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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机箱“临时突击队”
	| 田家丽　王婷

“同志们，2020 年，我们的机
箱完成量比去年提高 44.8%，远远
超过最初 2003 年交付量 16 倍……”
航空工业计算所机械加工车间主任
王祥正带领车间职工共同回顾难忘
的 2020 年，提到这项骄傲的成绩，
王祥沉默了，大家都沉默了。此时
此刻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在过去的
2020 年经历了什么。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2020 年初受疫情影响，零件
生产加工的周期越来越紧促，各个
型号机箱的交付任务接踵而来。相
比 2019 年来说，2020 年计算所一
车间的任务量提高了 45%。为保证
产品能够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
必须在严格把控加工质量的基础
上，缩短每个环节零件加工、周转
的时间，这无疑给一车间带来了巨
大挑战。

“对于车间目前大量的生产计
划来说，今年项目的交付时间点不
太容易保证。”“是啊，我们手头上
现有的产品能按时交付都谢天谢地
了”……车间例会上，班组长们愁
眉不展。

尽管如此，在诸多压力与困难

面前，一车间干部职工还是没有退
缩。为及时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
车间一线党员迎难而上、主动请缨：

“为保证车间生产问题及时回应和
解决、产品按期交付，我认为有必
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团队，团队成
员接力保证产品生产不停歇。”

“ 我 加 入！”“ 师 父， 我 也 加
入！”“哎，算我老李一个”……

王祥听到党员们要求主动成立
“临时突击队”甚是欣慰，立即召
开班组长会议，协商和部署具体计
划。就这样，以一车间党员带头自
发提出、车间各班组员工积极响应
的紧急任务“临时突击队”成立了。

随后，突击队成员便以“用户
至上，保质量、保安全、保生产”
为宗旨，开始了 24 小时接力工作，
有紧急任务随叫随到，将“该我做”
变成“我想做”，将“要我做”变成“我
要做”。

千难万险还击劲

“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 ”， 团 队 的
努力使得产品生产和交付量明显提
升，但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块难啃的
骨头。4 月，人为生产问题比 3 月
份要明显增加，要知道，每一个细
微的瑕疵都是质量层面的大问题。
如何同时保证产量与质量，这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针对这项问题，突击队建立专

项排查小组，对每一生产工序的自
检环节进行严格清查，要求每个人
必须牢固树立“自己产品自己负责”
的意识，对自己加工的产品负起责
任，将错误及时控制在车间内部，
并采取相应的奖惩机制，鼓励大家
做到“工作质量人人把关，产品质
量层层把关”。

突击队带领加上每位航空人对
机箱质量的“吹毛求疵”，一个月
后车间机箱生产的人为质量问题明
显降低，达到了产量与质量双赢的
效果，这无疑给团队的成员们一个
巨大的肯定，也更加坚定了逐梦蓝
天的信念。

初生牛犊来报到

7 月，一批新鲜的血液注入到
车间团队中，使得团队对任务完成
更加有信心。在浓厚的“传帮带”
培训制度氛围下，新员工们得到了
快速成长，在生产中虚心请教、及
时反馈问题，循序渐进，形成了勇
于探索的学术氛围 ；车间“久经战
场”的老师傅们也十分愿意将自己
积累的宝贵经验分享传授给新人，

“手把手”引导新人操作设备，培
养精益求精的“工程师精神”。大

家齐心协力，积极推进机箱生产。
下半年，任务量更是不断增加，

突击队员们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带
领车间员工践行着自己的承诺，积
极配合，绝不推诿。他们有人凌晨
一点还在持续为后端运输产品 ；有
人半夜来单位解决生产现场问题 ；
有人仅在办公区小憩一会儿便又投
入工作中……

努 力 就 有 回 报，2020 年 车 间
健全并修订了奖惩机制，依据工时
定额开展全面绩效考核管理，倡导
干得多拿得多，高效激发员工干事
创业热情，使得更多的员工向突击
队成员看齐。队员们秉承着哪里需
要，哪里就有他们的信念，带领车
间每一位员工发扬航空人的“求实、
敬业、协同、拼搏”精神，最终为
2020 年产品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

