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力 名词解释

沪宁、沪杭、宁杭三条高铁已成为长三角最繁忙的线路，高铁维修员能利用的“空窗期”越来越少
上海高铁维修段在全段八个工区组织“集中修”，单位时间效率提升6倍，个人工作效率提升1.8倍

40人 4个月，用双手触摸检修每一处供电网
每天 0 时至 4 时，高铁列车停运，上海高

铁维修段的维修员开始忙碌，进入铁道线进行
日常检修。

一般来说， 他们以工区为单位， 供电、工
务、电务三个专业的维修员混在一起，分成几
个小组， 每个小组前往辖区内的不同地点，完
成各自的任务。由于分散作业，通常不会有太
大动静。

但一连好几天，沪杭车间下属金山北综合
维修工区异常热闹。昨天凌晨，4列轨道车从该
工区开出，轰鸣声打破夜晚的宁静，灯光照亮
地面。这几列轨道车挂在一起，连成一列长龙，

它们将前往同一区域，并在到达指定地点后分
离负责不同路段，先后开始作业。

在这 4列车上，坐着来自沪杭、沪宁、宁杭
三个车间共八个工区的高铁维修员，大部分都
属于供电专业，这些来自长三角不同地方的工
友，因一种叫“集中修”的新型组织模式聚在一
起。他们要在 4个月内爬遍上海高铁维修段管
辖范围内的所有电线杆，为供电接触网清理异
物和灰尘，检修每一个零部件是否正常。

葛曙光是沪杭车间供电专业主任，说起集
中修这一模式，他自豪地说，原本金山北综合
维修工区每晚派出 12 名供电专业的维修员，

可以检修 1 公里范围内的供电接触网及电线
杆；现在从段内其他工区抽调人力，一晚上派
出 40名供电专业的维修员一起上阵，可检修 6

公里范围内的供电接触网和电线杆。 可以说，

单位时间内的效率提升 6倍左右，而个人的工
作效率则提升了 1.8倍。

这是怎么做到的？葛曙光解释说，效率提
升是因为集中修这一组织方式做到 “人员、机
器、材料、方法、环境”五个集中。

葛曙光算了笔经济账，虽然短时间内出动
大量人力、动用许多资源，但集中修部队可以在
10天至 15天内完成工区三年计划内的重要检
修任务，这些任务原本可能需要 60天甚至更久
才能完成。这样总结下来，在完成同样的工作量
时，集中修比一般检修能节约一半以上经费。

组织集中修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站
在长三角沪宁、沪杭、宁杭三条线全局的高度
统筹协调。

维修段技术科工程师李碗兴介绍，其实每
个工区更多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他们会根
据段里的要求，制定检修计划。计划又分为月
度计划、季度计划、年度计划，以及三年甚至五
年计划。由于信息不对称，他们并不能及时掌
握全段最新的信息， 更多是根据工区内供电、

电务、 工务三个专业的不同任务进行协调，确
保大家完成任务。这样计划报到车间，车间再
报到段里后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接下来可
能有个临时的施工项目就会影响几个工区，又
比如不同工区同时需要某一设备，设备又不够
等，段内或车间层面就会出面协调，而一协调
可能工区整个作业计划都需要调整。

“组织集中修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是站在全局角度统筹协调，实际上，4月至
8月就是我们综合考虑后选择的时间。”李碗兴
说，“段里知道接下来商合杭高铁的建设会对

湖州工区的集中修造成影响，因此优先完成该
区域的检修，之后再前往沪杭和沪宁，最后到
宁杭的宜兴工区。”

集中作战这一模式，在既有线很早就有应
用，但大都属于见缝插针式的抢修，没有大规
模推广。上海高铁维修段为何会将这种形式常
态化？

李碗兴说，上海高铁维修段辖区内的三条
高速铁路是长三角最繁忙的高铁线路。随着近
几年中国高铁事业高速发展，车次增加意味着

铁路负荷增加，也就意味着维修员任务增加。“现
在节假日期间的加班列车越来越多，高铁维修员
能利用的‘空窗期’越来越少，加上上海铁路局方
面也一直有‘强基达标、提质增效’的要求，因此
想到去尝试集中修的模式。”

2016年开始， 上海高铁维修段就在小范围内
试点集中修模式，他们发现这一模式能提高效率。

去年，维修段在管内六个工区内试点，周期为 2个
月，共抽调 42人。经过一年尝试，维修段组织集中
修的经验更成熟。到了今年，维修段正式在全段八
个工区内组织集中修工作，共抽调 36人。李碗兴
说：“今年人数不增反减，是因为我们总结经验，合
理分工，优化管理，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人员。比
如在开始作业前，多安排两人进行挂地线工作，尽
可能缩短前期准备时间，他们挂设完后，其中两人
就去协助测量或随轨道车作业， 拆除地线时再加
入进来，这样就充分利用人力，也节约了人力。”

