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News4 �责任编辑：李梦依　联系电话 ：010-58354190　美术编辑：钟军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情定风洞二十载 铸就风雷动九天
——记航空工业气动院总工程师崔晓春

|| 本报通讯员　郑佳丽

风洞是确定飞行器性能、支撑飞
行器设计的重大基础试验设施，是国
家的战略资源，可谓国之重器。没有
世界级的风洞试验设备，就没有国际
先进的航空武器装备。长期以来，我
国跨声速风洞存在尺寸小、流场品质
与数据质量不高、生产效率低等问题，
而谋划、建设大尺寸连续式跨声速风
洞，成为几代航空人的梦想。

航空工业气动院 2.4 米连续式跨声
速风洞，是国家科工局批复的单体投
资最大的建设项目。在该风洞推进过
程中，有一个人用他的坚定信念和执
着担当，扛起了重大项目的重任。他
就是气动院总工程师崔晓春。

临危受命，一个月内完成项目可研

眼看风洞建设启动在即，一个难
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需要在一个月
内完成项目可研。而当时的技术负责
人突然生病，无法继续工作。崔晓春
作为风洞论证阶段的主要参与者，毅
然承担了项目可研报告的编制与技术
汇报任务。为保证工作进度，他经常
乘坐末班飞机往返于北京和沈阳，连
夜协调可研报告编写工作 ；为确保技
术方案的可行性，针对轴流压缩机、
半柔壁喷管等重大技术问题，他开展
技术风险评估与技术成熟度评定，制

订风险防范措施。
在国防科工局组织召开的项目可

行性评审会议上，各位专家对项目可
研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顾诵芬院士
高度评价崔晓春的汇报 ：“这个小伙
子工作做得不错！”

对标一流，确立风洞技术
指标体系和总体技术方案

2013 年，航空工业正式任命崔晓
春担任 2.4 米连续式跨声速风洞建设项
目常务副总设计师。为把风洞建设得
好用、管用，在梳理、对标国际先进
跨声速风洞技术指标体系的同时，崔
晓春将风洞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可靠
性与可维护性等装备六性设计要求纳
入风洞总体设计指标体系，增强风洞
的可用性。

“我们必须向国际看齐甚至要领先
于国际，这样才能体现出建这座风洞的
意义。”崔晓春不止一次这么说。为确
保风洞总体技术方案的先进性、合理
性，降低技术风险，突破欧美对风洞设
计技术的封锁，崔晓春采用国内设计、
国际技术评估模式，先后聘请国际知
名风洞设计公司——加拿大 aiolos 公
司、专业空气动力学研究机构——俄
罗斯 TsAGI 和法宇航、专业风洞试验
机构——DNW，对风洞总体技术方案
进行评审，保证风洞的总体技术方案
水平。

勇于创新，将现代设计与
技术管理手段应用于传统风洞

风洞的设计与建设工作是跨多学
科的复杂技术工作，涉及空气动力、机
械结构、自动控制、土建工程等多专
业和机械制造、压缩机研制、现场施
工等多项目、多环节协同，无论在设
计技术、施工技术和技术管理上，都
高度复杂。

为提高风洞设计质量，在风洞设
计过程中，崔晓春带领团队将计算流
体力学、结构有限元分析、控制系统
仿真、三维设计等现代设计技术应用
于风洞设计，这些措施同时还有效缩
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建设成本。通

过理论分析和模拟仿真，团队将技术
指标分解到风洞总体气动、洞体结构、
测控系统、动力系统、辅助系统、试
验技术等分系统设计。

为降低风洞回路气流分离和压力
损失、提高风洞流场水平，崔晓春对
风洞总体气动布局进行了深入优化设
计 ；为保证风洞 17000 立方米容积的
大型承压壳体刚度、强度指标和使用
寿命要求，团队利用有限元分析技术，
对风洞支撑系统、洞体壁板厚度、大
开口补强、压力容器封头等进行了分
析和优化，并研究了地震等自然灾害
对风洞洞体结构的致损影响。

