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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多元“标签”的“科技达人”

中天公司研发部负责人 张会欣

自腾讯新出“坦白说”功能之后，我们经常会接收到匿名

好友发来的名片——“气场一米八”“人帅多金”“燃力冲天的

美眉”“元气满满的小正太”......简单粗暴、略带调侃，有时还

夹带丝丝温柔：“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让我们数着星星

一起老去”......我们似乎在不知不觉中“被标签化”，同时也在

标签与被标签中结识他人或被结识。

谈到杜富国，我们脑海里第一时间闪现的是“扫雷英雄”，

谈到黄文秀我们会想到“最美第一书记”，谈到张富清我们会

想到“党的好战士”，有时候标签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代称，更

多时候也代表着一种充分的肯定、崇高的赞誉，而“中天楷模”

张会欣就是一个满身“赞誉”的人。

高速“智能+”的“探路者”

2019年，随着省界撤站工作的推进，“5G”“物联网”“智

能+”逐步“席卷”高速，张会欣作为中天研发小组负责人审时

度势，与公司新建班子积极沟通确立了“合作引进、自主研发”

的新路子。一年时间内，张会欣除了在单位做研究，到现场

督导施工，剩下的时间都奔波在全国各大行业展会论坛、科

技领先企业及科研院所之间，与国内领先企业进行座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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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取经问道、寻求合作。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张会欣带领

研发小组共完成软件研发 5 项，硬件研发 15 项，其中两项

获得国家级软件著作权证书，在此次“入口治超大会战”中，

单一项激光长宽高测量仪就实现成果转化近千万，成为大家

心目中公认的“科技达人”“智能高速探路者”。

“问题诱发思维，对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解决问题的

能力”，张会欣就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致力科技研发的人。

十年的机电维护经历引发了张会欣对收费站堵车问题的思

考：“节假日就不说了，行车高峰期，但是有时一个车道设备

小故障就要关闭车道开展检修，着实影响通行效率”。为解决

这一问题，张会欣带领团队研发出了随身携带的单兵收费

机，与传统收费机相比移动便利、携带方便，像平板电脑一

样可背在身上、挎在腰上，内置打印机、读卡器、摄像头，

集车牌识别、缴费、发票打印于一身，有效缓解了收费站通

行压力。

年初，时值春运返程高峰，河南大部地区遭受降雪影响，

为保障行车安全，省内多条高速采取限时通行，2月 13日，

豫皖省界站出现了短期较为严重的交通堵塞，“危难”之时，

高发公司立即与中天公司对接，紧急调用一台单兵收费机前

往豫皖省界站“救援”。只见工作人员腰挎设备，手拿显示屏，

有条不紊的对滞留车辆开展收费操作，这时停滞的车流开始

缓缓移动，仅用 10分钟就有效缓解了收费站通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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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省界撤站工作的推进，ETC自由流技术的推广，高

速公路收费正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仅支持现金支付的

收费机让张会欣再次陷入深思：“科技创新犹如逆水行舟，我

们不能过分沉醉于已有的成绩中”。年初，张会欣与支付宝、

微信运营商对接，对单兵收费机进行二次升级，在原有基础

上开创性的增加支付宝、微信扫码支付，较原有收费效率提

升了 20%。目前，此设备已实现成果转化，并在省界撤站及

节假日保通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3 月初，中天接续迎来号称高速“三大会战”的“入口治

超”“省界撤站”“周南息邢项目建设”，张会欣作为公司的技术

骨干、科研负责人更是铁肩挑担、克难攻坚，实力展现了他

科技方面的独特才能。

4月，“入口治超大会战”中由中天自主研发的激光长宽

高测量仪安装在即，而张会欣负责的设备组却遭遇挫折：厂

家采取技术垄断方式大幅提升设备组装器件价格，远远超出

经费预算。站在“入口治超大会战”的版面前，看着即将临近

的安装节点，想想全省 160多个专项即将因为设备配备不到

位推迟进度，这时，是否继续高价购入？张会欣陷入两难抉

择。继续高价购入此项工程利润将会大半亏损，不购入必将

耽搁工程进度，影响公司形象。关键时刻张会欣做出一个大

胆决定：“打破厂家技术垄断，购买设备原材料自主加工，”

