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于欣

2020 年 11 月 7 日，航空工业新航豫新南
昌基地剪彩开业，这是新航豫新市场战略布局
的新举措，是近地化生产的新开端，也是新航
与江铃甘苦与共结下的又一新成果。 

现场地面干净整洁，物料有序摆放，看板
上呈现着生产状态，一旁生产线上，员工们正
紧锣密鼓、专心致志地操作着。当一台台空调
总成下线时，现场的每个人都露出久违且欣慰
的笑容。15 天，新航豫新“南昌基地生产线建
设”项目团队将空荡荡的厂房换了新颜，将产
能磨合到满足客户需求，将无数个未知与不可
能变成了可能。在一位丈夫写给妻子的书信里，
苦涩又温情的故事背后是 920 公里割不断的航
空情与梦 ：

亲爱的，你知道吗？那天下班回来，开心
义正词严地向我“投诉”点点有多调皮，我跟
开心说，点点是小妹妹，你要让着她。而开心
却说，我想妈妈了，妈妈在的时候，点点乱扔
东西，妈妈会批评她，明明是妹妹不对，我为
什么要让着她呢？我突然很想你，如果你在，
你一定会很好地处理这两个小朋友的关系。但

是每当同事问我 ：“一个上幼儿园，一个刚会
跑，你自己带孩子行么？”我也每次逞能地说，

“行！”我一遍遍地鼓励自己，只为帮你分担心
事。你安心工作，我做你放心的、坚强的后盾。

亲爱的，你知道吗？在我心里，你一直是
个被长辈呵护的小女孩，需要我关心疼爱的妻
子，而工作的历练，让你化身成女汉子，不管
多累多难，你都竭尽全力。那天，你打趣地跟
我讲，忙完一天回到住处，累到直接倒在床上，
让我满满地心酸。

我劝你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不要太辛苦，
你却说越来越喜欢干成一件事后去回味辛苦的
过程，一点也不苦。你骄傲地说，我们去的第
一天，厂房一片寂寥，为了加快投产，更好地
服务客户，我们扛过了一天 5 次断电的困境，
克服水土不服等种种难题，一点一滴地从地面、
墙体，到生产线、生产设施的布局、改造，不
到 30 人的队伍将原本计划半年的工期缩短到
15 天。你感慨地说，有个同事的爱人这周就
到预产期了，可他还在一遍遍调试生产线，有
的同事把家里老人送回老家，就怕忙起来照顾
不到，还有的同事刚刚忙完南昌又马不停蹄地
奔赴下个战场，下了火车来不及歇息就投入工
作……你们放下了所有，一心只为满足客户，

一情只为豫新的发展，这就是豫新人艰苦创业、
团结奋进的精神气质。

我知道你工作忙起来，时常忘了喝水。你
让我放心，你说即便是 920 公里外的异乡，也
能深切感受到豫新大家庭的温暖 ；你说建生产
线是个很大的工程，每个人都扮演好自己的角
色，场地清理、生产线定置和安装调试、风电
铺设、地面施工、物流车搭建、定制标识、建
立道场、创建看板、制定管理制度等，每天忙
到凌晨都已习惯。那天，你打来电话情绪低落，
没说几句就安静了，一个强忍泪水、努力压制
抽泣的身影浮现在我脑海，你把压力藏在心底，
把坚强体现在攻坚克难现场里。

疫情阻碍不了豫新人前进且坚定的脚步。
大家都在用劲儿奔跑，越过沟沟壑壑，以责任、
坚韧、担当、奉献，热爱共同的事业，捍卫共
同的梦想。

梦不远，就在前面，哪怕微弱的火焰，也
会终有火燎原。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了打
开发展的新天地，为了把未来的豫新做成为之
骄傲的模样，为了小家的幸福，勇敢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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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在冬季
|| 刘春

近日，中央档案馆验收专家组一行到航空
工业档案馆，对“中央档案馆进馆项目”进行
正式验收。经过验收专家组对实体档案逐卷逐
件逐页检查、抽调实体案卷和电子数据核对以
及库房保管条件，最终，航空工业档案馆的“中
央档案馆进馆项目”以优秀等级顺利通过验收，
并获得了专家组“数字化质量高、完整，外观
美观，装订结实，卷内目录清晰、规范，库房
保管条件达到中央档案馆库房标准”的高度评
价。

宣布验收结果的那一刻，团队成员们紧绷
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20 多名团队成员，1000
多个日与夜，80 多万页档案，前后经历 18 个
工作流程的反复锤炼与敲打，历经了无数曲折，
换来今天的这份收获，“中央档案馆进馆项目”
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寂寞无畏  执着坚守