集中修队伍由所处车间统一管理，所处车间
剩余的供电专业维修员也会加入到集中修队伍

中。“每晚出任务，我们大概需要 40人，虽然我们
抽调了 36人，但有部分人员处于轮休状态，实际
只有 20多人可参与作业， 所以车间本身的维修
员会加入到集中修队伍中。” 葛曙光说：“这样做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本工区的员工对区域内的情
况比较了解，其他工区的工友遇到不熟悉的情况
可向他们请教。”

作为集中修成员，来自海宁西车间的程沈江
承认过程比较辛苦，毕竟 4个月时间都在铁路线
上漂。虽说是“做 6休 3”，但由于很多队员家在外

地，3天时间根本不够回家， 所以许多人连续 12

个夜班，再休息 6天。不过目前，他已经渐渐适应
了这个节奏。“团队氛围比较好，虽然来自不同工
区，但大家能很快融入新组织，在一起交流收获
也挺多，特别是处理问题的经验上。”

葛曙光承认，作为车间供电专业主任，集中
作业期间，他的任务一下子重了起来，以前给 20

人安排工具、布置任务，现在他要给 40人安排工
具、布置任务。每天作业完成后还要总结问题，并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作业计划。

“其他人还有调休，我们是没有调休的，虽然
累，但我始终觉得这是件好事情。我们现在不仅
效率提升了，质量也提高了，原本工区短时间内
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集中修汇聚了各工区的智
慧和资源，一下子就解决了。集中修队伍检修完
后，我对线路的安全情况更加放心。”另一方面，

葛曙光欣喜地看到， 每次集中检修还能锻炼队
伍，提高维修员的能力和技能，也让一些肯吃苦
的年轻人有机会冒出来。

“五集中”工作法
“五集中”，即“人员、机器、材料、方法、环境”

的集中。

人员集中：指借助各工区力量，抽调人员，形
成专门的作战部队。 在上海维修段管辖的沪宁、

沪杭、宁杭范围内开展地毯式整治。检修供电接
触网和供电杆必须提前做好一系列安全措施，比
如每个作业组需要 4 个人负责在区间两头接地
线，防止断电后有电力残留在供电线上。如果人
员分散在不同区域内，每个小组都需要配备接地
线人员；一旦人员集中在某一区域内，不管是 40

人还是 12人，都只需要 4人负责接地线。

机器集中： 指集中修队伍集合段内最先进的
机械装备。维修段里有些新装备数量有限，不是每
个工区都有，因此针对特定的检修项目，不同工区
在安排计划时只能错开时间，轮流使用新装备。再
比如前面提到的轨道车，一般来说，一个工区会常
备 2列，如果不是集中修队伍在该工区作业，不可
能一下子出现 4列轨道车同框的景象。

材料集中：指不同工区都带来自己最好的工
具。 金山北综合维修工区供电副工长阮峥威提
到，他发现海宁西工区兄弟带来的一套扳手套装
比自己工区使用的类似产品好———套装盒子里
每个工具都有自己的模子，不仅携带方便，缺哪
个一目了然，有效避免遗失工具的可能。

方法集中： 指每个工区的维修员遇到的情况
可能不同， 甚至对同一情况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大家集中自然会讨论曾遇到过的问题以及处理
方法，相互学习。”来自海宁西车间的程沈江说，聚
在一起后，一方面可以处理更多类型的问题，另一
方面有些问题可以探讨哪种解决方法效率最高。

此外， 维修段还专门派了技术人员对集中修队员
进行技术指导， 将上海铁路局对检修工作的要求
细化落实。比如，上海铁路局要求维修员对关键部
位进行检修后必须做记号， 但在落实时有的工区
会记录在工作台账中，并拍照；有的工区会涂红并
拍视频。 现在技术人员就要求集中修队伍对关键
部位检修后喷漆，同时记录到台账中并拍照。

环境集中： 指集中修被安排在 4月至 8月，

这段时间供电专业的作业环境最好，没有其他任
务分散精力。每年 1 月至 4 月有春运，且鸟害严
重，各工区任务繁重，无法抽调出人员；9月至 12

月则有各类专项整治分散精力、或是更新改造和
大修施工导致无法作业。

集中修可以在 10天至 15天内
完成工区三年计划内重要检修，这
原本需要 60天甚至更久。

工作效率提升，经费节约过半

今年， 维修段在全段八个工区
内组织集中修工作，合理分工，减少
了一些不必要的人员。

“空窗期”变少，倒逼提质增效

原本工区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
问题， 由于集中修汇聚了各工区智
慧和资源，一下子就解决了。

借机锻炼队伍，让苗子冒出来

轨道车移动时，集中修队员需要蹲下，防止被电线打到。昨天凌晨，四列连接在一起的轨道车从金山北综合维修工区开出。

供电专业工作需要在离地面 6米的高空进行，主要检查给高铁供电的接触网以及线、杆接触部分的零件情况。 均 王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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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 上海三环磁性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

经理、上海稀土协会原会长、原上海磁钢厂厂长卢冯昕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19年 5月 20日 14时 30分在上海仁济医院逝世，

享年 70岁。

卢冯昕同志一生忠于中国共产党， 是我国永磁材料行业资深

专家，为永磁材料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了表示对卢冯昕同

志的哀悼，特定于 5月 24日 9时 30分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

告别仪式。

上海三环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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