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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泓春水润“电源”一泓春水润“电源”
——记2020年度航空工业优秀领导干部，航空工业电源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卫平

	| 本报通讯员　黄婉珍

从“每天进步一点点，保证质量提
效率”到“变革创新，从我做起”，再到“聚
焦价值创造，深化变革创新”，航空工业
电源改革发展的大门稳步敞开。

打破内部机构臃肿、流程冗杂的壁
垒，打通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关卡，
打开科研生产拖期、质量形势严峻的局
面，让公司的产品主动迎接客户的检验，
让公司在市场上主动参与竞争，让全体
干部职工“经风雨、见世面”。制定这样
的决策，对电源公司“重镇历来讲守”
的旧有思维模式来说，是需要胆略的。

电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卫平
自 2018 年到任电源公司后，带着公司领
导班子和全体中层干部，凭着“奋然为
之亦未必难”的魄力和胆略，“每天进步
一点点”“变革创新”“价值创造”，三年
三大关键词，让电源公司在建设新时代
航空强国的伟大征程中焕发新生机、新
活力。

战略转型
坚守航空报国信念谋划改革

初到电源公司的杨卫平邀请公司技
术专家、老领导、老干部、老员工做“智
囊团”“思想库”，谈公司现状，谈技术
和产品现状，谈对公司改革发展的构想，
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记下几十页的工
作笔记，再经过愈加深入的研讨和思索，
杨卫平带领党委班子提出“全力构建研
发驱动、设计制造一体化的创新型企业”
的战略目标，打开公司高质量发展新通
道。

“研发驱动”“设计制造一体化”“创

新”，这三个关键词哪一个都不简单。该
如何下手？杨卫平带着领导班子从组织
机构、从人开始抓。

47 所是电源公司最重要的设计研发
单位。以前，47 所有十几个专业研究室，
存在专业分工不明晰、设计目标不明确
等现象，任务“打架”时有发生 ；高水
平技术人才断档，科研项目分配不均衡，
年轻设计员离职率较高，面临着吸引力、
辐射力逐渐缩小的被动局面。

新的战略目标确定后，杨卫平再次
组织对公司设计研发能力进行充分调研。
技术专家、科研管理人员、生产管理人
员每人面前一张空白纸，畅所欲言 ：现
有技术怎么迭代、新技术从何处着手开
发、未来航空电力系统的发展趋势、企
业如何转型升级……当被问起为何没有
选项或是带有明确引导性问答时，杨卫
平说 ：“只有给予充分的信任和空间，才
能有‘言无不尽’的灵感激发。”他认真
看完了每一张“答卷”，一一记录笔记，
并笑称这是自己在新岗位上挖到的“第
一桶金”。把电源公司建设成为一个精益
型、高效益、数智化的高标准企业，必
须走变革创新之路，这是大家的共识。“智
囊团”“思想库”提供的大量论据和分析，
使杨卫平“板上有眼”了。

2019 年，47 所正式进行机构重组，
专业研究室数量精简至 8 个 ；大力推进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研发流程，实施“核
心机”计划，开展三轮研发模式研讨，
加大技术领先创新力提升 ；对专业技术
能力和系统集成及验证能力进行梳理，
核心能力得到确认和强化 ；面向高校、
社会广招高水平、高层次人才，与高校
广泛开展探索性、创新型的前沿探索与
预先研究合作，发挥国家级博士后创新
基地、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航空工业
电力系统事业部的自主创新、人才培养
和项目孵化，“造血能力”全面提升。

“智囊团”“思想库”的论据和分析，
让杨卫平这个决策者有了勇气，但如何
让全公司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全体职工通
力合作迎接挑战是仍需面对的问题。公
司每一位中层干部都与杨卫平有过深入

交谈，真诚地听意见建议、坦诚地谈变
革思路、直率地讲弊端顽疾，每一位参
与谈话的人都感受到被尊重、被鼓励、
被激发，乐意成为变革创新的领队员。

“枪一响就不怕了。”杨卫平说 ：“怕
就怕在改革战斗未打响前人心不稳、人
人观望的那一阵。企业壮大、专业发展、
技术进步、员工幸福，这是大家共同的
心愿。”

