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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精心维护着直流电压国家副基

准，开展国家直流电压的高准确度量值传递

工作，研制出多套不同类型量子基准，不断提

升电学参数的计量能力。他们还积极开拓市

场，利用量子电压为用户服务，坚持开展现场

计量工作，为客户提供了优质高效的计量服

务。这就是航天科工 203 所量子电压组，一个

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紧跟前沿的班组，该班

组还荣获了航天科工二院优秀班组称号。

精心维护量子电压，
探索前沿技术

班组维护的约瑟夫森超导量子电压基准

作为直流电压国家副基准和国防最高标准，

承担着国家和国防直流电压的高准确度量

值传递工作，量子电压测量技术属于国际前

沿技术，班组成员精心维护，保持其量值准

确可靠。

班组往往为攻克一项关键技术，大家就

要在实验室连续呆上几周，进行低温调试运

行试验，过程复杂，这是考验团队的协作能力

的时刻到来了。

超导器件的装配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

个环节，大家会将神经绷得紧紧的，避免任何

错误操作。超导器件本身尺寸很小，其上的

超导芯片四周还连接很多肉眼难辨的细小

铌线，装配和焊接稍有不当，将直接导致超导

器件损坏，无法进行后续试验，损失很大，因

此装配时要万分小心。尽管康组长是这方面

的能手，颇具经验，但是每次开始装配和焊接

时，实验室就变得静悄悄的，心跳的声音似乎

都能听得见，每个人都凝神静气地看着她操

作，不仅为了下一步配合，也为互相监督、避

免错误。

超导器件允许暴露在干燥塔外的时间很

短，操作时既要迅速，又要精细不能触碰铌

线，装配时至少需要三个人密切配合，事先将

装配所需材料、工具和测试仪器准备好，保证

随手可得。康组长将干燥塔中的超导器件取

出，熟练的将其固定到探杆底部，并小心的将

烙铁绕到超导器件侧面，小心翼翼地将驱动

引线逐根焊接到超导器件的焊盘上。所有连

接点焊接完毕，另一位参试成员需立刻用放

大镜对连接部位和焊点进行逐一检查，再次

确保连接良好。然后大家迅速有序开始行动，

有的安装探杆上超导器件外部的屏蔽桶，有

的负责取出液氦输液管，有的在吊装架旁进

行准备、有的固定杜瓦瓶…… 这些操作只是

前奏曲，之后大家需要协作配合将装有超导

器件的探杆探入低温杜瓦，对超导器件进行

预冷。只见你快速取出输液管，我立刻探入

探杆到固定位置，他马上封住杜瓦锁扣……

一系列操作短时内迅速完成，所有环节一气

呵成，放置成功！大家不禁深深地舒了一口

气。之所以要快，目的是缩短液氦杜瓦瓶口

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避免液氦瓶口空气冻

结，才能保证后续实验正常进行。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大家的配合如此默契，可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大家不断辛苦磨合练就的。

一直以来，班组坚持通过各种途径搜集

信息和资料，积极与国、内外计量机构保持

沟通和交流，跟踪探索量子电压领域最新技

术发展，研制多项量子基准，与国际权威计量

机构开展实验室间比对，对研究成果进行验

证。多次的比对验证结果证明，他们研制的

可编程量子电压基准、超低频量子电压基准

等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研制能力获得外

方专家的高度认可。

准确把握市场脉搏，
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班组还紧跟市场风向标，敏锐捕捉机遇，