为提高风洞流场控制水平，崔晓
春带领团队对风洞部段、辅助系统进
行流动建模，通过硬件和软件仿真的
方法，研究并优化风洞流场控制模型，
创新研制了适应连续式跨声速风洞的
试验模型振动抑制系统、高精度模型
姿态角与流场参数测量系统、高精度
低温效天平与低干扰支撑系统等风洞
试验核心测试设备，风洞试验测试精
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严控质量，打造精品工程

为摸清关键技术、降低技术风险，
崔晓春带领团队用两年半时间，设计、
建设了 0.6 米引导风洞，创造了风洞
建设的新速度。这座风洞的流场测量
结果表明，在跨声速范围内，所有技
术参数均达到国际最先进的跨声速风
洞——ETW 风洞的技术水平，这也实
现了我国跨声速风洞流场指标从合格
指标到先进指标的跨越，为 2.4 米连续
式跨声速风洞的建设成功奠定了坚实
的技术基础。

“必须把好质量关！”崔晓春常常
将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严格审查施工
组织设计，对施工方案进行评审，对
施工人员进行资质审查，把好建设开
局 ；组织带领设计团队定期按需跟产，
对风洞建设用材质量与力学性能、零
件加工精度、部件装备尺寸、焊缝检
验记录等重要制造环节进行检查，并
严格审查设计变更，做好过程管控 ；
严格执行部件级检查、出厂验收、现

场调试验收三级验收制度，守住出口
底线。

同时，他组织总质量师系统制定
质量工作方案和年度质量控制计划，
并与分系统供应商质量管理对接，定
期反馈研制质量问题，推动质量问题
整改 ；聘请专业团队对风洞承压洞体
焊接质量、压缩机制造质量等风洞关
键设备制造过程进行质量检查，并严
格落实质量整改。

为进一步控制质量风险，崔晓春
推行大型系统联合试验和转阶段审查
制度。以大型轴流压缩机系统为例，压
缩机、电机、变频器均为国内首台套
设备，为降低风洞调试风险，在出厂前，
崔晓春组织开展了压缩机、电机和变
频器的联合运转和性能试验，充分暴
露和纠正了设计与制造过程中的质量
与技术问题。在风洞设计、建设、调
试等重要阶段转接期，他还组织对前
期工作、后期安排进行系统审查，确
保转阶段工作成熟有序。

“双线作战”，推动风洞高质量调试

历经 5 年的前期论证、8 年的设计
建设，2.4 米连续式跨声速风洞在 2020
年初正式转入联合调试阶段。面对疫
情防控和风洞调试“双线作战”要求，
崔晓春带领团队克服部分供应商不能
及时到达现场、备件不能及时发货等
困难，于“危机”中觅“新机”，采用
远程会议、远程调试等方式，与调试
团队吃住在风洞，及时组织研究处理
调试中的各类技术问题，确保了风洞
调试工作的顺利开展。

2020 年 5 月 24 日，风洞完成了
标准模型试验，风洞设备运行可靠，
风洞流场水平、试验数据精度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风洞标准模型试验数
据质量与国际领先水平风洞一致。

5 月 26 日，风洞完成了首期型号
试验任务，标志着 2.4 米连续式跨声速
风洞初步形成试验能力，实现了我国
跨声速风洞由“暂冲式”向“连续式”
的跨越式发展，跻身世界前列！

蓝天论坛

干工作不妨
把手“伸长”些

|| 杨辰光

在工作中，我们时不时会遇到“一个和尚有水喝，三个和
尚没水喝”的现象，当某件事指定有牵头部门负责时，这件事
可能很快会得到落实或解决，如果没有牵头单位，那么可能就
会久拖不决导致进展缓慢，其实，这是典型的“慢作为”行为。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是大家的
职责界限“意识”太强。自己部门的业务结束了，剩下的事情
与己无关，即使上级“打板子”，自己也只承担次要责任，再说
还有别的单位“做伴儿”；二是大家都有“合理”的理由。管理
部门认为那是技术部门的事，技术部门认为这里面协调工作比
较多，应该管理部门牵头……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造成的
结果就是影响了生产进度 ；三是目标不清晰。“聚焦交付”是近
几年频繁出现的“热词”，每个人都知道，但又有多少人真正对

