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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咔咔……咔咔咔……”已经晚上 7 时
了，航空工业万江航品试验室的键盘敲击声
还未停歇。对于整个办公室的员工来说，这
种日子已经习以为常。

 “标准化工艺已经接近尾声，大家都再
坚持一下，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啦。”主任轻
喝一声，给大家打气，沉闷的氛围活跃了许多。

 “主任，标准化工艺做好了，咱们是不
是都是试验室的功臣啦？”最晚进试验室的
小曾笑着接了一句。

“哪是什么功臣，我们只是做了自己的本
分罢了。”赵主任说完，疲倦的眉眼中有些许
无奈……

时间回溯到 2020 年，公司航品任务开
始爆发性增长。面对突如其来的任务量，试
验室措手不及，在不断的试验过程中暴露出
种种问题 ：试验设备陈旧，故障率高，试验
效率低下 ；部分试验工装破损，配合性差，
试验进度受限……而在众多问题中，最不容
忽视的则是现存的 300 余本试验工艺出现问
题，如试验条件与规范不符、漏工序、漏内容、
工装不对应等问题……

如何处理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迅速投
入生产，成为试验室的瓶颈问题。经过反复
思考和讨论，试验室决定开展“除尘运动”，
即将工艺参照规范重新校对一遍，并落实试
验设备及工装。一声令下，大家各自分工。
随着“除尘运动”的不断开展，部分工艺得
到整改，但面对近 300 份的试验工艺及繁重
的日常任务，4 名试验技术员夜以继日的努
力也不能满足需求，导致整改进度远远赶不
上试验进度。在接连两次试验工艺的问题引

发军代表的抱怨之后，大家都发现“除尘运动”
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今的生产需求。而在这时，
试验室重要主力人员选择了辞职，士气进一
步跌落，试验室又一次陷入困境。

但是试验还得继续，时间不会等人。在
这艰难之际，赵主任再一次组织所有试验工
程师讨论对策，也重新确立了奋斗目标——
标准化工艺。既然老工艺已经成了“漏斗”，
那就将其彻底摒弃，重新编制新一代工艺。
编制的前提是了解标准，标准总是晦涩难懂
的。但大家并未被艰巨的任务吓倒，在赵主
任的带领下，所有技术员开始排除万难，认
真研读标准，不断学习，遇到晦涩难懂之处，
周末大家又凑在一起头脑风暴，相互讨论，
分享心得。

历经几个月的奋战，从新编的第一版到
如今更新的第三版标准化工艺，一次一次的

推翻重编，优化更新。标准化工艺终于编制
完成，而随着标准化工艺的推行，其存在的
优势也显现起来。与原工艺相比，新工艺普
适性强，除了试验工艺外新增了试验操作规
程，将试验过程细化，可保证新员工拿着操
作规程就能完成试验操作 ；新工艺可移植性
强，将工艺和记录单一一对应。往往工艺完成，
对应工艺的记录单也就随之出炉，同时也舍
弃了原通用例行试验记录单，试验操作者无
须再手写试验要求，直接填写试验检测结果
即可，加快了试验效率，增加了填写记录的
容错性 ；新工艺贯改简单。标准化工艺极大
缓解了航品试验室资料文件上的弱势，总算
让大家舒了一口气……

标准化工艺开展得如火如荼，但试验现
场却面临新的困境——定期试验还有 20 多
项产品未结束。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定期试验，

将严重影响产品发货。面对困境，试验组所
有成员主动采取加班的方式，白班上到晚上
7 时，夜班也从下午 3 时开始。验收组成员
在完成验收任务之余，主动帮助试验组，力
保定期进度。但总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如在
进行 FDG-XXX 产品振动试验时，产品专
用工装出现损坏，无法正常使用。送去八分
厂返修的话，将赶不上试验进度，而就在大
家一筹莫展之时，试验组组长樊力灵机一动，
将其他和 FDG-XXX 相似产品的专用工装找
出，取其中配件，逐一与 FDG-XXX 产品
适配，最终在经过大量的配合之后，产品如
愿地安装上振动台，完成了该产品的振动试
验。又如无刷电机产品大幅增加，导致试验
室控制柜不够，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局面。
现有的控制柜仅应付定期产品的寿命试验就
已显得疲于奔命，现场的通用手动控制箱又
无法对无刷产品进行控制，在这尴尬的境地
下，试验室主任赵吉宏冥思苦想之后拍板决
定，对现有的通用手动控制箱进行升级。在
试验工程师们的配合下，大家重新构思电气
原理图，积极调研能兼容的电气配件，在经
过几次的采购试错之后，终于架构完毕并采
购到满足技术要求的电气元器件。历经一个
月的时间，试验室完成了对手动控制箱的升
级，缓解了无刷产品的验收压力，保证了定
期试验节点。