就这样，小机箱“临时突击队”
用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
己“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选择，
用兢兢业业、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
履行着对自己、对同事、对计算所
的“按时保质”承诺，并将团队精
神融入到日常生产中，保障产品交
付任务顺利完成。

这个“洞主”有点酷
	| 彭景

这个“洞主”有点酷，他在冰风洞
试验技术研究领域上已奋斗 10 年有余，
并全面负责公司冰风洞具体业务实施相
关工作。他就是航空工业武仪试验中心
崔友亮，那个常与风速高达 150 米 / 秒、
温度低至零下 30℃的冰风洞打交道的

“冰风洞主”。

去年受疫情影响，公司型号产品试
验及外协试验均在下半年进行，任务集
中，资源紧张，任务难度大。特别是 12
月份，冰风洞试验档期全部排满，整个

团队火力全开，崔友亮出差到达沈阳当
天便开始进行试验， 第二天辗转另一个
项目跟进试验，当天晚上又通宵进行某
项目第一阶段校准试验。工作连轴转的
他从未叫过苦和累，他说：“冰风洞一开，
我精神就来了，要的就是这份感觉。”

为保证公司科研试验及外协客户的
进度需求，作为党员，他又带领冰风洞
试验团队加班加点，克服困难，开拓思
路解决问题。为了配合定价工作，崔友
亮连续上班 20 多天，牺牲大量个人时间，
按时完成所有任务。

他就是这样酷的人，肯吃苦、肯钻
研，在完成外厂试验的同时，兼顾厂里
随时出现的各项紧急任务 ；2020 年全面
完成冰风洞相关科研生产任务，超额完
成新签外协试验合同任务，共计完成 8
项外协试验任务，10 余项外协试验的市
场开发和商务工作，以及 30 多项（次）
公司内部型号冰风洞科研试验任务。

他就是这样酷的“洞主”，荣获结
冰气候室项目工信部国防科技一等奖，
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授权专利 3 项，
正在受理专利 4 项，协助完成某结冰探
测及 PTC 柔性加热膜等项目的试验研
究。作为主要参与人完成了某型冰风洞
项目成果鉴定，正在为该项目申报国防
科技奖，在冰风洞试验技术研究方面取
得较好的成绩。

冰风洞的冷，挡不住“冰风洞主”
坚毅的心，他在航空事业的道路上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让冰风洞更加“冰、风、
爽”。

精益求精　爱岗敬业
——记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树云

	| 肖伟

2002 年，李树云从贵航技校
毕业来到航空工业万江时，他的“合
作 伙 伴 ” 是 一 台 普 通 的 车 床 ；后
来，在他的努力下，他的“合作伙
伴”不断增加，慢慢地变成了数控
车床、数控铣床以及车铣复合加工
中心，其本人也从普通的学徒工变
成了生产骨干，公司最年轻的高级
技师，曾荣获贵航集团“优秀青年
突击手”、贵航集团“十大青年生
产之星”、贵航股份“明星员工”、“优
秀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光
荣 称 号，2021 年 4 月， 荣 获 贵 州
省五一劳动奖章。一路走来，人生
五味——酸甜苦辣咸，他品尝着、
总结着，也不断拼搏着。

刻苦钻研   一流工匠

工作中，李树云承担着解决生
产过程中的急、难、重等问题。针
对航品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特点，
他在岗位上不断研究加工方法和工
艺， 进 行 了 多 项 提 高 质 量、 改 进
效率的改善。2018 年，针对某产
品的一项关键零件套筒加工做出了
突破性的加工改善。此前，该零件
是车间生产瓶颈，加工效率低，质
量不稳定，零件精度要求很高，加
工变形较大，一次加工合格率不到
50％，后续需要钳工反复打磨才能