增加了防静电检测能力建设，静电防护检测

项目获得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的认可之后，马上承担了离子风枪、腕带检测

仪、防静电设备在内的各种防护用品静电防

护检测工作。

作为敏感器件，元器件在生产、运输、装配

过程中如果不消除静电，会积累大量的静电电

荷，当静电电荷累积到一定程度进行放电，会

将元器件损伤或击穿，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静电危害，造成 10亿人

民币以上的损失。因此检测防静电产品非常有

必要。班组就是紧密契合这个契机，紧紧抓住

用户痛点，快速响应，积极应对，进行检测。

随着市场竞争越发激烈，客户都不想因

为仪器设备送检耽误生产而延误商机，所以

越来越多的客户提出现场校准的要求。班组

急用户之所急，想用户之所想，全心全意为客

户排忧解难。不久前，班组的两名技术人员

仅在七天内，就高质高效的为外企现场检测

离子产生设备数千台，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

急。该公司设备管理负责人对 203 所的技术

能力和服务赞誉有加，因为提供的服务质量

令他们满意和放心。并表示他们公司的其它

仪器设备，将交由 203 所计量。

谈到服务，班组负责人朱主任如是说道：

“我们将以最完善的服务，尽力满足用户的需

求。用户给我们的都是急活，我们不能辜负

用户的信任，必须保质保量，最快速度的把它

们干完。我们不仅提供优质服务，严格按照

校准规范，进行校准检测。如果发现不合格

的产品，及时与用户进行沟通，本着为用户负

责的态度，保证测试准确。”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量子电压组将继续

积极探索量子前沿技术，紧跟国际发展趋势，

不断提升电学参数的计量能力。此外还将继

续秉承诚信守诺，客观公正，精准可靠，创出

优质服务的品牌。 渊康炎 吴巍冤

姻 王爱林

“1032 工作面 30-40 架段顶板较好，支

架未使用防护网。每架罚款 50 元，累计 10
架，罚款 500 元。机巷小眼口围栏损坏，间距

大（0.37 米）宽，用铁丝捆绑在一块，不符合要

求，三天整改……”

“综采二区职工李文杰在 1032 工作面第

17 架处，在煤壁有人作业时，在未进行安全

确认（未提醒）的情况下操作支架片阀，违反

矿一般“三违”界定标准采煤部分第 13 条规

定，责任人李文杰按一般“三违”处罚。根据矿

“三违”管理办法规定，给予当班跟班干部朱

勇罚款 100 元……”

日前，笔者翻开淮北矿业集团袁店一矿

安监员丁前进的工作日志，看到日志字迹工

整，记录详实，如同他本人一样，一丝不苟。熟

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生活中是个性格温和、

乐于助人的人，但在工作中他却坚持原则、铁

面无私，严实的工作作风令人佩服，大家送他

绰号：一根筋。他知道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

乐了：“一根筋就一根筋，安全生产就是一根

主线，就必须一根筋抓到底。”

好学上进忙“充电”

今年 45 岁的丁前进，自 2005 年成为一

名安监员以来，时刻不放松对业务知识的学

习。在一线当过班队长的他对采煤、掘进工作

面施工工艺可谓是了如指掌，但他还是谦虚

地说：“如今，采煤、掘进设备和工艺更新快，

自己文化底子薄，不加强学习就要落伍啦！”

从事安监工作那天起，他就坚持每天第一个

到掘进迎头、采掘工作面，敲帮问顶，认真检

查每一个生产环节，在确认安全有保证的情

况下，才让班组进行生产。在井下施工现场，

他留心观察设备运行状况，并及时准确地向

作业人员反馈问题：皮带机尾底皮带向外跑

偏；扶棚牙壳不正；联网错茬超过规定……针

对现场复杂多变的生产条件，他俨然成为了

安全生产的导向标，总能及时发现隐患，立即

提醒并监督整改。

丁前进说：“管安全必须懂安全，想管人

必须先管心。”他有一个记录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典型“三违”人员登记的“工作日志”，上面

密密麻麻记载着典型违章职工的单位、姓名、

时间地点、违章事实等信息，还有违章职工本

人的签名，其中有的名字后面还用红笔打上

了对号……当问及签名后面作标记是啥意思

时，他颇有感触地说：“通过沟通、交流和帮

教，“三违”人员能够从心里认识到违章的危

害性，并决心不再违章的，我就在他的名字后

面作个标记。”

安全生产“守门员”

谈起最令安监员头疼的事，丁前进打

开了话匣子:“虽然职工整体安全意识提高

了，但个别职工‘三惯三乎’、怕麻烦、图省

事的侥幸心里还是存在有，隐患再小，一旦

出了事故，没有后悔药，一切都于事无

补！”