最初，当项目团队成员将需要进到中央档
案馆的历史档案汇拢到一起，真正全面触及纸
质原件的时候，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还要复
杂。此次进馆的档案涉及 1982~1988 年航空工
业部时期 6 万多份档案，30 年以上的老档案受
当时的制造工艺和保存技术限制，很多纸张又
薄又脆，破损极其严重，导致修补、托裱工作
急剧增加。有时，一整卷档案需要人工进行精
细地修补、托裱，一天能干完一卷就已算是很
快的进度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不分白昼地案

卷修补，安静的库房里陪伴着团队成员们的只
有海量的老档案。

困难不折  奋进当时

中 央 档 案 馆 进 馆 项 目 虽 然 横 跨 了 整 个
“十三五”，但 2020 年是最终交付任务的集中
攻关年。眼看验收时间节点在即，却赶上了突
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项目团队在复工前通过召
开视频会重新调配人力资源，及时给团队补充

战斗力。为了保证项目任务的工作进度，侯轶
远、白雪等很多年轻同志都纷纷主动请缨，“我
可以”“我能行”。作为团队成员的白雪当时已
身怀六甲，仍坚持按时到岗。即便是在疫情最
艰难的时期，在档案馆党总支决胜 2020 的有
力号召中，全馆上下也迅速实现了全面复工，
团队成员没有一个掉队，打了一场漂亮的硬仗。

共同进步  收获成长

项目团队成员始终拧成一股绳，众人齐心
协力，众志成城，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让工

作得以圆满完成。白雪有几百个 Excel 表要合
成并顺序编页，张珂经过多次尝试，教会她通
过 PDF 进行合成 ；候轶远遇到拿捏不准文件整
理、组卷顺序的情况，易晓莉立马放下自己手
上的工作，对她进行耐心指导。作为一名有着
17 年党龄的老党员，项目负责人刘春以身作则，
每一个工作流程严格把关，确保操作标准符合
实际、切实可行，再向团队成员进行现场教学、
推广运行。

共情理解  全力配合

为了顺利将“航空记忆”转化为“国家记忆”，
档案馆始终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高标准严要
求推进中央档案馆进馆工作。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要求，重要档案都要作
为国家史料保存下来，在向中央档案馆移交的
同时，也要为航空工业留下一套完整档案备份
件。据此，项目团队提出了二次数字化加工要
求。同样的东西，需要扫描两次，给本已饱满
的业务增加了工作量，项目团队与数据中心团
结协作，对进馆档案重新鉴定、重新整理、组卷、
编页，电子件和纸件保持一致。两方齐心协力，
加班加点保证进度，全力保障中央档案馆进馆
工作。

中央档案馆进馆项目虽然结束了，但通过
项目历练，进一步强化了团队成员的政治自觉，
检验了精益求精的工作能力，锤炼了敢打硬仗、
能打硬仗的档案队伍，更展现了航空档案人的

“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航空装备发展服务”
的精气神，航空档案人永远在路上。

做“鲲龙”最强的“大脑”
|| 熊璐娟　刘晓言　郤翊

大脑作为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最高级部
分，有 1000 多亿个神经细胞，每天能记录生
活中大约 5600 万条信息，可处理 8600 万条信
息。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在研制阶段就已产生数百万条数据文
件，全机零部件数据条目达 12 万余条，数据之
间存在着极复杂的关联关系，仅零部件间的关
联关系数就有 140 万余个，打造一个自主可控
的支撑 AG600 数据管理的最强“大脑”迫在
眉睫。

AG600 的设计师们每天都要在这样量级的
数据中找到所需的信息，分析数据之间的关联
关系，判断设计变更的影响范围，宛若大海捞针。
飞机研制周期长，涉及的专业多，业务过程复杂，
在研制过程中，数据一直在不断变化。不同专
业人员在不同的阶段需要将这些数据重新组合，
以不同形式呈现，还需对数据进行分析、再加工、
记录。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承载产品研制全业务
流程的数据管理平台，是无法快速响应业务要
求，灵活组合数据，高效提供多样的数据分析
结果的。

航空工业通飞华南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
司）作为型号研发和主承制单位，必须清晰掌
握产品数据状态，“权威发布”所有数据。然而，
一个数据管理平台的建设，不仅仅是 IT 技术的
应用，其背后更是一次研制体系业务的重构和
革新。为此，华南公司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团队，
实施小组成员几乎覆盖所有型号研制业务部门，
大家打破部门壁垒，以业务流程顺畅、高效，
数据准确为目的来建设平台，确保业务架构清
晰，需求翔实，系统功能可用、好用。