满足要求。为此，他不断摸索尝试
多种加工方法，改变装夹方式，一
次又一次的尝试和改善，最终通过
采用分层加工及改变刀具切削方向
的方法，在车铣复合机床上加工，
很好地解决了加工变形的问题，使
一次加工合格率达 98％以上，加工
效率较以前提高了 1 倍。另外一项
是零件丝杆套，零件内梯形螺纹原
来的工艺是在普通车床上加工，需
用大豆油作为冷却，加工时容易打
刀产生报废，加工效率低，质量不
稳定，成本较高。他通过自制工装
和宏程序编程，将工艺改为数控车
床加工，用设备冷却液冷却，很好
地解决了打刀的问题，将合格率提
升至 100％，在效率得到提高的同
时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工厂逐年引进先进设备，他主
动请缨，要求学习先进的数控技术，
利用业余时间不断钻研，学习各种
编程软件。最早的一台车铣复合中
心是全英文版本，从看着设备发呆
到精通，仅仅用了两周，自己查单
词、背句子、钻研设备，很快将设
备投入生产。他通过刻苦钻研，现
已熟练掌握普通车床、数控车床、
数控铣床、加工中心、车铣复合中
心 等 设 备 的 操 作 和 精 通 加 工， 以
及 能 灵 活 开 发 运 用 UG、CAXA、
VERICUT 等自动编程及仿真软件。
此外，他还对其他的数控机床的后

处理进行修改，扩展一些老数控机
床的使用功能，使多个型号产品的
加工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提高了
产品的质量。此项改进被评为公司
级“特优改善提案”。

工艺改进   提质增效

在精益生产方面，2015~2020
年就实施了现场改善 50 项，其中
仅 2020 年就有 20 余项，有 5 项还
被评为公司级优秀提案，改善收益
80 余万元。其中，通过改善壳体外
形去毛刺、攻螺纹等工序，产品的
一次合格率由 90% 提升到 100% ；
球形活门的加工由原来需要七八道

工序才能完成的通过车铣复合加工
一次成形，缩短了加工周期，每件
加工用时由原来的 2.5 小时缩短为
30 分钟，同时提高了球面光洁度。
2020 年，在加工 3D 打印薄壁塑料
零件方面，他大胆尝试，首次采用
石膏作为装夹辅助材料填充，改善
变形，取得较好效果，保证了加工
质量和交付节点，为以后的薄壁零
件加工提供了参考。

党员先行   薪火传承

作为一名优秀党员，李树云积
极带领周围同事一起进步。他把所
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技能全部用在

“传、帮、带”上。他组织开展“经
验技术交流会”与青年员工交流心
得，向青年员工传授技能和经验，
使分厂员工的整体技能得到提高。
每年新员工入职后，他都主动承担
带徒弟的职责。他帮助徒弟们查找
改善着眼点，仅 2020 年和徒弟们
就一同实施了 16 项改善，改善收
益达 30 余万元。近年来，他带出
的 6 名优秀徒弟皆成为车间的业务
骨干。

19 年来，在平凡的岗位上，李
树云忠诚于企业，敢于担当，勇挑
重担，展现了一代年轻航空人的精
神风貌。

“滚”出圆满人生
	| 王占勤

“滚花”就是在圆形金属类零件外
表面加工出符合用户要求的直纹、斜纹
或者特殊纹路的一道机械加工工序。该
工序的加工目的是让生产出来的零件更
加美观和适用，保证产品进一步满足用
户的特殊需求，为公司研发高端的光电
连接器产品开拓出新的竞争市场。

在中航光电机加分厂，有这么一
个 班 组， 他 们 敬 业 勤 奋、 积 极 向 上，
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幸运之树硕果累
累 ：2018 年获得质量知识竞赛第一名，
2019 年获得分厂二季度质量优秀班组，
2020 年荣获班前会大赛第一名……