奋然为之
坚定航空强国之路攻克难关

飞机上的电力系统如同人的血液、神
经，电力系统如果出问题，就必须从根源
“医”好它。

从电源专项整治评审会会场出来的杨
卫平衬衫后背湿透了。会上，面对客户的
批评、质疑，面对公司产品质量不过关的
窘境，面对备件交付不及时的抱怨，他没
有一句辩解，认真记录下客户提出的每一
项问题并一一承诺必有回应。他回来后，
“党委抓质量”的质量工作模式开始在公
司运行。每月一次的质量改进归零党委专
题扩大会上，公司党委委员、公司领导、
副总工程师、质量部都要对产品质量改进
归零行动及质量工作提意见建议。杨卫平
始终坚守一点：问题必须暴露，暴露才能
解决。

杨卫平心里明白，解决质量问题，关
键在企业内部。在连续两年的年度工作计
划及管理改进计划评审会上，25个单位、
部门要在6天时间内，汇报落实年度任务
目标、管理改进、效率提升的措施，确保
年度计划“接地气、可测量、能评价”；
质量管控如何见效、基础管理如何提升，
参会人员都要提建议、出主意。评审过程
中，工作计划的全面性、合理性、风险性
都要被拿出来“晒一晒、讲一讲、评一评”。
各单位、部门主动查找公司运营管理过程
中的堵点、难点、痛点，形成年度管理改
进措施 1074 条，年度计划完成率 92%，
公司管理水平有效提升。杨卫平多次强调：
“要解决问题更要消灭问题。”“内生动力
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必须要全员
参与、群策群力，要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

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客户的反馈同样重要。在征集客户

对公司产品的使用体验和产品性能优化建
议、征集客户对服务保障工作的建议时，
杨卫平常主动带队前往客户驻地走访。这
一去可就不只是解决问题了，他总是要多
问一句：“我们还能做什么？还需要我们
做什么？”借助机载电力系统事业部专业
化整合后带来的便利，公司在主机驻地开
设“地区服务中心”，主动对接客户要求、
询问客户需求，严谨处理问题、消解客
户疑虑。他说：“我们必须要离客户近些、
更近些。”

在电源公司总部的试验大楼里，有一
条其他单位借地而建的生产线，这样的合
作是杨卫平所乐见的。面对为什么要为与
公司有重叠业务的竞争对手提供便利的牢
骚时，他说：“这不是引狼入室，是引‘肥
水’流进我们的田。”要想让电源公司再
次腾飞，必须要走开放包容的改革之路，
“引客入室”是为了“放虎出城”，一味地
对自身业务实施保护，只能助长“井底之
蛙”的狭隘。

忠诚担当
坚持干事创业精神奋力前行

电源公司作为我国“一五”期间156
项重点工程之一，第一代 1700余名电源
人从天津集体迁陕，几代电源人传承军工
红色基因，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应有贡献。
但老国企、大国企传统守旧思维也多少客
观存在，与新时代国企国资改革和对标世
界一流企业还存在差距。新战略目标解开
了电源公司发展的束缚，可放开手脚之后
的不知所措之感怎么办？靠学习和转变思
维方式来解决。

杨卫平在公司全体干部中树立了“能
者用、平者转、庸者下”的观点，提出了“跑
客户、带队伍、打胜仗”的履职准则。近
几年，电源公司累计调整干部近200人次，
干部队伍不断优化，积极奋斗、拼搏向上
的氛围日渐浓厚。针对职能部门运行过程
中的问题，杨卫平组织职能部门开展了提
升管理效能和服务意识的专项整改，制定
了155项具体措施。

杨卫平以身作则，带头面向全体中
层以上干部、青年职工代表等讲课。他带
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去主机单位、研究所
等企业学习交流，启迪思想。班前会、部
门讲堂、职工夜校、“共学共建”“送学上
门”等学习平台陆续搭建起来，“请进来、
走出去”已经成为电源公司各单位、部门
学习交流的重要组成。仅2020年上半年，
通过“共学共建”“送学上门”，公司内部
各单位、部门相互组织学习 50余次。内
部交流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也让
大家的干劲越来越足。