在华南公司研发制造一体化的组织架构优
势下，通用飞机协同平台（GACE）真正意义
上首次实现了 AG600 飞机设计制造一体化。

打破传统的厂所分离的穿行业务模式，采用并
行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研制周
期。工艺提前介入设计过程，提前发现问题，
大大减少了更改成本。同时，平台的建设过程
也是对原有业务重新梳理的过程。在项目推进
过程中，团队坚信“真理不辩不明”，常常为了
方案哪个更优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为了件号、
图号是否要分离这样细节的技术问题，吵到了
董事长的办公室。秉持着“哪里不对改哪里”
的工作态度，华南公司大刀阔斧变革，重构构
型管理体系。在产品模块划分时，充分考虑设计、
工艺、分包制造等业务需求，从全局最优的角
度出发，在设计源头合理划分构型 ；在构型控
制上，变革管理方式，反复推敲论证，重新构
建管理程序，严格按照正向设计要求控制变更
流程；在数据业务流程构建时，考虑设计、工艺、
供应商、发放等各环节设计业务流程，使流程
顺畅高效 ；在数据平台构建时，严格遵循“单
一数据源”原则，实现了设计、工艺、制造视
图同源，设计贯改一体化驱动的管理方式，保
证了型号数据在产品各生命周期数据的准确性。

作为支撑华南公司 2020 年六大必胜战役
之一“打好设计发图攻坚战”的重要信息化手段，
GACE 历经型号研制业务的千锤百炼，不断完
善。2020 年 5 月，统一基础资源库、全新自主
CAD 集成接口以及新的工程 BOM 管理方案，
迎来了大规模的三维设计数据进入系统的严峻
考验。在新功能开发、上线功能优化及 BUG
修复三重压力下，项目团队顶着巨大的压力，
没有自乱阵脚，积极沟通了解问题，反馈解决
方案 ；科学管理，合理调配资源保障重要功能，
严格控制项目进度，每日的工作以小时来规划；
奋勇拼搏，连续通宵作战，最终解决了大部分
问题，保障各专业数据成功“进入”系统。

在首发数模审签任务中，GACE 也是必不
可少的一份子。团队在系统各个环节设计了数

据校验和数据分析功能，以通过技术手段确保
型号设计数据规范准确 ；基于统一平台建立基
础资源库，使得设计阶段定义的引用文件可以
被识别统计，降低数据统计难度，缩短统计时
间，为后续制造符合性检查数据统计提供了基
础 ；还按时完成了为十几万条三维模型数据增
加版本信息的重任，在确保数据准确的前提下
保住了型号节点。

华南公司作为 AG600 的主制造商，如何
与数百家供应商传递数据，并将其有效管理，
是它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商网的便利条件下，
GACE 平台解决了这一难题。GACE 项目团队
将 AG600 涉及的数百家供应商业务归类整理，
规划了二十余种业务场景，十余种数据权限，
建设了设计协同、数据发放、供应商数据提交、
供应商更改、制造单据协同等功能模块，实现
了型号所需要的供应商数据的统一管理。除此
之外，考虑到 AG600 复杂的研制模式，IT 团
队在平台建设之初就一直在探索异地协同设计
模式，提出了理论可行的方案。在疫情期间，
型号进度紧迫，远在沈阳的设计团队无法到珠
海现场工作，“理论可行方案”变成“唯一可
行方案”，IT 团队齐心协力高效配合，在半个
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技术论证到功能开发上
线一系列工作，保障了型号研制进度。到现在，
GACE 平台已经完成与一百多家供应商的数据
交互，发放文件及产品数据一万四千余份，成
为型号名副其实的“大脑”，为型号研制提供准
确有效的信息。

打造“鲲龙”的最强“大脑”并非易事，
面对未来道路上的荆棘，华南公司 GACE 团队
并不害怕，为型号服务的初心，团结协作的精神、
沉着冷静的思维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是他们战胜
难题的法宝。他们会一直陪伴着 AG600 茁壮
成长，提供理性的“思考”，与“鲲龙”共同起航。

事

920公里的情与梦

微创新也是大突破
|| 龚远会

在航空工业制造院 108 厂房，有个 1
吨重的钎焊夹具，孤寂地待在角落，等着
回炉，成为一堆铁水。

就在 2020 年 8 月前，它还在光荣地生
产某型飞机的一个重要零部件——进气消
音器弯段下侧。但显然，它每次耗时 2 周
才能出 1 件成品，时而会有报废零件产生，
已经逼得翟勇磊走投无路了。