前不久的一天早班，通风区职工洪涛登

高作业不系保险带，恰好被丁前进看到，当场

制止。按照规定，井下作业离地超过 2m的登

高作业必须系保险带。为早点安装好风水管

路，洪涛图省事不系安全带就准备干活，如果

不是被当场制止，洪涛的行为就要被记为“三

违”。丁前进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对他讲

述了一个典型案例：“某矿职工郭某在会议中

心调整舞台灯光设备时，站立在 6 米高的走

廊上，走廊上只有很稀的几根钢筋，没有铺木

板，郭某在抬头作业时不慎失脚掉下，摔伤头

部，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果很严重。登高作业

不系安全带,不为别人就不为自己想想吗？”

听着一番肺腑之言，洪涛当场答应以后严格

按照“流程化垣模块化”规范标准作业。可丁

前进还是不放心，一段时间内经常找洪涛谈

心做思想工作。

安全就要“一根筋”

严抓“三违”就可能得罪人，当有人问起

丁前进如何对待职工的不理解时，他总是淡

定地说：咱端的就是管安全事的碗，既然从事

安监这份工作，就必须尽心尽职，宁可让违章

者骂，也不愿听到他们的哭声！今年初的一个

夜班，工作中的丁前进发现修护准备区的一

名职工精神萎靡不振，多次出现误操作。他立

即责令这名职工上井，并将其列为安全不放

心人参加“三违”集中帮教学习。这名工人心

中不服，扬言要报复，并到安监处去理论、闹

事。丁前进耐心地向其讲述疲劳上岗造成的

事故案例及其危害性，并为他算了一笔“违章

账”：如果因一时的疏忽麻痹出现了安全事

故，不仅给矿井造成损失，而且对父母、妻儿

来说，也意味着灾难；对家庭来说就可能意味

着破裂……经过近两个小时苦口婆心地劝

说，这名职工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自觉

接受了处罚。

今年 2 月份，一名职工因掘进机切割过

程中没有正常佩带劳动防护用品，被丁前进

及时制止，并作为“三违”典型事例进行了通

报。这名职工便托丁前进的好友来讲情，被丁

前进当面拒绝。

多年来，丁前进始终铁面无私，抓安全一

丝不苟，充分发挥了安监员现场“守护神”的

作用。他所带的安监班组连年被矿授予“标杆

班组”，赢到了职工的一致赞誉；他也先后获

得矿“金牌班组长”、“五好职工”、“五星党员”

等荣誉。

“驯服”
真空锅炉

“这几台真空锅炉已被我们‘驯服’，现在

运行一切正常。”5月 13 日，河南油田采油二

厂集输大队集输三队王集一号集油站站长张

俊伟兴奋地说。

王集 1 号集油站原用 2 台燃煤水套炉为

系统加热，按环保要求停运后，该厂一方面使

用一台高压注汽锅炉替代，维持正常生产。与

此同时，通过调研分析，决定新建三台燃气真

空相变加热炉（简称真空锅炉）。去年 11 月

份，真空锅炉投入试运行，由集输三队替代原

来的注汽队负责运行管理。

“第一次管理真空锅炉，确实给我们带来

了很多难题。”张俊伟一一列举，“传感器失

灵、操作间漏气、故障停炉频繁……”

真空锅炉运行不正常，生产出来的水温度

不达标，不仅会导致外输管线堵塞，管线压力

超标刺漏，而且会导致采油井管线堵塞，影响

正常生产。这事让集输三队职工很闹心。

“有问题，我们要尽量自己想办法解决。”

在集输三队职工大会上，党支部书记盛伟超

掷地有声。

他们成立攻关小组，及时联系厂家，技术

人员和生产骨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排查，查

找原因。

现场、中控室、操作间控制面板数据传输

误差大，他们在现场监督各个数据，最终发现

是连接线接触不良；操作间漏气，他们用正压

肥皂水检漏法检查，发现是天然气管线连接

处密封不严，造成少量可燃气体泄露；故障停

炉频繁，他们对自控系统分段逐点查找根源

……

问题查处后，他们与厂家技术人员一起，

一一按设计规范全部整改解决。

“通过两个月的试运行，我们发现一个问

题，解决一个问题，保证了系统运行正常，同

时也为其它站上真空锅炉替代改造积累了经

验。”集输三队队长李红伟说道。

渊单朝玉 李莉冤

矿工爸爸
下班去哪儿

中煤新集刘庄煤矿准备九队的职工

孙长涛休完五一小长假返岗上班。和往常

一样，他在晚饭后带着 8 岁的女儿来到刘

庄煤矿的“灯光广场”。“打篮球、乒乓球、

散步、带孩子做游戏……”他不禁感慨：

“原来大家和我一样，不再是下班吃饱喝

足就只想睡觉解乏了。”