金牛奋起，航品试验室将迎来一次新
生——试验室改造。试验设备将会陆续得到
更新，试验能力及试验效率将得到巨大飞跃 ；
在文件资料方面，标准化工艺正在逐步推行，
一扫“历史尘埃”；试验室的全体员工将迎来
培训，专业能力将得到提升，以便更好地服
务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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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石头
终于落地了

|| 张丽婕|

临近下班时分，航空工业千山装调中心钳
装班的电话突然响起。

 “现有一批重点产品，需紧急进行装配。”
 “好的，我马上安排。”
放下电话，班长立刻通知青年骨干李谦做

好准备工作。该产品装配难度大、工序复杂，
在接收到二配厂家配套件后，李谦迅速投入到
装配工作中。

任务紧急，来不得半点马虎，他认真按图
纸﹑工艺要求依次完成各装配环节，整个过程
紧凑、规范、流畅，随后第一时间将产品转往
调试班。

调试人员朱勇军﹑王攀接到产品后立即行
动，在工艺员的指导下进行常温、低温、高温
性能测试。由于该型号为新品，测试工装﹑测
试方法及加载软件均不同以往，调试过程只能
摸索进行。三人紧盯测试参数，对照文件，不
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正当高低温试验接近尾声
时，产品出现传输数据中断故障！

“唉，这可怎么办呢？眼看着高低温试验就
结束了。”王攀说。

“别灰心，我还不信搞不定它。来，继续
排故！”朱勇军鼓励道。说完他便拿起三用表，
按照原理图对产品进行逐级测试。时间一分一
秒流逝，大家的心悬在半空。

“找到啦！找到啦 ! 原来是通讯芯片无信号
输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排查，黑暗中终于
出现一缕光明。在后续排故过程中，三人虽因
意见不同，发生过争论，但他们很快冷静下来，
共同制定了最优的排故方案。

黑夜里，试验室只剩下鼠标点击声和排故
时的争论声。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进窗户
时，他们才感到有点累。

一夜未眠的调试员顾不上休息，又联合生
产检验中心相关人员进行离心试验。此试验调
试难度更大、测试内容更复杂，需进行三个轴向、
六个方向，共计 34 个不同 G 值下的测试。试验
过程中钳装和调试人员多次配合反复拆装产品，
更换试验台底板并及时观测填写试验数据。

经过 33 小时的连续奋战，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该产品终于顺利完成测试。看到产品如
期交付用户的时候，这几天压在他们心中的石
头也落地了。

演绎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 夏传萍

 
每个时代，都有勇立潮头、中流

击水的先锋；每个行业，都有敬业爱岗、
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每个先锋，都源
于平凡而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航空工业贵飞总装分厂工艺技术
员杨永芬就是这样一位坚守一线、默
默奉献的航空人。她 30 年如一日奋斗
在岗位上，勤恳、认真、踏实、执着，
以强烈的责任心担当起强军使命，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青年岗位能手、青
年科技奖、先进个人、技术标兵、质
量标兵、“三八红旗手”等众多荣誉伴
她一路前行，相继在贵飞多型有人机、
无人机研制生产中荣立三等功，并在
2018、2019 年连续两年荣获贵飞劳
动模范称号，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
不平凡的人生价值。

杨永芬从一名总装液压专业工艺
员做起，由激昂的青春到奋进的中年，
成为总装分厂工艺室的中坚力量。她
一步一个脚印，全面掌握了飞机总装
生产大部件结合、钣金、发动机安装、
燃油安装、液压安装、起落架安装等
多专业工艺技术，所编制的工艺文件
从校对再到室主任审签都是顺利通过，
工艺文件编制质量和准确率非常高。
多年来，她参加过数十种机型的工艺
性审查和工艺准备及研制生产，主要
承担液压安装专业工艺工作，并在总
装段位式生产中肩负起Ⅱ段位工程师
的角色。在认真做好液压工艺工作的
同时，她积极协调无线电安装、电气
安装、大部件结合等整个段位各专业
之间的工序编排和调整以及现场问题

处理。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她积极与
各单位协调，主动与其他设计人员有
效沟通，群策群力拿出解决方案，为
保障各型机任务节点提供了有力技术
支撑。 

回首年轻时那激情燃烧的“山鹰”
研制岁月，在液压导管取样任务艰巨、
时间紧迫、必须保节点首飞的关键时
刻，杨永芬以工作大局为重，无暇顾
及面临中考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岗

位上，“一切为了‘山鹰’、一切服务
‘山鹰’”“不讲困难、不讲条件、不讲
报酬 ；讲团结、讲协作、讲贡献”成
为她投入新机研制的行为准则。在“山
鹰”研制的日日夜夜，杨永芬以生产
一线为家，发挥专业工艺员的积极作
用，同导管取制工人并肩作战，每天
忙碌奔波往返部装和总装生产现场。