随着机载电力系统事业部实体化运营
逐渐深入，“全业务域推进、主辅机协同、
全面质量提升”的工作主线全面铺开。作
为电力系统事业部部长的杨卫平，主动带
队前往主机单位走访沟通，将“主机+事
业部”模式做细做实。同时“借力打力”，
在事业部行为主体能力逐渐增强的同时，
力促各成员单位间的交流协作，助推公司
干部职工思维模式的转变。电力系统事业
部“五大中心”战略规划的实施，也为电
源公司带来新的机遇。

有人说和杨卫平一起谈工作“挺累
的”，因为“他总是有新思路、新角度”，
害怕自己跟不上落后了；有人说和杨卫平
一起聊想法“很快乐”，因为“他读了很
多书，新名词儿、新想法脱口而出”，感
觉自己被启发、受鼓舞。大家愿意与杨卫
平交心，不因为他是领导，而是明白了“干
什么、怎么干”之后的心服口服。“他有
着敏锐的战略眼光。”电源公司领导班子
这样评价杨卫平。

2019 年以来，电源公司核心竞争力
显著增强，经济运行指标稳步增长，运营
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员工精气神焕然一新。
电源公司荣获航空工业机载系统 2019年
年度效益贡献奖，电力系统事业部荣获机
载系统 2020年度专业化整合贡献奖，杨
卫平荣获集团公司优秀领导干部荣誉称
号。“十四五”蓝图已经描绘，未来电源
公司将从“打造高品质系统级产品、构
建完善自主创新体系、优化升级产业链
供应链、深化改革聚力价值创造”等方
向着手，继续探索无限可能。

自控所可测试性
动态监控上线

本报讯　为解决复杂嵌
入式软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满足 GNC 软件高安全性要
求，经过不断摸索，日前，
航空工业自控所可测试性动
态监控成功上线。

通过给 GNC 系统软件装
上传感器和外部控制显示装
置，GNC 系统软件内的动态
运行状态一览无余，就像装
上了“透视眼”。

随着机载系统架构的发
展，系统结构综合化、硬件
共享化、功能软件化的趋势
使得机载软件在规模、复杂
度上不断提升，嵌入式系统
软件验证测试也随之面临巨
大的困难和挑战。

可测试性动态监控的核
心组件即“透视眼”的传感
器，驻留在嵌入式系统中，
通过测试接口与上位机安装
的可测试性动态监控验证工
具——“透视眼”的外部控
制显示装置相连。在系统运
行时，外部控制显示装置依
据用户动态选取的监控对象
发送监控命令给传感器，传
感器负责收集监测数据的实
时值并反馈给外部控制显示
装置进行显示和记录，从而
实现为嵌入式系统装上“透
视眼”。

“透视眼”使 GNC 嵌入
式系统具备实时输出“动态
快照”能力。在系统运行中
可实时观察系统状态，探测
系统外部接口（与软件有交
互的）、软件部件内部接口、
软件部件内部运行状态等信
息并记录 ；同时这些信息还
可依据各类系统运行场景，
随时调整变化。

可测试性动态监控有效
提升了复杂系统的集成验证
效率。随着交联数据量不断
攀升，要保证复杂嵌入式软
件集成验证效率，同时不破
坏系统运行时序，就必须对
系统运行状态下的大量系统
边界数据、软件边界数据、

软件内部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系统软件装上“透视眼”后，
系统运行时既可依据集成场
景观察动态变化的数据，快
速获得所需信息，判断集成
部件运行是否正确 ；同时，
通过动态注入数据，控制系
统软件各部件运行分支，使
集成验证更加充分，彻底摆
脱以往反复插桩、反复加监
控的集成验证方法。

可测试性动态监控为系
统及软件综合验证时的全面
自动化测试打下了坚实基础。
复杂系统验证及系统软件测
试常常面临验证不充分、低
效的困境。当系统软件装上
了“透视眼”，系统的运行即
可通过“透视眼”观测控制，
利用自动化测试方法，系统
和软件功能都能轻易验证。
随着自动化脚本在系统软件
逐层验证中的积累，后期综
合验证时将会有大量测试验
证脚本可以复用并可自动执
行，实现系统、软件的全面
自动化测试。

