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刘琳　杨帆

按照国家和航空工业关于安
全生产月的工作要求，5至6月份，
航空工业沈飞以“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先后发
布了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强化员工安全生
产意识，将安全生产理念深植在
员工心中。

推进安全文化建设
营造安全文化氛围

安全月期间，沈飞公司结合
“安康杯”竞赛和职业卫生宣传周，
开展各项安全宣传活动，将奖励、
激励机制应用于安全生产活动中，
并在其中得到具体应用、实践和
延伸。一是旗帜标语宣传，在厂
门和各大厂房悬挂安全旗，生产
现场张贴、悬挂安全理念、标语。
二是媒体平台宣传，将安全月活
动内容、精神进行层层宣贯、层
层动员，充分利用《今日沈飞》报、
电台、电视台等宣传媒介，做好
安全宣传工作。三是开展特色载
体活动，以具有特色的竞赛、征文、
猜谜、摄影、签名、技能比武等
安全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安全板
报、安全岗台为阵地，传播安全
文化理念。

通过种种手段措施，推广安
全管理的先进经验，曝光典型违
章现象，遏制各种违章行为，形
成公司上下互动的安全生产宣传
态势，在公司内营造“我要安全，
我会安全，我讲安全”的安全文
化氛围，贯彻“安全无假日”、“意
识决定成败，事故皆可预防”的
思想，不因疏忽而遗忘危险，做
到警钟长鸣。

开展安全培训教育
巩固安全生产理念

为持续巩固安全生产理念，
促进安全生产意识落地生根，沈

飞公司系统组织了安全培训教育
活动。一是组织对中层领导干部、
专业管理人员、班组长等进行专
题安全培训 ；二是邀请国内安全
生产专家作安全报告或安全讲座；
三是举办消防安全和职业卫生培
训 ；四是组织员工万人答卷活动。

安全培训、教育能切实提高
员工安全意识、安全知识与技能，
是提高员工综合素质的平台 ；安
全知识培训的不间断，是安全生
产的基础。沈飞公司组织基层单
位集中对危化品作业人员、“四新”
（即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
设备）人员、复工人员、调岗人
员、班组长等进行自主安全培训，
结合安全月活动主题，开展公司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企业安全技
术标准、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应
急预案的宣贯培训工作。

扎实安全责任意识
开展安全管理工作

沈飞公司将安全责任意识落
实，组织基层单位开展了一系列
安全管理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
反违章和隐患排查工作，强化安
全生产“三级防控”管理机制，
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杜绝安全
管理“死角”“盲点”，明确检查
的要求，落实每一项检查的责任
人和考核人，保证机制的有效运
行。二是开展危险源辨识工作，
从人的行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
作业与工艺流程等四个方面查缺
补漏、补充完善，针对危险因素
采取应急控制措施，并在班组结
合AOS分层例会上对危险因素辨
识的情况及其控制措施、应急措
施予以告知。三是开展事故应急
演练，组织各单位梳理本单位危
险场所和重点部位的生产安全事
故预案、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和应
急处置预案，至少组织一次事故
应急演练。

通过安全月活动，促进员工

安全意识培养和提高，自觉遵守
规章制度，营造良好的生产环境，
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安全经营顺
利运行。

安全生产是企业管理的重点，
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一个
日积月累、持续不断的过程。沈

飞公司为了将安全生产活动的形
式和内容进行延伸，更好地开展
安全系列活动和工作，通过每年
的 5 月、6 月开展安全月活动，
使之常态化、制度化。迄今为止，
沈飞公司已经组织开展了 41 次安
全月活动，推进安全宣传活动和

安全培训工作，开展群众性隐患
排查治理，强化“三级防控”机
制建设，做好危险辨识和事故应
急工作。同时结合“安康杯”竞
赛活动，推进公司安全文化建设，
以月促年，确保沈飞公司科研生
产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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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安全文化建设 筑牢安全防线
——航空工业沈飞安全月活动纪实

航空工业强度所扎实推进改革创新 实现融合发展
发挥自身优势  助力轨道车辆装备研发

|| 本报通讯员　韩晖

|6 月 30 日，某型轨道车辆全尺寸
静强度试验全部工况在唐山顺利完成，
标志着该型车迈向批产又前进了一步。

在此次轨道车辆研发过程中，航
空工业强度所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全面承担起该型车辆投产前的全尺寸
试验设计、仿真分析结果校核、应变
监测和无损检测等任务，以航空强度
技术保障了项目顺利进行，以专业优
质的服务助力轨道车辆装备研发。

事实上，这已不是强度所第一次
和轨道交通领域“亲密合作”。在此之
前，强度所已先后完成了我国时速 250
千米动车组车体和时速 380 千米高铁
车体气密性疲劳试验，完成了世界首
辆全碳纤维复合材料地铁车体的静强
度试验验证等，强度技术一直在见证
着航空与轨道交通的融合发展。目前，
强度所面向大工业领域，形成了涵盖
工业品强度试验验证、工业品强度设
计仿真优化、CAE 软件产品研发、减
/ 隔振器研制、军民用降噪工程、大型
试验装备研制、强度实验室建设与系
统集成、强度技术衍生产品孵化等在
内的八大业务体系，经营规模持续扩
大，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实现了向大
航空、大防务、大工业的多领域跨越。
以上这些均得益于近年来强度所扎实
推进的改革创新实践。