以往煤矿工人井下作业又忙又累，班

前会、工作任务、联保互保……除非有重

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休班的大部分时间都

是宅在家里补觉。如今，大家像准备九队

职工孙长涛一样，工作和生活节奏慢了下

来，休闲时间则越来越多。

大家为什么下班不再补觉？休闲时间

哪来的？

孙长涛所在准备九队目前施工井底

水仓清淤工程。以往传统工艺清淤水仓，

靠人力推车至斜巷上口经 25KW 绞车打

运至水仓内，人工将淤泥装车后，再利用

斜巷绞车打运出去。每班打运人员需要 7
人，检修维护工 2 人，劳动强度大不说、工

作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风险。

“穷则思变，变则通达”。从矿用输送

泵到排砂泵清淤、矿用清水泵清淤最后到

矿用风泵清淤，成功的对清淤工艺进行了

创新。通过使用 2 路 2 寸钢管分别作为进

水管、进风管，再用 4 寸管路作为排淤管，

在距淤泥处 5m 范围设置 500mm 高的围

水挡墙，人工向围水挡墙内放水稀释淤

泥，把排淤管排放到水仓车场的矿车内，

装满后推走即可。水仓清淤工艺的创新，

取消了斜巷打运的环节，降低了职工劳动

强度，达到保安提质增效的目的。

“以往用老方法清淤水仓又脏又累，

最少要 40 天才能完成全部工作任务，现

在 25 天就能完成，就人工成本一项节约

10 万元左右。”孙长涛介绍新工艺带来

的实惠，那就是工作轻松了。

休息得好，工作才能干得更好！

“休息和休假的时间多了，对煤矿工

人来说是好事。”自从将“三八”作业制改

为“二九一六”作业制，孙长涛和同事们就

彻底告别了之前“上班三班倒”“两头不见

红日头”的日子。“二九一六”作业制，即每

班九小时工作制，早班为检修班，中班和

夜班为生产班，连续上两天中班之后，第

三天上夜班，中间有近二十个小时的休息

时间。实行“二九一六”制，还减少每天井

下作业人数，成功解决了单班入井超千人

的重大安全隐患。

职工的休息时间多了，有益矿工身体

健康，有益于职工家庭关系更加和谐和

睦，对矿井生产效率稳定持续提升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现在的孙长涛每当下班时间或者法

定节假日，8 岁的女儿就会撒着娇问他：

“爸爸，今天我们去哪儿玩啊？”

渊常亚飞 李亚军冤

紧跟时代前沿开展量值传递工作
快速高效反应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记航天科工203所量子电压组