“聚焦交付”心存敬畏？
干好自己的事是本分，干好大家的事方显担当。航空工业

各单位根据业务划分，理应履行好本单位的工作职责，这是最
基本的要求，也是本分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就万事大吉。每家单位都是飞机生产链条上的一环，可能是
用户，也可能是供应商，或多或少都要和别的单位发生业务往来，
环环相扣中沟通协调在所难免，这个时候手“伸长”些，可以
很大程度地提升效率。上游单位有担当一些，积极为下游单位
的缺件想办法，下游单位多主动一些，提前告知上游单位所缺 ；
技术部门多担当一些，科学编制每份文件指导生产，生产部门
多主动些，及时提出合理意见反馈技术部门……主动多一些，
担当多一些，整个链条才会牢牢链接起来，不会断裂。

分工虽然不同，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高质量交付产品。
高质量交付产品并不只是生产单元的事情，它与我们每个人息
息相关，需要我们每个人为之努力拼搏。如果因为工作中的某
个环节出了问题，影响了生产节点，甚至导致产品不能按时交付，
无法按期完成任务，即使能够准确找出责任单位，但是企业的
利益和大家的利益都已经受到了影响，这时候没有人可以独善
其身。企业有未来，我们才有未来。

各单位要努力营造主动担当的良好氛围。也许有人会说 ：
“不是我不想担当，因为我为担当受过伤。”“谁提建议谁牵头，
谁提问题谁解决。”不可否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也让一些干
部望而生畏，该提建议的时候不敢提，该说问题的时候不敢说，
久而久之，大家都养成了保持沉默、让主管领导拍板定责任的
习惯。这也提醒我们，相关部门安排工作时要精准，不能让主
动提建议和反映问题的同志“担风险”，干部管理部门要加强对
干部履职担当的监督，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敢于把手“伸长”
的干部多鼓励、多肯定，让更多的干部不再害怕说问题、提建议，
让主动担当成为引领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风尚。

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 
——航空工业昌飞2020年内、外场联动攻坚纪实

|| 本报通讯员　罗佳

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
对航空工业昌飞而言也是不平凡的一
年，型号交付数量最多、外场改装任务
最重……在内、外场并行的压力下，昌
飞人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知道惟有成
功才能对得起自己肩负的使命。

铆装厂、总装厂、试飞厂都处在内、
外场联动的最前沿，3个单位分派10余
支队伍共400多人奔赴各地，加紧开展
送转、加改装工作，型号生产交付的节
点从未迟延。|

24小时待命

“各工段、各科室要保持24小时待
命状态，第一时间响应各项任务。”昌
飞公司向任务目标发起总攻之际，铆装
厂向干部职工发出号召。

直8工段工段长李世鹏积极响应号
召。作为公司直8某型机攻坚团队队长，
“保证完成任务”是他在12月工作电话
中说得最多的话。转输盒、双模式顶灯、
防沙装置……更改贯彻数量多且复杂，
他带领团队常常加班至凌晨，只为第二
天能够准时将任务交付给下道工序。

同样 24小时待命的，还有出差在
外的某改装团队，他们已经离家150余
天。可是最近，25天、192本改装指令，
为了完成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
们开始轮流通宵加班。

在深夜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机库里使
用风泵，需要用热水浇化结冰的出气口，
两件羽绒服已经成了机库工作人员的标
配。主管工段长郝江民说：“都是不到
30岁的小伙子，从未从他们脸上看到怕
冷和疲惫。”