可测试性动态监控为系
统及软件后期维护提供了满
足需求的稳定解决方案。当
内场系统故障发生时，“透视
眼”将根据需要，随时选择
需要观测的信息，了解系统
输入输出边界、软件内部数
据和控制信号变化情况，有
效协助故障排查分析。当外
场故障发生时，结合系统及
软件可测试性设计，故障发
生时监测点将被记录在系统
存储设备上，可测试性动态
监控在事后依据记录数据激
励系统实现场景重现，提高
故障定位效率，也能为专家
诊断系统提供系统运行大数
据，实现更加高效的智能诊
断。在民机领域，通过无线
通信技术与“透视眼”结合，
可满足实时监控、故障分析
排查、地面维护产品的远程
加载升级等技术需求。

（田筱　杨黎）

复合材料战线上的“复合”人才
——记航空工业昌飞2021年杰出青年王强

	| 白欧

航空工业昌飞复合材料厂工艺室承担
着公司所有复杂零件的成型工艺方案制定
和零件制造，王强是该工艺室的副室主任，
精通复合材料各类成型工艺和胶接装配工
艺。2020年，为助推公司复合材料零件制
造向高质量发展，王强做了10余项系统性
优化工作，大大提升了复合材料制造质量
和效率。

工作效率提高50%的秘诀

为了推动复合材料提质提效，2020年，
王强通过梳理单位A流程，确定了工序专
业化工作思路，对数控下料、工装准备、工
装和材料配送、固化设备操作等生产过程
做了部分工序专业化改进。同时，对车间
班组进行了调整，整合了配送班组、成立
了固化班组和交付班组，重新调整了工作
内容，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通过整合配送班组，并将原有的下料
班和工装准备班合并为生产准备班，同时

新成立蜂窝班，缩短了铺层班组的生产流
程，单线流程优化成为多线并行流程，提
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王强理清工作职责，明确工作流程，
变更固化生产组织模式，由班组预报制进
罐固化转变为以周计划排产排罐固化，使
新成立的固化班组提升了过程效率和固化
质量。王强还将产品固化后的后处理工序、
漆前交付工序和漆后交付工序从铺层班组
独立出来，新成立交付班组，工作效率较
之前提高了 50%，还能够集中处理可修补
制件、预估修补材料用量，从而提升人员
的利用率和修补质量。

苦练“内功”　为生产做好管控

基于大数据管理，王强苦练“内功”，
运用工艺技术状态表、计划未完状态表、工
时表，管控生产全过程。

他利用表格建立车间零件信息数据库，
运用工艺技术状态表，管住工艺准备和生
产准备。数据库明确每个图号的工艺准备
状态，在表格中将每个图号主管工艺、计划、

调度明确分工，在昌飞信息集成平台工艺
准备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将“工艺准备”
和“生产准备”串联起来，增加生产计划
信息、工装状态信息、材料信息，便于计
划员快速准确排产，管控全年生产任务图
号技术状态。他还利用表格建立车间已排
产未完零件数据库，在计划排产的基础上
明确计划未完原因、处理方案，指导各责
任人按照考核要求完成计划任务，使计划
考核执行落地闭环。

通过科学合理的工时计算模型，王强
根据管控单位复合材料零件图号清单，建
立车间复合材料零件工时数据库和复合材
料零件工时评价体系，为车间及各班组能
力平衡提供依据。

勇于担当　培养优秀技术员

作为复合材料厂工艺室主任，王强深
知培养一批优秀技术员的重要性。他一直
以身作则，毫无保留地将掌握的工艺技术
传授给更多的新人，不断为复合材料专业
添砖加瓦。

2020年 6月，复合材料厂与工程技术
部成立了现场联合工作团队，建立了现场问
题暴露、快速解决机制，要求现场工艺人
员快速高效解决现场问题。王强凭借多年
的工作经验和对复合材料高超的专业技术，
在其他人员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时，耐心
帮助大家一起解决问题，并细心地为大家
讲解相关的专业知识，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王强所在的工艺室一直以“师带徒”
方式让年轻工艺员迅速适应岗位需求，王
强曾经的徒弟如今也已成长为复合材料专
业方面的优秀人才。2019、2020年，复合
材料厂工艺室连续两年获得公司“优秀工
艺室”“四好班组”称号。