这个决定让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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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设备看似简单，但真正自己生产组装起来却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小到一颗螺丝、大到设备外壳，要采购几十

种配件，每一个配件都需要反复试验、精密匹配，加之出厂

资料的制作、设备的到货时间等等，好需要与厂家多方协调，

一个环节出现差池其他环节都要停滞，况且张会欣团队并没

有组装设备的经验，而这时离设备投入安装的节点时间只剩

下两周。

期间，为寻找与设备特制航空头相匹配的线缆，张会欣

通过网上查找、市场调研，日夜奔波，先后拜访了上千个设

备厂家，反复匹配实验终于获取了与现有航空头相匹配、线

径仅有 0.56mm 的六类屏蔽线。为不耽误工期进度，张会欣

带领团队开始加班加点做焊接实验，那时张会欣几乎天天忙

到凌晨，通宵达旦也是常有的事。焊接实验先后历时一周时

间，经历上千次测试，纤细如发的线丝将张会欣的手烧的满

手血泡，办公室不时都能闻到烧焦皮肤的味道，但身上透着

股子倔劲儿的张会欣始终没有放弃。

正所谓“千锤成利器，百炼变纯钢”，最终，张会欣带领

团队研制出了韧性强、强度高、防水性能优良的航空头组建，

成功实现对长宽高检测仪的自主生产，为公司节约成本 200

多万，不仅提高了工程效益，更为公司赢得了良好形象。自

此，张会欣带领团队拉开了中天“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道

路，开创了中天公司“智慧高速”的发展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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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的“守护神”

在负责研发之前，张会欣还有一个身份，技术保障部经

理。2010年，已在工程部摸爬滚打了 10年的张会欣被调任

技术保障部，开始负责全省高速公路机电维护工作。

在工程部那会儿，张会欣虽然常年驻扎在施工一线，但

工作压力并不大，“那时压力全在领导那儿，领导安排啥，我

们尽力干好就行了，但接手保障部经理后，才体会到当领导

的不易，”张会欣这样说。当时，中天维护里程只有 100多公

里，维护业务只有几十万，起初张会欣团队仅有 10 个人，

除了他其余人员全是非机电专业出身，也就是这帮“机电门外

汉”不但要负责公司 100多公里机电项目维护，更重要的是还

要开拓新项目，为公司创收，这让才 30 岁出头的张会欣着

实有些头大。

“怎么办？一个字干”，或许是喜欢挑战，虽然感觉压力

大，但张会欣却没有丝毫犹豫和畏惧。他搬出公司所有高速

公路机电项目施工资料，对其进行重新梳理、细化，连续一

个月，他天天泡在办公室，睡沙发、吃泡面，除了出外作业，

他几乎不下办公楼，整整一个月没有踏进家门半步，翻遍了

近 200多个机电项目施工资料，熟悉掌握了每个工程的施工

要点，每项设备的使用性能，为后续开展机电维护工作储备

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随后，张会欣开始带领团队到各个公司找项目、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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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并不顺利，没有任何维护口碑的中天让张会欣几乎吃遍

了所有单位的“闭门羹”。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艰难的业

务拓展经历让张会欣很快对机电维护工作有了方向。“首先得

把活干好，有了好口碑才能不断获取新项目，”从此，张会欣

带领技术保障部 10 人小分队踏上了守卫高速公路机电安全

的道路。

2010年，中天接到第 1个大型维护业务——周口段全程

监控维护。为取得业主信任，张会欣亲自带人对沿线 1个分

中心、3个服务区、5个收费站 80多路全程监控进行“拉网式”