率先垂范

2020 年，总装厂任务交叉且时间
紧张。总装厂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
模范作用和骨干先进的示范引领作用，
统筹内、外场任务，结合每位职工的技
能水平、工作能力，做好全局调配。

马上就要退休的公司功勋劳模赵
辉，带领劳模创新工作室全体开展“劳

模在一线，大干冲锋当榜样”“劳模在
行动，改进改善提品质”“劳模进‘课堂’，
领航‘传帮带’”3项行动，助力车间任
务攻坚。接到任务的班组党员代表荆阳
和时宝莲，一个带着徒弟全副武装、戴
上防毒面具钻入直升机狭小的油箱内，
一干就是一个小时，被徒弟称为“最敬
业师父”；一个连续一周没回家，等待
晚上试飞结束后，又连夜开展特设系统
更改。

车间技能骨干林兢，因为技术全面，
自3月到广东进行外场改装后，仅于11
月回家与家人团聚了一天，其他时间全
部坚守在外场。从外场实际工作出发，
他建议车间适应外场改装需要，鼓励操

作工跨专业考取上岗证，以便实现人力
资源的更好调配。

工作不能停

“每天下午5时 10分，试飞维修总
厂的下班通勤大巴上，大部分的座位都
空着。”大巴司机师傅介绍说：“最近公
司大干忙，试飞维修总厂职工通勤人数
明显减少。”

在“十三五”收官之年，试飞维修
总厂面对繁重的转场工作，总装交付、
地面工序、交付试飞、铅封与转场交付
紧密衔接，没有任何缓冲余地。

“已经 15天没有回家了。”机务三
分队队长段航航最近特别忙。“已经把
外场可以召回的兄弟都召回了，尽管按
照单位人停工作不停的要求进行倒班，
仍然缺人。队里昨天从外场回来的兄弟
今天就扛着被褥来上班了，可谓是刚下
外部‘战场’，又上内部‘战场’。”

远在高原改装团队的王悦和袁野已
经100多天没有回家了，为了支援内场
任务，他们已经陆陆续续送回了 20多
位队友。面对任务不减、目标不变的要
求以及每周还有人员生病入院等困难，
他们分组轮班，斗严寒、挑战高海拔，
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做到日清日毕。

在昌飞公司总攻号角吹响后，昌飞
人闻令而动、迅速集结，一句句“我可以”
表达了大家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全
力以赴助力公司打赢“十三五”收官战。

罗佳　摄

精益求精的“操心”人
——记航空工业沈飞21厂生产计划室助理孙耀晖

|| 本报通讯员　刘琳　孟怡甜

晚上 8 时，航空工业沈飞 21
厂生产现场依然忙碌得如火如荼，
现场的锤击声、设备的轰鸣声、砂
带机转动的嗡鸣声不绝于耳……

“蒙皮零件经过工艺处理后角
度差问题已经解决，按时交付没问
题吧？”21 厂生产现场，一位清瘦
白净的年轻人与生产线上的操作人
员正沟通着。这位在一线忙碌的技
术人员正是大家口中“最操心”的
人——21 厂生产计划室助理孙耀
晖。

而立之年的他为能在年关顺利
交付生产任务，白天抓紧时间会同
工段长、计划员核对生产计划，晚
上加班也总是跟着手里有急活难活
的师傅身后跑，生怕哪个环节处理
不及时造成交付延误，所以他真是
有“操不完的心”。

孙耀晖 2011 年大学毕业后进
入沈飞公司 21 厂，匆匆岁月转眼
便已过了 9 年。刚入厂时，他是技
术岗位的工艺员，后因表现突出，
于2018年任21厂生产计划室助理。
2020 年受疫情影响，虽按时复工
复产，但生产任务比往年严峻许多，
孙耀晖觉得继续按以往的生产计划
模式难以面对现阶段棘手的生产形
势，充分利用 AOS 管理体系或许
是个打开局面的好方法。