战略引领，发挥组织优势
明确发展重点

明确的战略指引。强度所围绕
“强度”这一核心专业，提出建设“世
界一流航空强度研究与验证中心”
的愿景，制定“以航融航、服务大
航空，以军融军、进军大防务，以
军融民、支持大工业”产业发展新
思路，按照“三同”原则，加强产
业发展的顶层布局与规划，进行业
务重组整合，理清了管理、技术与
产业的关系，明确了技术产业发展
的方向。

合理的资源布局。强度所梳理
业务线条，将分散在各基层单位的
市场业务归口管理，统筹科技创新
和市场开拓等资源 ；在业务布局上
集聚核心能力，紧密结合市场需求，
集全所之力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

育力度，尤其向处于科研生产瓶颈的
关键能力倾斜，开发出了具备专业性、
开放性和虚拟试验的、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国产 CAE 软件 HAJIF2018，
研制出了各种机载、车载、舰载等适
应多环境下的减 / 隔振产品，取得了良
好经济效益。

多维度合作融合。强度所积极推
动与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的
合作。先后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德
国 ZWICK 公司开展合作，实现国际融
合；与上海适航审定中心、中国航发集

团等单位联合共建实验室，加强科研
能力共建共享，实现行业融合；在华东，
强度所面向国产大飞机研制，与上海
市政府开展军地合作，以其特有的军
工科技力量助力着国产民机腾飞蓝天，
实现了高效的军地融合。

技术为本，打造创新体系
激活发展动力

构建创新平台。强度所通过建立
创客空间（下辖 ：基础创新、工程创
新和产业创新三个中心），来加速具备

市场前景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孵化，为
待孵化项目提供涵盖研发、测试、开
放展示等功能的独立运行场所和完备
基础设施。同时，根据孵化进程和预
期效益，给予不同额度的资金支持。
目前已孵化出轨道交通行李舱锁、航
空座椅液压调节锁等产品，具备广阔
市场前景。

打造创新体系。强度所把提升技
术创新能力作为跨越式发展的核心，
联合内外创新资源，构建了以“基础
创新为主体，工程创新和产业创新为

两翼”的“一体两翼”技术
创新体系。该体系依托创客
空间，以技术成熟度（TRL）
为主线，打造基础创新到工
程创新和基础创新到产业创
新两条回路，贯通需求端到
实现端的自主创新链，实现
了技术创新体系与预先研
究、型号研制和技术产业三
大主营业务的相互融合，为
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

聚集智慧支持。强度
所联合国内资源组建“国家
队”，充分挖掘强度技术的
潜在用途，实现价值突破。
同时，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
开展强度大讲堂，授予强度
所秦岭特聘专家，以及举办

中国航空强度技术发展高峰论坛和中
国航空强度技术青年论坛等举措，加
强与国内外院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
合作，共同研究了一批基础理论、孕
育了一批具有市场潜力的应用技术，
如数字孪生技术、噪声控制技术、结
构健康监测技术等。

市场为要，构建产业生态
培育发展之基

前瞻新兴领域。强度所以“三高”
为发展方向，打造航空优势技术和优
势资源推动的产业集群，助力智能制
造。近年来，发展形成“结构强度试
验验证、设计优化仿真、软件定制开
发、大型非标试验装备研发、减振降噪”
等业务板块。此外，为深度融入互联
网 +、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强度所积极
推进智慧云建设，探索规划基于 5G 的
试验能力，目前已建成强度设计分析
云平台，可为制造型企业提供各类强
度分析设计相关的咨询、培训及整体
性解决方案服务，助力我国装备制造
业转型升级。

打造产业生态。强度所基于融合
大航空、大防务、大工业市场领域，
贯通技术、市场、人才核心要素的“三
融三通”发展思路，构建起以强度技

术为核心，“试验支持、技术服务、产
品定制”为主体的“以强为根、三足
鼎立、多点辐射”的技术产业生态链，
打通了技术与市场、军用与民用、科
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通道，破解了军
工研究院所机制不活、路径不畅、活
力不足等难题。

实现要素共享。围绕国家战略，
强度所主动将 55 年技术积淀应用于大
工业领域，与各行业客户、高校开展
合作，推动技术要素共享。同时，以
强度实验室设计和建设为突破口，实
践以提供实验室运营服务为代表的商
业模式创新和以实验室共享共用为代
表的业务模式创新，推动能力共享和
设备要素共享。目前，强度所已梳理
整合 39 台科研仪器设备和试验设施，
并加入《第一批陕西军工科研仪器和
试验设施开放共享目录》，充分发挥了
科技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此
外，强度所积极引入民品供方企业参
与项目研制，取得了良好效果。

“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
之力则无不胜也”。在国家战略的指引
下，强度所将不忘“航空报国”初心，
牢记“航空强国”使命，以“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担当，为我国工业转型
升级发展贡献强度力量！

（ 刘琳　摄）

轨道交通实验室建设

降噪工程CAE 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