2020 年初，当翟勇磊拿到年度 KPI，
看到翻番的任务量，就开始在心里打小算
盘 ：按照现在这个进度，到年底是无论如
何也完不成任务的。可是，军品交付，有
得商量不？没！跟领导要人、加设备，也
不是长久之计。

一个念头冒了出来，翟勇磊想 ：“为
何不能变二次焊接为一次焊接？现在废品
率之所以这么高，就是因为已经焊接好的
零部件，再在近千度的高温炉里二次加热，
影响了第一次焊接的效果。”

翟勇磊是那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压
也压不回去的人。但他也在心里嘀咕，岳
喜山研究员都研究了这么多年蜂窝，他难
道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么？师傅管志超经手
了那么多蜂窝产品，他是怎么想的？

他跑去找管志超，说出了他的想法。
没承想，管志超话说了三分留了七分 ：“这
个方案，我以前也想过，但之前交付任务
没这么重，能够完成，又有其他的任务忙，
就耽搁了。”师傅显然是肯定了他的想法，
但至于如何从二次焊接变成一次焊接，面
临的风险，都得翟勇磊自己来摸索和承担
了。

二次焊接变一次焊接，最大的技术难
度是要同时把二十多种零件焊接在一起，
需要对钎焊夹具进行改进。翟勇磊说 ：“反
正我是铁了心要改夹具，这是完成年度任
务的唯一出路。” 三种改进方案和所需成本，
翟勇磊反反复复论证了很久，又去请教岳
喜山、管志超和项目组其他同事。得到肯
定后，他就去找科室领导了。

除了讲技术方案，翟勇磊给主管领导
佀好学算了一笔账 ：“如果我失败了，只是
浪费了用于工装改进的 8 万块钱 ；但如果
成功，则周期至少会减少一半，而且也可
能降低废品率。”那时改进方案还未实施，
话不能说得太满。

佀好学也在心里算账，他在算军品交
付的周期和节点，他的压力比翟勇磊大，
也赞赏小伙子这份勇气和担当，当即同意
了。

外协加工厂改进的钎焊夹具送来时，
已经是 6 月了。但是，并没有出现预期的
效果，翟勇磊只好一轮一轮改进方案。入
职来，他每天都至少去一趟生产现场，看
看他负责的产品的进度。这次钎焊夹具的
改进，他更是泡在了生产现场。钎焊夹具
小的改动，需两三天加工时间 ；大的改动，
得 10 来天。“我从没怀疑过方案，每天都
在复盘前一天的设计和操作哪里不妥，这
样的状态持续了近 3 个月。”翟勇磊说 ：“8
月底，当钎焊夹具改进到位，第一件产品
焊接成功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一丝的兴奋，
因为我脑海中无数次在验证这个结果。”

8 月份以来，翟勇磊设计的一次成形钎
焊夹具已经稳定运行了 3 个多月。以前 45
天只能生产 2 件合格产品，现在可以生产 6
件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废品。

生产效率提高了 300%，翟勇磊不再担
心军品交付任务了，他可以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预研项目中。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方兴未艾的第四
次工业革命，科技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变
革，除了灿若星河的大创新、大变革，许
多微创新也光彩熠熠，因为很多重大的科
技突破，也是从“微创新”中积累而来的。

不放弃每一次契机，不忽视每一次想
要变革的悸动，工作两年，翟勇磊说 ：“认
定的事情，我就会坚持下去，即便我的这
个方案失败了，我也会尝试新的出路，直
到成功。”

如今，旧夹具退场，新夹具即位，新
旧交替的背后，是翟勇磊微创新的小故事。

航空报国 创新常相伴
|| 黄卫

“人这一辈子，能持之以恒地干好一件
事不容易。拿咱们制造行业的话来说，就
是得有工匠精神，才能干成事儿。”一次采
访中，关于“如何看待自己岗位”的话题时，
我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如果非要说有所
成就，我觉得是缘于梦想，始于实践，在
榔头和锉刀中，我用踏实勤奋的脚步，用
最简单朴实的方法，用创新开拓的思维成
就了如今的一身真才实学，并且执着地朝
着自己的梦想前进着……

我是航空工业陕飞的一名普通钳工，
平日爱“琢磨”，也爱“凑热闹”，车间里
只要出现焊接、设备改造、技术革新等方
面的问题，我总是会主动凑到跟前，认真听、
详细记、不停问，有时候下班回到家还会
动手整理归纳问题点。长年累月的积极参
与，不懈努力，也为我积攒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有人不理解，觉得我给自己找麻烦，
但我却乐此不疲。在一次次“找麻烦”的
过程中，不仅收获了新知识，也体会到了
学习的乐趣，为以后技能攻关、改进创新
打下了坚实基础。