机加分厂方盘花键一线主攻花键及
套筒、连接螺帽等小壳体零件，滚花工
序对该班组来说是家常便饭，常见的外
圆滚花、双直径滚花都不在话下。可是，
这次班组调度员高海亮和班组长史龙龙
却犯了难。分厂刚刚接到某重点型号试
验件 15 批，数量 300 件，要求立即排
产并一周内准时交付。“要不明天早会
上找技术员评审一下，把刀具形状改动
一下，再调整一下参数，试加工一下看
看？”史龙龙跟高海亮建议。高海亮点
点头说 ：“这个系列零件是公司新开发
的产品，材料选用的是特难加工的钛合
金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一般的不锈钢，
又硬又脆，一不小心就会出现滚乱花、
歪斜等不良症状。”

“岂止是材料，零件结构也让人堪
忧，滚花能不能完整地压出来都是难题
啊！”

“你们看，还不是正常的在外圆上
直接滚花，而是要求在两个台阶之间的
环槽外形上滚花，在咱们公司这更是首
例……”班组成员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怎么办？一系列瓶颈问题等待突
破，一大堆实际困难就摆在面前。是选
择退缩放弃，还是咬牙顶上？班长史龙
龙没有丝毫的犹豫，果断作出决定 ：没
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以前没干过的，不等于不能干。在
分厂领导及团组织的带领下，及时成立
了罗阳青年突击队，该突击队成员以困
难为契机，把《某花键壳体零件加工方
案优化及效率提升》作为突击的目标，
把罗阳精神切实融入到此次攻坚战斗
中，大家决定以过硬的本领攻坚克难，

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面对生产形势紧迫，加工难点多，

压力大等问题，突击队成员没有丝毫畏
惧，高海亮第一时间通知技术团队队
长安排编制工艺，准备相应的工装测
试。史龙龙带领大家积极面对困难，请
教数控技术员及时解决瓶颈技术难题。
由于该系列零件最大外圆直径上下浮动
很大，正常需要安排到分厂多条生产线
加工，但考虑到生产周期太短，零件结
构复杂，突击队成员申请把该系列零件
的生产计划全部调整至方盘花键一线突
击。于是，该系列零件 φ7 以下直径的
装夹问题及两处外圆带滚花零件的加工
工艺方案改进问题成为目前需要突破的
关键之处。

夜深了，机加分厂生产现场依旧灯
火通明，在方盘花键一线史龙龙的机床
前几个人更是异常兴奋，大家都在焦急
地等待着第二种方案加工出来的零件，
这次外观是否能更加完美？成败在此一
搏了。

“隆……隆……”高速旋转的刀具
终于停下来了，现场跟踪的设计人员及
技术人员都迫不及待地等着零件赶紧取
下来。一道道目光聚焦到这个小小的花
键壳体上，大家仿佛都成了一个心情激
动的“准父亲”，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即
将分娩的新生儿。

“看着比第一次加工的效果要好一
些。”史龙龙仔细检查零件后交给身边的
几个人。“嗯，不错，这种效果比老外
的样件也并不差！就按这种方案加工。”
设计员范辉非常认可地点头赞许。

合格零件马上就进入批量生产阶
段，高海亮通知分厂检验员，质量工程
师等人跟踪配合，避免生产过程中出现
突发质量问题，对生产进度造成影响。
调度班长赵建军更是精心策划、全力配
合，分别协调出三台机床保证每天至少
20 小时不间断生产，数控车李威、数控
铣郭策、钳工王瑞流水作业，大家团结
一心，攻坚克难，连续奋战七天，最终
按期完成了生产任务。

正是出于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对分
厂核心竞争力的极度负责，对航空事业
的赤胆忠心，机加分厂方盘花键一线突
击队才能这样一路坚持，翻山越岭滚动
前行，给自己“滚”出一圈圈圆满无憾
的人生轨迹。

躬身深耕不畏难　砥砺前行谱新篇
	| 苟欣蔓

梁小春， 航空工业洪都机械加
工厂车工专业首席技能专家。1995
年 7 月毕业后进入洪都公司机械加
工厂第八车间从事普通车工工作，
从那一刻起，他便开始了 30 余年技
术产业工人的生涯，并在这条路上
一路探索。