排查，用时一周弄清了全线的网络布局、业务拓扑。排查期

间共遇到 2次 1级故障，一次大桥光缆烧断，从发现到抢修

仅用了 3个小时；一次是秣陵收费站计重设备故障，事故发

生在凌晨 1:00，张会欣所在项目部距秣陵收费站 60 公里，

接到任务，张会欣二话没说立即带队奔赴现场，仅用 2小时

便恢复车道计重通行。两次紧急维护让业主对张会欣团队的

敬业精神、工作效率刮目相看，最终，决定与中天公司正式

签订长期维护合同。

懂行的人都知道：高速公路上的项目，一个环节出错，

就是责任事故，来不得半点马虎，而且救急如救火，维护不

及时很有可能导致收费瘫痪、调度失灵。在解决处理突发问

题上，无论身在何处、处在何时张会欣总能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做好机电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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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7月，杜良收费站遭受暴风雨袭击，收费站大棚

被狂风摧毁，五六个收费亭严重受损，机电设备多处出现故

障，直接阻断了收费通行。接到任务后，张会欣立即带领 6

名维护员赶赴现场。在 2天 3夜的紧张施工中，张会欣几乎

没有合眼，累了就靠着设备歪一会儿，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

继续作业。当时正值盛夏，暴雨过后的杜良站白天太阳像个

大火炉晒得人身上火辣辣的疼，晚上像个大蒸箱，闷得人喘

不过气来，而且杜良站旁边就是个臭水潭，苍蝇大的蚊子“漫

天飞舞”，把这个皮糙肉厚的老爷们叮的满身是包，多处出现

过敏症状，但他深知责任在身容不得自己矫情，在张会欣与

同事齐心协力下杜良站很快恢复通行。

一年后，与杜良站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而且情况更严

重。那是 13年的 8月份，开封正阳收费站遭受龙卷风袭击，

收费大棚被整体掀翻，收费一度瘫痪，接到任务，张会欣立

即带领队员火速赶赴现场。当时正阳站还是一个在建项目，

经历龙卷风袭击后，机电设备全部暴露浸于水中，此时，维

护员开展作业极有可能引发触电危及生命。赶赴现场后，大

家围着设备齐站一排无从下手，这时，作为团队的老大哥的

张会欣义无反顾、身先士卒，拿起工具大步走向“湿漉漉”的

设备，一旁同事急忙拉住张会欣，但他一把扯过来说：“一直

干等到啥时候呢？再等等设备就报废了。”张会欣脸上透出严

肃、果断，说完便径直走向设备开始检查漏电情况，确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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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风险后组织队员快速投入抢修工作，前后仅用 1天时间

便恢复设备正常运转。

之后义马大桥爆炸后光缆恢复、“上合会议”保障、“迎国

检”机电改造，只要一有命令张会欣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并高

效完成交办任务。逐渐张会欣团队在全省维护作业中建立良

好口碑，逐步得到业主认可，不到两年时间，就在全省各地

组建了 12个维护项目部，维护里程从 100多公里增长到 2400

多公里，维护业务从几十万增加到几千万，保障了集团近一

半高速公路的机电安全。据统计，在张会欣负责中天维护的

7年间累计完成维护改造合同 1299个，总额超 3.4亿，维护

管养路段达 2800多公里。这也为张会欣之后探索“智能高速”

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高速自转的“陀螺”

自 2011年负责全省高速公路机电维护工作后，找项目、

做资料、谈合同，及时妥善处理设备故障成了刻在张会欣脑

中的几件大事。张会欣的同事说：“张经理天天忙得不可开交，

公司、项目两头跑，即使在办公室也是不停的接打电话。”

张会欣平均一天要接几十个电话，高峰期甚至要接上百个电

话，有时，他的手机和固定电话此起彼伏、应接不暇，这时，

张会欣就会左右开工。他习惯性用左耳接打电话，长此以往，

左耳使用过多耳膜严重受损，听力便随之下降，到现在张会

欣的左耳一直听不清。当大家为张会欣感到惋惜时，他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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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开玩笑的说：“我现在都用右耳接听电话，正好可以让两边

平衡一下。”