就拿运 8、运 9 系列飞机环控系统大直
径导管的焊接和加工方式来说，之前一直
采用板料卷管然后手工焊接成整管，这种
方式加工出的零件质量与操作者的经验有
着密切关系，一旦劳动强度大极易造成产
品质量波动。伴随着飞机任务量增大，用
户对产品质量要求提高，这种手工加工的
产品越来越难以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于是
钳焊厂采购了一台筒体自动纵缝焊设备，
用于提高导管焊接速度和质量。这可是当
时公司最先进的焊接设备之一，学名叫“筒
体自动纵缝焊机”，简称“纵缝焊”，用它
加工导管产品，焊接速度快、产品质量稳定、
焊缝均匀美观。最初大家争先恐后想实操，
可试用过后便不再愿意触碰它，因为这个
家伙对零件统一性及定位装夹要求非常高，
整个航空系统内导管纵缝焊接制造并没有
什么好办法，而且它耗费的生产准备时间
太长，工装安装、零件定位，一通折腾下来，
算算时间，竟然比手工焊接来得还要慢些。
久而久之就无人问津，闲置了起来。因此，
如何快速、精准地解决零件在纵缝焊机上
的装夹、定位就成了该设备能否在导管焊
接中得到运用的关键所在。

彼时的我已是一名专家，看着身边这
么个“宝贝疙瘩”闲置浪费实在觉得可惜。
逮着工作空余时间，我就去设备前转悠，
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当时心里就一个念
头，一定得把这台“纵缝焊”攻下来。于是，
我主动和领导申请了这个攻坚项目，一头
扎了进去。可“纵缝焊”哪是轻易就范的
主儿？试加工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焊枪
无法对正”“材料重叠”“管子变形”等问题，
我呢，也是见招拆招，彻底和这台“纵缝
焊”杠上了：从开始的方案构建到方案实施、
问题解决，我和我的团队成员们全身心投
入其中，立志尽快解决好对正问题、材料

重叠或间隙过大问题、变形问题，以确保
零件快速精准装夹定位。

工装设备对接状态不明确时，我脑中
也曾晃过种种念头 ：“万一和工装对接时损
坏了怎么办？万一攻坚不成功咋办？揽下
这活儿究竟值不值？”可我转念一想，“创
新项目本就存在未知风险，如果专家都不
愿意去尝试，还提什么创新创效？”坚定
信心后我们再一次核实工装，全面检查各
项指标，工装状态达标确认无误后才小心
翼翼地进行设备对接调试，期间遭遇了故
障、焊接、复查、焊接、再对接调试等等……
最终，对接后状态完美达到预期效果。

解决装夹定位问题时，我采用“新增
一套龙门悬臂芯轴，在芯轴上增加三组支
撑滚轮”等技术方案，运用“头脑风暴”
大胆创新，摒弃“焊枪移动”传统焊接模
式，设计出一套独立的自动导正、送料装
置，与现有焊接设备联动，改变原有焊接
运动方式，让焊枪不动，导管相对焊枪运
动。既自动完成导管对缝及定位，又同时
实现自动送料，达到降低劳动强度、提高
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目的，最终使送料、
校正装置日趋合理、完善，解决了纵缝焊
机装夹定位技术难题，实现了对薄壁、长、
小直径导管零件高效率、高质量的焊接。
如今，这台曾经闲置的“纵缝焊”完全焕
发“青春”，由多人操作变为一人操作，管
径大小实现数字化调整高效、精准，加工
时间由原来 30 分钟降为 5 分钟，加工效率
提升了 6 倍以上。

然而，“贪心”的我仍然觉得不够，有
没有一套更为完善的辅助系统，可以让这
台“纵缝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控操作
自动化焊接生产呢？我们乘胜追击，在数
控编程和电气化辅助系统上想办法，设计
出一套数控编程和电气化辅助系统，使“纵
缝焊”工装数控化，从而让自动焊质量和
效率得到质的飞跃，加工效率提升了 18 倍
以上，一年仅人工费节约达 50 万左右。如
今，这台机器成了焊接班的宝贝疙瘩，这
项技术成果也成功填补了航空制造行业薄
壁、长、小直径导管零件自动焊接方面的
空白。

创新永无止境。于我而言，以身作则，
勇于实践，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更要敢干事、
能干事，用所学为国家、为军队提供高质
量的航空利器，为祖国航空事业建设添砖
加瓦才是当下最应该坚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