回 首 2018 年 航 空 工 业 FTC-
2000G 飞机研制、必须保节点首飞、

必须如期参加珠海航展的巨大压力和
挑战，杨永芬作为飞机总装Ⅱ段段位
工程师，深知整个全机导管尤其是液
压系统的导管都要取制实样的时间紧
迫性和保研制节点的极端重要性。面
对技术更改协调、导管电缆导管取样、
零件成品缺件等诸多制约，在生产线
每走一步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新问题的
情况下，她凭借参与过新机研制的工
作经验，通过查阅图纸和大量资料，
查看液压系统导管与结构件、成品、
电缆等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在严格
进行大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该型机
改装要求完成了文件编制。在多型机
研制生产并进，“文件编制周期”和“总
装生产研制周期”仅有 90 天的日子里，
杨永芬加班加点完成“山鹰”飞机Ⅱ
段液压、燃油、军械、发动机专业工
艺规程、配套卡片、工艺证等 PDF 格
式的录入归档和报价工作准备等。

在多机并行研制生产中，她总是
随叫随到，认真在生产现场指导导管
实样取制、鉴定，与设计部门出谋划
策、迅速处理多项设计问题，积极配
合指导处理故障和现场技术协调问题，
常常加班到深夜甚至凌晨 3、4 时，第
二天还依然坚守在生产现场。

杨永芬说 ：“公司给予的荣誉太高
了，其实我所做的都是本职工作，都
是应该的，敬业的总装人太多了，我
真的不算什么。”没有信誓旦旦的豪言
壮语，满满的是航空报国、强军兴军
的拳拳初心。她以竭其心智、穷其心
力做好本职工作的报国本真，有力诠
释了什么叫先锋模范，演绎了平凡岗
位上的不平凡人生。 

风中的温暖
——航空工业陕飞总装厂军械组工作侧记

|| 全双冶　徐亮

清晨，金色的阳光洒满街道，遍布“航
空蓝”的道路上，春风从耳边轻柔地拂过，
零星开放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着柔美的身姿，
像是在召唤春天快点到来。

“今天的太阳没什么温度”“还是厂房里
暖和”“耳朵都吹红了”“赶紧打杯热水暖暖
身子”……航空工业陕飞总装厂军械组的几
名职工结伴而来，大家伙儿搓搓手、捂捂耳、
跺跺脚，有说有笑地走进厂房。

八时半，军械组组长熊乾接到通知 ：“配
套厂家的人要来更换相机上的一个零件，需
要你们配合拆一下相机罩子，结合组的伙伴
开始顶飞机了，你们也赶紧过来配合……”
熊乾一边收拾工具，一边安排工作，“王涛留
下配合厂房内某架机的军检工作，其余人准
备好工具，跟我出发去试飞厂，别让人家等

咱们。到了那边，咱们顺便还能晒个太阳。”
空旷的停机坪上，没有树木房屋的遮挡，

这里的风似乎更“放肆”了些。此时，结合
专业的师傅们正“嘎吱嘎吱”地摇着千斤顶。
陈伟看见军械组的伙伴正向自己走来，气喘
吁吁地喊着 ：“苗一刀（军械组老师傅苗伟的
外号），你们今天这阵仗可以啊！全体出动
啊！别愣着了，赶快过来帮忙。”很快，大家
齐心协力将飞机顶到位，军械专业八九个人
齐上阵，开始相机罩子的拆卸工作。全双冶
从相机舱前方小心翼翼地将托架推到相机罩
子前框缘处。此时，罗依荣也将后框缘的托
架推到位。这两米多长的罩子大概有三四十
颗大螺钉，大家分左右两边依次排开，三下
五除二就将所有螺钉全部拆下。托架四个角
分别有 4 名职工把守着，前后也有人互送，
苗伟和熊乾观察左右高度的变化，时刻指示
大家调节丝杠高度。

等待厂家排故的时间竟是如此漫长，早
晨还是红彤彤的太阳，此刻慢慢躲进云层，
从厂房带出的余温也在停机坪上慢慢消失。
寒冷再次来临，大家缩着脖子，揣起双手，
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来回跺脚。有人发现旁
边的一个大集装箱是块“风水宝地”，于是便
躲进这特殊的“避风港”，笑着说起早晨没穿
棉袄的种种后悔。

配套厂家终于排完故障，可以进行恢复
工作了。七八个人很难在机腹以半蹲姿势抬
起这几百斤重的罩子，有了托架倒是省了不
少事，但是这种 U 型略带收口的形状，在上
升到还有五六厘米的时候，更难操作了。苗
伟弯着腰，左边走走、右边走走，观察着每
个角度的尺寸，精确地指挥着大家，保证四
角上升的速度匀速一致。前后左右观察间隙
的人也是目不转睛，就这样慢慢调节，慢慢
上升，罩子终于到位。两个女同事已经蹲在

