工作室更是取得七大
创新成果： 领动剖解车教具、 全新途
胜剖解车教具、 第九代索纳塔全车线
束展板教具等 。 在王志伟的带领下 ，
目前北京现代已成功建立了 “公司技
师队伍” “工程技术队伍” “高级技
工队伍” 三支人才队伍， 从素质、 理
论、 技能、 管理能力等方面全面培养
汽车工匠。

王志伟是一个什么都希望整明白
的人， 也正是这股较真劲让他朝着目
标不断前行。 2016年， “王志伟创新
工作室” 成为北京市 “双重点” 创新
工作室 ： 北京市总工会创新工作室 、
北京市人社局工作室， 王志伟也成为
北汽集团首席技师、 北京现代高级技
师。 北京现代 “首席工匠师” 荣誉称
号， 并在2018年荣获北汽集团 “五星
级” 职工创新工作室。 在 “王志伟创
新工作室” 等一批创新工作室的带动
下， 在北汽集团的重视与扶持下， 北
京现代技师和高级工人才比例已达到
了45%， 基本和高端汽车品牌工厂的
高技能人才比例水平持平。

“我的标杆就是努力把 ‘王志伟
创新工作室’ 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工
作室。 道阻且长， 行则将至， 时间是
最客观的见证者， 相信我只要死磕下
去， 目标一定能实现。” 王志伟说。

王志伟， 从一名生产线上的装配工人， 到高级技师、 北京现代首席工匠师、
北汽集团首席技师， 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首届北京大工匠提名奖等。

人物档案：

王勇是单位有名的创新能手。 从
事车辆钳工工作时， 他利用工余时间
制作出转向架导柱套液压拆卸工装 ，
大幅提升了职工作业效率， 更是彻底
解决了氧气切割橡胶时造成的环境污
染； 从事车辆电工工作时， 他针对客
车电子排风阀冬季容易积水结冰的现
象， 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几十篇， 并
利用冬季最冷的12月和1月， 在停留线
上通宵达旦地对电子排风阀进行相关
理论实验， 最终提出了科学的解决方
法。 目前， 王勇所研究出来避免电子
排风阀积水结冰的排风阀 “排水实验”
方法已经在全路范围内推广开来， 效
果极其显著。 他也多次得到了北京交
通大学、 河北轨道交通学院等高等学
府的邀请， 到校进行授课。

在铁路行业进行改制， 并走向市
场化之后， 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
职工收入成为了一项重要工作。 王勇
快速转变思想， 把全部的工作重心放
到了降低客车检修成本， 对客车高价
电气配件的自主维修创新工作上来 。
仅用于通讯的客车网关、 用于自动控
制的PLC这两个客车电气配件， 每年
就要花费二三百万元的维修费。 作为
一名钳工转行过来的车辆电工， 王勇
从零起步虚心地向厂家售后、 外企工
程师学习请教， 并自费到图书大厦购

买书籍和资料进行研究， 自费到中关
村购买电子元件和设备进行实验、 研
究 。 此外 ， 他还主动联系顾秋亮等
“大国工匠 ” 取经学习 ， 最终用三个
月的实验研究出了一套 “两丝” 手工
换芯片技术。 客车网关以往坏了只能
返厂， 修一次需3000元， 而现在只需
要不到100元， 车上的配件随坏随修减
少了周转等待时间。 王勇的这项技术
使以往企业不能自主维修的客车网
关、 旅客列车电子信息显示屏、 客车
电茶炉控制板等几十种电气配件均实
现了高效、 低成本的自主维修， 震惊
了全路和国外专家。

现代客车电路板， 除了电子芯片
会发生故障之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
软件逻辑出现了问题。 相较于直接更
换芯片， 处理逻辑故障需要更高的技
术水平。 王勇又从零起步， 自费购买
书籍、 转接器、 编程器以及笔记本电
脑等 ， 利用损坏的客车配件进行实
验， 并在单位支持下， 组织工作室职
工到外界参观学习。 最终， 王勇设计
出了 “PLC维护工具软件”， 实现了对
客车PLC中央控制单元的逻辑故障处
理和修复。 据了解， 以往该配件损坏
后只能通过工厂请专家进行修复， 价
格一次5000元。 而使用该软件和技术
后 ， 维修费用直接降到了 “零 ” 元 ，

为企业每年节省近二百万元 。 目前 ，
王勇所带领的工作室已经达到了自主
维修客车88种电气配件的能力， 年创
效益千万元。

在一次次谢绝国内、 国外企业的
高薪聘请后， 王勇无私地把自己二十
余年的宝贵经验传授给了身边的工
友， 把技术攻关成果交给了企业。 他
先后为企业培养客车电气技术专业人

才30余名， 并带领大家自制现代化实
验设备二十余台， 最终在技术力量薄
弱的石家庄、 黄村等异地车间建立职
工实训室6个， 极大提高了企业的整体
技术实力。 通过高等学府和技师协会，
他累计为学生和学员授课二百余课时，
通过学生和技师学员将他在客车电气
方面的宝贵财富和经验传播到了国内
轨道交通行业。

难题最怕“肯钻”的人

王勇， 车辆钳工、 空调钳工、 熔接工、 车辆电工……一晃22年， 辗转多
个岗位， 他从一名仅仅中专文化的普通铁路职工， 成长为国内行业知名专家，
并最终走上大学讲堂。

人物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