坚守信念    勤学苦练

“既然是一名工人，就要当一名
优秀的工人，优秀的工人做出来的
零件质量必须是一流的。”梁小春总
是用这句话鞭策自己。

进厂时，梁小春操作普通车床，

主要加工 K8、强 5 等成熟机型零件，
他在岗位上勤学苦练，凭着吃苦耐
劳的品质和过硬的加工技术，在分
厂众多车床操作工里脱颖而出。在
工作中他独创“五步决”工作方法 ：
一是看，看零件、看设备、看现场、
看师傅、看同事对待同一个零件的
不同加工方法 ；二是思，拿到零件，
首先要认真消化思考图纸，根据工
艺图纸的要求、加工方法，选用合
理的刀具，并注意加工过程中的细
节 ；三是问，问自己，问师傅，问
同事；四是干，亲自摸索，亲手实践；
五是总结，总结个人成功与失败的
经验，总结所见所闻的典型加工案
例，才能在现实中，做到举一反三，
不断改进和提高。

凭借着自己总结的工作方法和
丰富的加工经验，梁小春积极创新
创效，参与了洪都公司多个重要零
件的研制加工任务和精益改善项目，
不断地挑战自己，也在寻找更加精
益的加工方式，以便更好地提高零
件加工效率、保证加工质量。

创新创效    善思谋变

梁小春主动参与生产工艺技术
攻关工作，与工艺编程人员交流数
控加工技巧，在特殊材料加工、刀
具选用、参数匹配等细节上与工艺
技术人员进行深入探讨，其中参与

的《某机型摇臂组件焊后精加工工
艺攻关》被评为洪都公司质量管理
小组成果一等奖，促使机械加工厂
整体数控车床加工能力获得快速提
升。

2020 年，洪都公司某项目“前
后立轴”批量大，数量多，一直是
生产任务的交付瓶颈。梁小春积极
投入到分厂组织的“三创”技术攻
关队伍，解决了车工的技术难点，
加工效率提升了 80%，创造经济价
值的同时，为分厂的保质保量交付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此项目获洪都
公司机械加工厂“三创”项目一等奖。

为解决分厂组合夹具加工精度
低、生产效率低的问题，梁小春一
方面查阅车工工艺学、工装夹具设
计原理的书籍，一方面了解零件的
装配技术要求，会同工艺技术人员，
根据零件加工特点和多年积累的工
作经验自制车工夹具，解决了多项
技术、质量难题。其自制设备“平
板类车削工装夹具” “薄壁带锥度车
工夹具”“前接头衬套车工夹具”均
获得机械加工厂“三创”项目二等
奖。仅工装夹具费用就节约 1 万多
元，加工效率及质量提升带来的经
济价值更是以数十倍计。

模范带头    党员先上

2020 年，分厂生产任务异常繁

重，多型号、多批次的零件高度交叉，
疫情又导致停工停产。车工人员少，
任务重。按往年正常生产节奏，根
本无法完成生产交付任务。要突破
困局，“精良的技术”和“吃苦耐劳
的精神”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他作
为机械加工厂车工专业首席技能专
家，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日常加班
成了家常便饭。面对零件堆积如山，
他心急如焚。他担心的不是任务重，
也不是工作累，而是形势紧迫。为
此，他不知疲倦、不分昼夜地工作，
尽量提高工作效率，也要为下道工
序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有人问他，为什么在做事的时
候不计较得失？他回答说 ：“作为一
名班组长，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
自然不该避重就轻 ；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集体的利益在前，个人得失
在后，这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更多
的大道理我不会说，我想，在我的
岗位上就是应该脚踏实地的做好本
职工作。”

零件交给梁小春，就是两个字
“放心”。他脚踏实地行走在追梦的
路上，用奔忙的身影，在一个个不
起眼的细节里，用汗水浇灌收获，
用实干笃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