“虎哥”真“虎”
——记航空工业陕飞优秀员工标兵崔虎

	| 本报通讯员　李磊

今年 35 岁的崔虎，在航空工业陕飞
生产制造部技术员的岗位上干了不过短短
3 年。可一旦和他说起计划工作，那份熟
练会让你觉得他铁定是个“老同志”。其
实，无论是在之前从事的飞机售后、飞机
交付工作，还是如今走上的计划管理员岗
位，在大家伙儿眼中，他都是一个性格爽
朗、快言快语、不怕麻烦、勤奋好学的好
青年。

2018 年，刚刚从市场部调到生产管
理部，崔虎觉得有些“懵”：什么都是新的，
一切都不熟悉。好在师父张斌及时给予他
工作上的“温暖”。善于“搭基础、画框架”
的张斌告诉他，冲着好的结果努力，过程
中想办法积极创新，才有实现可能的机会。

一次，客户要一个电开水器组合件，
需要崔虎下达一个航空零备件订货计划

单。时间已过半，张斌却在跟踪计划单执
行情况时发现大图号已经下达，但大图号
下包含的盖板、侧板、成品等小图号计划
单却没了踪影。这样的计划单根本无法进
行成品组装，也就是说崔虎下发的是无效
计划单、无法执行。可用户方还在催要产
品，怎么办？崔虎傻眼了，也急懵了。张
斌主动协助，进行措施弥补，通过反复沟
通、蹲守赶工等方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完成了最终交付。

事情解决了，崔虎却觉得这是一个计
划员工作上最不可原谅的错误。他没有推
诿责任，而是及时吸取教训，按照师父的
要求，以自己最熟悉的表格形式快速建立
路线表台账。这样再有组合件订货，只需
拿出台账梳理、粘贴就行了，既方便迅速
又不容易造成部件及其子件遗漏。打这件
事后，每一次下计划，崔虎都认真细致地
检查再检查，再也没有出过错。

崔虎还喜欢探求新知识、打破砂锅问
到底。记得刚来的那年，外场保障服务中
涉及高温导管、调整片和部分天线，虽然
和他当时所从事的工作没有直接联系，却
正好是领导让他日常主抓的一些关重项目
的附属内容。于是，勤奋好学的崔虎主动
前往钳焊厂，从一张张图纸学起，用 8 天
时间和老师傅及班组成员成了朋友，并很
快掌握了高温输气导管相关的全部知识。
同事们看到他的学习成果，连连赞叹：“咱
虎哥的学习劲头真是如‘猛虎’一般啊！”

2020 年，某工程攻关在即，崔虎被
委以轴承计划管理任务。由于轴承分布涉
及两地，一个人要对几十种、上百个型号
轴承进行有序分配，短时间内做好这项工
作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此时，部装装配
总指挥徐建辉给予了他很大信心 ：“虎子
管轴承，我是放心的。你得相信自己，一
定能完成。”收到这样的鼓励，初次接触

这项工作的崔虎铆足干劲，在采购部相关
同事的指导下，对 56 种、118 个型号、4
万多个轴承逐一进行备件，并及时完成报
备，最终成功完成任务。

作为一名生产计划管理员，精准、精
确、精细是基础要求。面对看似简单的工
作竟然有着如此多不为人所知的难处，崔
虎开始以全新的工作态度重新审视自己的
岗位。伴随陕飞公司生产管控中心的初步
建立和即将投入使用，崔虎说自己还有很
多地方需要学习 ：如何适应新的中心体系
运行模式，如何更好地平衡用户和计划之
间的矛盾，如何更快地掌握一些实操能力，
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车间的实际生产工
序变得更加科学有序……如今的崔虎身
上，真正开始有了“虎哥”的模样。面对
航空备件任务，他说 ：“只要是生产部管
理的业务，零组件缺件尽管找我，保证完
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