如今好的商业创意有很多，但并非所有

的创意都是独树一帜的。事实上，新公司总

能成功地进入行业饱和的市场，不过其中大

多数公司都不具有特别的行业颠覆性。

有些公司只是在利用这个庞大的市场。

例如，食品和饮料行业的企业家知道，人们

总会有饮食方面的需求。大多数消费者在满

足这些基本需求时会面临无数的选择，但如

果能有一种新产品脱颖而出———无论是由

于其卓越的口味、品牌还是营养价值，消费者

往往会做出购买的选择。

以数十亿美元的剃须刀市场为例，在

Dollar Shave Club（一家创立于 2012 年的美

国公司，以会员订阅的形式每月向其会员提

供剃须刀和相关护理品的服务）出现之前，这

一市场长期被拥有巨额广告预算的老牌玩

家所主导。然而 Dollar Shave Club 的创始人

迈克尔·杜宾 (Michael Dubin) 和马克·莱文

(Mark Levine)并不需要发明革命性的新产品

来抢占市场份额和吸引风险资本。相反，他

们采取了一种稍显不同的 (可以说是更现代

的)商业模式，即通过每月订阅的方式将产品

投放到市场，之后用了不到 5 年的时间，借助

病毒式营销视频的传播势头以 10 亿美元的

价格退出市场。

杜宾和莱文的创意已被证明是可行的，

并且他们所提出的价值主张具有独创性。他

们的脱颖而出与其剃须刀的质量和便捷的

订阅服务密不可分。他们的成功听起来很简

单, 不是吗?
可问题是，人们也非常容易想出一些最

终无法落地的点子，而很多没有经验的创业

者（甚至连同那些有经验的创业者）还会选择

将这些错误的点子贯彻下去。为确保您不会

重蹈他们的覆辙，以下三种经过验证的方法

可助您得出一个可行的创意：

倾听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七言八语

社交媒体是发现消费者痛点和需求的好

地方。以“船之星球”创始人兼领导者迈克尔·

基尔(Michael Kiel)为例，他为奥沙克湖的船

主们创建了一个 Facebook 群组。在管理这个

群组的几个月后，他开始发现一种模式。基

尔说道：“我注意到群里每天发的几篇帖子都

在讨论同一类问题，船主们都在寻找一个能

为其在船上、码头及起船台上工作的推荐人

选。”就在那时，他萌生了创办公司的想法：建

立一个将船工与可信的海洋专家相结合的平

台。

您明天或许还未准备好去追求自己的商

业创意，但是您今天应该明智地将自己投身

到与您所热爱的领域相关的社交媒体社群

中。您可以像基尔那样加入或创建一个

Facebook 群组，或在 Reddit 上（Reddit 是一

个集娱乐、社交及新闻为一体网站）寻找与

您专业相关的子板块。搜索与您行业及兴趣

相关的话题标签或关键词。请不要忽视人们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种种牢骚或抱怨，

相反，您要停下来认真阅读它们。因为您永

远不知道某个行业趋势或创意会在何时应

运而生。

专注于自己的问题

走进餐馆和食品杂货店可减轻您的饥饿

感，娱乐公司的出现可为您打发无聊的时间。

人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各种需求和问题，因

此寻找商业创意的创业者应该花些时间认

真思考他们生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把您每

天的烦恼都列出来，同时可请您的朋友写出

他们各自的苦恼。大部分人应该乐意借此机

会发泄心中的不满吧！如果您不确定这种方

法是否有效，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宿醉帮手”

哦！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有两家这类的

公司会在您一夜狂欢过后的第二天早上出

现在您家中，递给您一份玉米煎饼和一瓶佳

得乐，然后为您迅速打扫所有杂乱不堪的房

间。

这听起来是不是太疯狂了？不过结果证

明他们做得很好———您或许在《雷吉斯与凯

莉现场秀》（Live with Regis and Kelly，一档

美国脱口秀节目）中看到过他们。另一家名

为 DoodyCalls 的公司会在您下次烧烤前把您

家后院的狗粪打扫干净。面对“如何抽时间

去杂货店采购”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

Instacart（一家提供杂货配送服务的电商平

台）诞生了。现在 Instacart 提供的方便、实惠

的解决方案正好为您解决了无法抽出时间

购物的困扰。任何您经常面对的挑战或不便

都可能蕴藏着商机，您只需要将它们记下来

就行了。

放眼未来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可能是最具影

响力的企业家。无论爱戴他的人还是厌恶他

的人，他们都无法否认的是，他是创办公司的

高手。您可能不是下一个埃隆·马斯克，您也

不必成为像他这样的人。但您可以从他做生

意的方法中学到一些东西。

马斯克在思考人类未来将面临的最大挑

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正是这种宏伟的设

想让他成就了诸如贝宝 (PayPal)、SpaceX、特
斯拉(Tesla)及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企业，这

也让他成为了一个相当富有的人。如果整日

思考人类的命运会让您觉得头晕脑胀，那就

从思考自己的未来着手吧。在未来的道路上，

这个世界可能会给您带来哪些问题? 如果同

样的问题不仅您会遇到，更多的人也会遇到，

那么它们可能就是需要您着手解决的问题

了。

尽管大部分创意不会达到惊天动地的效

果，但创业者应该感到欣慰的是，创意无处不

在。按照以上的指导，您可能正好就找到了

一计实现您创业梦想的良方。

渊Rashan Dixon, 特约撰稿人袁Techin鄄
con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微软高级咨询顾问

张宇/译冤

丁前进：“为安全，我就一根筋”

助您发现有效商业创意的三种方法
商业创意未必会使人为之疯狂，但它也不会让人无动于衷。这里有三种方法可以为您找到创业的最佳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