“张会欣几乎没有休过公休，没有过过一个完整的假期，

有次休假途中，因为紧急工作，临时取消休假返回单位，一

回来就一头就扎进了工地”张会欣的同事这样说：

很多同事都会说张会欣是一个“高速自传的陀螺”，这一

点也不夸张。今年 8月，中天公司对省界撤站门架工程中的

70多种设备进行入库招标，这也是中天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

一次入库招标，共有 400 多家厂商参与竞标，递交了 1000

多份 2寸厚的标书。为赶工期，公司要求 3天完成评标，作

为公司省界撤站技术负责人，张会欣与评标专家组 4人共同

评标。面对如山的命令，3天时间，评标组要完成 1000份标

书的技术指标及参数核对。

评标工作来不得一丝大意，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设备后

期安装进度。面对堆积如山的标书、密密麻麻的技术参数，

张会欣长舒一口气便一头扎进“标海”开始了 3天 3夜不间断

的评标工作。白天张会欣和专家组一起评标，晚上夜深人静

张会欣就独自奋战，3天在张会欣彻夜无眠的加班中度过，

终于，他也不负众望，如期完成评标。出办公室的那一刻张

会欣突然晕倒，同事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检查，当时张会欣低

压已达到 120，高压竟达到了 180。

经过前期的评标，最终确定 10 家单位中标，张会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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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设备厂家周末进行合同谈判。为不影响工期，从早上 8：

00到下午 5:00，连续 9个小时张会欣没有踏出会议室一步，

没有吃一口饭，顺利完成了数 10 家厂商的合同谈判。部门

人员说：“中午给张经理点了外卖，外卖送到是中午 1:00，

我们去整理资料，回来时已经 3:00，外卖还在桌上一动没动，

张经理说还剩两个厂家没有谈判，不能让他们等着咱，更不

能延误工期。”就这样，设备招标采购在张会欣的全程督导中

顺利推进。

10月 10日，省界撤站 ETC 门架工程安装在即，但因武

汉军运会影响，设备厂家停止对外供货。“设备到不了全省门

架安装工作就会停滞，影响的不仅是公司的形象、集团的形

象，还直接关系到河南省在交通部的形象”，想到此，张会欣

坐立不安，连夜坐高铁直奔武汉，寻找设备厂家商谈供货，

此时已是 8日深夜，离既定的门架安装时间不足两天。

找到设备厂家张会欣先是苦口婆心的劝说，最后几近恳

求，但对方依然表示：“这是上级命令我们只能服从”。无奈

之下张会欣又连夜赶往对方的集团公司进行协调。寒风中张

会欣足足站立了 5个小时，终于等到负责设备组装工作的领

导，经过再三协商厂家终于答应供货。

9 日晚上，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张会欣亲自押送 5

车设备经过 600公里的奔波，于 10日早上准时将 ETC 门架

设备送达商丘服务区，保障了全省门架工程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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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科技专家、研发负责人，每次会议，领导口中

说的最多的就是张会欣，软件调试张会欣，设备对接张会欣，

方案编制张会欣......我们暗自琢磨：“难道张会欣有三头六

臂”。但不得不说张会欣干的确实好，领导交办的工作没有一

件推辞应付的，但大家心里也都知道背后的艰辛......

不少人会问张会欣：“你累不累，天天这么拼”。这时，

张会欣只是微微一笑，笑中浸满辛酸、汗水，但透露更多的

是付出后收获的喜悦。多年来张会欣也不断收到其他企业诱

人的橄榄枝，但是他都没有为之所动，有人问他：“你这样坚

持到底图个啥？”他说：“中天就像一个家，在家或许会累、

会受委屈，但是家永远是家。”

“最强大脑”&“学习达人”

张会欣还有一个绰号“人形电脑”，省界撤站中 500多个

ETC门架、35000件设备，他们的技术指标、技术参数，以

及安装工程的实施步骤、调试流程等等全在他脑子里。“有时

候我们给他汇报工作，漏掉一个设备参数，他都能立马补上。”

研发小组的同事这样说。

作为团队的带头人，张会欣对自己也是高标准、严要求，

他说“我的作风影响着团队的作风，我的思维影响着团队的思

维，我必须要给兄弟们做好榜样。”虽然日常工作繁忙，但是

张会欣从不放弃提升自己的机会。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会欣勤学时”，他充分利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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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余时间，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持续提高

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2014年 6月，张会欣考取了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颁发的“智能建筑电气工程师”资格证；2015年，考