旁边，默默地整理好安装螺钉，通红的小手
颤颤巍巍地将带好垫片的定位钉递给男同志
们。越是想快点完成，冰冷的手指越是不听
使唤，捏起的垫片螺钉也是很不配合，一不
留神掉在地上。熊乾一边继续指挥，一边为
大家加油打气 ：“别着急，慢慢来，等弄完后
我们回去吹会儿空调，暖和暖和！”就这样，
大家齐心协力，一鼓作气，在寒风中拧紧了
最后一颗螺钉……

“看来试飞厂的兄弟们一年四季也不容易
啊！”“的确，除了我们总装人，其他单位的
兄弟们也都不容易，都是为了工作啊！”返
程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聊起来，虽然身体很
冷，但内心却温暖了起来。为了我们所热爱
的航空事业，不管是三月暖阳，还是冬日寒风，
每个人都怀着一颗无比炽热的心。

航品试验室，加油！

这位“90后”铣工不一般
|| 李晓明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创新工
作室总结会，主要对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研讨交流，对 2021 年创新工
作室的工作计划达成共识。大家一定
要畅所欲言，敢于提出自己的建议”。
这是航空工业新航 134 厂王红杰劳模
创新工作室年度总结会上的场景， 发
言的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翁——王红
杰，新航 134 厂机加分厂 21 车间的
一名普通铣工、王红杰劳模创新工作
室带头人。他先后“铣过”某发动机、
C919、“神舟”飞船系列等二十多个
型号任务的零件加工任务，并“铣出”
了多个创新成果，得到行业内外的一
致认可和肯定。

潜心专业强技能
克难攻坚保交付

随着型号的任务需要，新品研制、
加工任务接踵而来，生产交付压力大。
针对车间的生产实际，王红杰主动请
缨，向车间“要任务”“啃骨头”，把“交
付节点紧、加工工序复杂、加工工作
量大”的任务揽下来，并总能在规定
交付节点内完成交付。2019 年，新
航 134 厂为某型号散热器芯体配套零
件，零件尺寸精度要求横截面的长宽
尺寸公差均为 ±0.02mm。两个零件
均超过超细长杆定义的 1.5 倍和 5 倍
以上。细长杆在铣削加工中平行度很
难保证，而且该产品材料为国外进口，
零件加工难度高、原材料成本高。为
了保证在主机厂要求的时间节点内交
付产品，车间将这道“难题”交给了

王红杰所在的铣工组。在王红杰的主
导下，铣工组经过多次实践，设计出
一套专用工装夹具，包括钳口、垫铁、
斜铁，保证了零件的尺寸精度和加工
的稳定性。最终，铣工组利用此种加
工方法完成产品交付 2000 余件。

工匠精神放光芒
集智聚力助创新

作为劳模创新工作室负责人，王
红杰始终坚持“一枝独秀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的理念，充分发挥劳
模的创新和引领作用，践行工匠精
神，致力于员工技能水平和科研生产
效率提升，专研航空智造。2020 年，
王红杰带领工作室成员完成改善项目
359 项，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专
利一项，组织培训 12 次，培训 300
人次，培养高级工、高级技师、技
师 10 余人。针对多类典型零件的加
工方法进行梳理，完成 10 项零件的
工序合并，工序数量较之前平均减少
30% ～ 40%，部分零件的加工效率
提高了三倍以上，有效助力了车间科
研生产任务的达成。

亲情无间显担当  
大爱无言暖人心

王红杰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国防科工委技术能手、航空
工业首席技能专家、航空工业技术能
手、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南
省高层次人才、新乡市突出贡献高技
能人才等十余项荣誉称号。如今，成
为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的他不忘言
传身教，把自己丰富的经验和工作方

法倾囊相授，帮助更多的青年成长成
才，累计教授徒弟 20 余人，遍布数
控编程、数控车工、铣工、车工等车
间的各个工种，个个都是行家里手。 

生活中，王红杰与同事打成一片，
尤其对徒弟关爱有加，被徒弟亲切称
为“老王”。教授的徒弟中有的家在
外地，一到节假日，他都会邀请徒弟
们去他家做客，关心冷暖。“王师傅
就像家人一样关心我，无论是工作的
难题还是生活的困难，他总能帮我解
决，让我心里特别温暖。”徒弟于小
鹏说。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王红杰在
“忠诚奉献、逐梦蓝天”航空报国精
神的指引下，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
位中创造着不平凡的业绩，用默默无
闻的工作作风把工匠精神践行得淋漓
尽致，彰显着航空人的使命与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