孙耀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单
位 AOS 管理员，希望可以从专业
角度得到更多启发。两人沟通形成
初始模板后与厂领导进行商议，得
到了厂领导的大力支持。说干就干，
他抓紧时间带领生产计划室团队开
始摸索利用 AOS 鱼骨图等管理工

具分析、分解问题，逐项攻破，加
强生产管理“四个体系”建设，并
在年度生产计划制定、过程管控、
风险跟踪、问题协作、生产考核过
程中确定目标、明确方向。

与此同时，为加强生产计划体
系的合理执行，他组织带动各室主
任、工段长编制了 21 厂 2020 年生
产里程碑节点，并将生产管理风险
评估报告以及关键件日报、风险问
题日报数字化，形成自上而下、自
下而上相结合的管控体系，有效减
少了偏差，保障了计划的按期执行。

为了能有效推进厂级信息化建
设，精益求精的孙耀晖连身边亲近
的人也不“放过”，回到家里的他
拉着正在读计算机博士的爱人研究
信息化平台搭建，他爱人从专业角
度给了他不少的帮助。通过近一年
的努力，在吸取公司生产运营部及
各兄弟单位信息化相关经验的基础
上，他与 21 厂生产信息化团队顺
利实现了厂网站布局升级、关键件
看板搭建、BI 数据分析看板搭建、
业务管理平台以及相关协同保障系
统搭建工作，成功为厂级各项生产
指标按计划执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
毁于随。”孙耀晖以严谨且充满创
新意识的实际行动，带领平均年龄
不足 35 周岁的生产计划室青年主
力团队，用朝气蓬勃和脚踏实的精
气神，充分发挥青年的先锋带头作
用，为全年任务完成打下坚实基础。
无需过多华丽的辞藻，“公司级工
人先锋号”“公司级优秀团队”……
一张张奖状就是公司和大家对他最
有力的肯定。|

精准培训  筑牢人才创新新高地
|| 向依

近年来，航空工业庆安在全面总
结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基础上，
从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要出发，加快
“作风硬、技术精、善攻关、传技艺”
技能领军人才的培养步伐，创建技能
大师工作室，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充分依托大师
工作室的专业技术优势，着力打造一
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独具特色的
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扩大庆安
技能领军人才的规模，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近日，王卓岗大师工作室响应号
召，王卓岗带领徒弟张旭一同前往西
安庆安电气控制有限责任公司，针对
研磨相关技术问题，对电气控制公司
研磨加工操作者进行理论知识与实践
培训，以某项产品传动护脂圈和石墨
密封组件为研究对象，展开一系列研
磨攻关。该项产品此前由于各种原因
未能按期交付，以至制约生产，再加
上电气公司目前只有一位老师傅掌握
研磨技术，团队整体能力较为薄弱，
无法解决研磨工序的瓶颈问题。

弄清情况后，王卓岗先自主进行
科研攻关，梳理难点、理清加工思路。

培训期间，他详细讲授加工相关问题，
并围绕重难点拓展研磨理论知识 ；在
现场演示加工流程时，他更是手把手
教职工如何掌握研磨力度以及如何提
高精度要求、密封作用等。通过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此次培训不仅提升了
电气控制公司职工对研磨的认知，还
解决了该项产品的技术瓶颈，加快了
产业优化升级。

培训结束后，王卓岗了解到电气
控制公司缺少研磨专业知识书籍，存
在不清楚研磨膏选配、检测平晶使用、
光圈判别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
还对公司现有研磨检测手段、工作环

境提出了宝贵意见。此外，他带回两
个零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找到更好
的加工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精度与速
度、保证良好的密封性能。他表示，
在后期自主研发敲定后，还会开展一
系列培训，将技艺传授出去。

“一份精心育人才，独辟蹊径带人
才，围绕难点练人才”是王卓岗在培
训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人才培养经验。
大师工作室将继续以技术技能攻关、成
果转化与应用推广、技能人才培养等
为重点，培养出一批具有工匠精神和
精湛技艺的高技能人才，为提高员工
自主创新能力和公司竞争力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