取了“智能建筑弱电系统项目经理”资质；同年，考入了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MBA班，攻读硕士学位；2016年，又获得了

电工（高压）进网作业许可证。起初，离开校园十几年，几

乎与考试隔离的的张会欣也犹豫过，面对繁重的工作，中间

也曾想放弃过，但是他说：“不进步不行啊，时代发展太快了，

尤其是我们从事机电行业的，稍有放松就会跟不上步伐，就

会掉队，我掉队了，团队怎么办？”

除了考取与职业相关的从业资质，张会欣还先后参加数

十个国家重点高速公路项目建设，7年中，通过对自己工作

的不断思考、潜心钻研，先后完成《基于 RFID技术的数据

分析研究》《太阳能光伏电站在高速公路应用研究》2个省

级科研项目研究及鉴定；《高速公路机电设施防雷技术规范》

《河南省高速公路全程监控系统技术规范》2个地方标准制

定，发表《高速公路机电系统维护研究》《揭秘整车式计重

收费系统》等专业技术论文 16 篇，为中天公司的维护管理

提质增效、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了一个合格的“机

电专家”，团队的“学霸”。

对于张会欣在学术上的执着，有人说他：“都小四十岁的

人了，整天还参加考试、上学。”张会欣对此总是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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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他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要这么做，“不管是为了公司还是个

人，都得设定目标努力奋斗才行！”

铁骨队长“柔情汉”

工作中的张会欣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生活中他也是一

名孝子、一个慈父、一位柔情似水的丈夫。

“当初嫁给他，看中的就是他人好顾家。”提起张会欣，

爱人翟娟娟一脸幸福。

负责研发工作后，张会欣经常出差，即便如此，张会欣

也是尽可能推掉所有应酬，下班回家陪伴家人。“只要出外工

作，无论再晚，他都要和家里通一个电话或发一条微信问候

妻儿老小，而且嫂子每年过生日，他都会浪漫的订购一束鲜

花，快二十年了从来没有间断过”，张会欣一起工作的同事

说 。

张会欣夫妻都是独生子，2013年国家二胎政策放开，他

向公司递交了二胎申请，可几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他家二胎

的消息，一次同事和他聊天中得知，他们已经决定不要二胎

了，张会欣说：“生了孩子就要投入精力教育他、陪伴他，哪

有时间呀！”

的确如此，张会欣自担任部门经理以来，处处冲锋在前，

几乎没有按时下过班。妻子是一名中学班主任，繁忙的工作

让两个人对儿子无暇照顾。为解决这个难题，张会欣就把儿

子安置在附近学校上学，专门将父母从老家接来，在单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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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租了一间房子接送孩子上学，晚上再一起回家，时不时张

会欣也会抽出时间接送儿子。对待家庭，张会欣一向是尽其

所能的弥补。

2016年，张会欣父亲患肺癌住院，当时正值 12月份，

年底大量合同、计量支付、工程资料需要他审核签字。“起初，

张经理就在医院办公，父亲病情稍微好转就单位、医院两头

跑”，部门人员说。那段时间张会欣血压一下子升到 180，但

依然没有丢掉工作，始终是两头奔波，一边工作，一边照顾

老父亲。

他对家人如此，对同事也是格外用心。“我们长期出差在

外，不一定在家，他只要在单位，家里有困难，知会一声他

都会施以援手”，同事周海磊说。

2010年，周海磊爱人即将临盆，当时他正出外做维护。

周海磊赶紧拨通了张会欣的电话，张会欣二话没说开始联系

医院、汽车，买了一堆婴儿用品送到医院，直到孩子顺利出

生，张会欣给周海磊打了一个平安电话才离开医院。周海磊

说：“我当时接到张经理母子平安的电话后，特别激动！张经

理太仗义了。”从那一刻起，他把张会欣当成了大哥，当成了

家人。

除了生活上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张会欣更会给予指导

和帮助。“他经常会问你，有没有难题，干的累不累，有时候

跟业主单位不好沟通，他都会替你沟通，他不知道的，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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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介绍知道的人来给你解释，跟着他干活再累也高兴”，周海

磊说。

这就是张会欣，一个铁骨担当、柔情似水的大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