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上汽工匠”优秀事迹选登

“以厂为家”的高压铸造设备专家
访2020年“上汽工匠”，华域皮尔博格压铸分厂吕锋庆

本报记者 林芸

对于华域皮尔博格压对于华域皮尔博格压

铸分厂的设备厂长吕锋庆铸分厂的设备厂长吕锋庆

来说来说，，2424小时待命是其工小时待命是其工

作常态作常态。。““高压铸造设备高压铸造设备

自动化程度高自动化程度高，，任何设备任何设备

的故障都会造成压铸岛停的故障都会造成压铸岛停

线线，，影响产出影响产出。。所以对于所以对于

设备的维修设备的维修，，除了响应速除了响应速

度快度快，，还要摆脱工作时间还要摆脱工作时间

的约束的约束，，得得 2424 小时待命小时待命。。

只有树立了只有树立了‘‘以厂为家以厂为家’’

的精神的精神，，才能集中精力做才能集中精力做

好设备维修工作好设备维修工作，，为公司为公司

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吕锋庆说吕锋庆说。。

正是这样的敬业态度正是这样的敬业态度，，让让

吕锋庆屡获殊荣吕锋庆屡获殊荣，，20120199年年

曾获曾获““上汽科技带头人上汽科技带头人””称称

号号。。日前日前，，他又荣获他又荣获20202020年年

““上汽工匠上汽工匠””称号称号。。

从一名普通的设备维从一名普通的设备维

修人员成长为公司高压铸修人员成长为公司高压铸

造 设 备 的 电 气造 设 备 的 电 气//液 压 专液 压 专

家家，，吕锋庆的成功并非偶吕锋庆的成功并非偶

然然。。从事电气技术工作从事电气技术工作3030

余年来余年来，，他以自己的好学他以自己的好学

和坚守和坚守，，为公司攻克了一为公司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尤其尤其

擅长压铸机及周边设备电擅长压铸机及周边设备电

气及液压疑难问题排查气及液压疑难问题排查。。

压铸分厂作为公司高压铸分厂作为公司高

压铸造板块的主力军压铸造板块的主力军，，现现

有大型全自动进口压铸岛有大型全自动进口压铸岛

2626台套台套，，主要生产发动机主要生产发动机

缸体缸体、、新能源汽车结构新能源汽车结构

件件、、电池托盘电池托盘，，以及华为以及华为

55GG 基站配套等产品基站配套等产品。。为为

适应公司发展需要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吕锋吕锋

庆与团队自主完成了华为庆与团队自主完成了华为

55GG产品设备自主改造产品设备自主改造。。

完成该项目对他们来完成该项目对他们来

说面临着很多困难说面临着很多困难，，主要主要

是物料采购周期长是物料采购周期长、、改造改造

作业时间短作业时间短、、作业内容复作业内容复

杂杂。。““华为的华为的55GG通讯类产通讯类产

品与传统汽车零部件相品与传统汽车零部件相

比比，，差异较大差异较大。。从样件到从样件到

项目项目SOPSOP需要在一个月内需要在一个月内

完成完成，，同时需要在几天时同时需要在几天时

间里实现产能成倍爬坡间里实现产能成倍爬坡，，

这对我们的设备改造提出这对我们的设备改造提出

了极高要求了极高要求。。在项目实施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难我们又遇到了难

题题。。现有的缸体打标机无现有的缸体打标机无

法适配华为产品的打标需法适配华为产品的打标需

求求，，而手动打标劳动强度而手动打标劳动强度

大大、、追溯性差追溯性差。。于是于是，，我我

与团队想到通过自主设计与团队想到通过自主设计

工装夹具及滑台工装夹具及滑台，，在在KUKU--

KAKA 机器人扩展总线添加机器人扩展总线添加

IMIM151151模块扩展模块扩展IOIO，，自主自主

完成库卡系统完成库卡系统 SPSSPS 程序编程序编

写写，，实现了机器人自动装实现了机器人自动装

夹及打标功能夹及打标功能，，同时提高同时提高

了打标柔性化了打标柔性化、、自动化及自动化及

工艺参数的可追溯性工艺参数的可追溯性。。””

吕锋庆说吕锋庆说。。

为了保证华为为了保证华为 55GG 产产

品按时供货品按时供货，，吕锋庆还抽吕锋庆还抽

调了压铸南调了压铸南、、北厂设备条北厂设备条

线的业务骨干进行线的业务骨干进行2424小时小时

作业作业，，使使SS55号机实现了号机实现了4848

小时内完成从设备改造到小时内完成从设备改造到

产品下线的奇迹产品下线的奇迹。。

吕锋庆精湛的设备维吕锋庆精湛的设备维

修技术和技改成果不仅为修技术和技改成果不仅为

压铸分厂提高设备开动率压铸分厂提高设备开动率

和成本控制做出了贡献和成本控制做出了贡献。。

同时同时，，作为高压铸造设备作为高压铸造设备

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吕锋吕锋

庆还带领团队每年完成技庆还带领团队每年完成技

改 项 目改 项 目 3030 余 项余 项 。。 其 中其 中 ，，

20192019年完成的各类技改项年完成的各类技改项

目累计节约资金达目累计节约资金达 600600 多多

万元万元。。

在带教过程中在带教过程中，，吕锋吕锋

庆不仅会通过具体的案例庆不仅会通过具体的案例

对现场的故障现象进行分对现场的故障现象进行分

析析，，还会将自己的维修经还会将自己的维修经

验及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验及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

徒弟徒弟。。““我始终坚持这样我始终坚持这样

一个宗旨一个宗旨：：贯彻好以课题贯彻好以课题

培养人培养人、、以项目锻炼人的以项目锻炼人的

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机制。。我会根据我会根据

不同的功能区域把压铸岛不同的功能区域把压铸岛

分成若干个模块分成若干个模块，，将机器将机器

人人、、切边机等作为专门课切边机等作为专门课

题题，，给新的设备工程师分给新的设备工程师分

配其中某一个课题配其中某一个课题，，要求要求

他们在一定时间内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利用利用

业余时间从原理业余时间从原理、、运行机运行机

制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并制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并

提交课题报告提交课题报告，，然后组织然后组织

资深工程师对报告进行评资深工程师对报告进行评

估估，，依据学员的掌握程度依据学员的掌握程度

来决定是否继续研究或转来决定是否继续研究或转

换另一课题换另一课题。。同时同时，，我还我还

会根据设备工程师的实际会根据设备工程师的实际

能力和技术特点能力和技术特点，，大胆地大胆地

把项目交给他们来组织实把项目交给他们来组织实

施施，，并进行有效的把控和并进行有效的把控和

引导引导，，使他们在项目中逐使他们在项目中逐

步成长步成长。。””吕锋庆说吕锋庆说。。

正是这样的传道正是这样的传道、、授授

业业、、解惑解惑，，吕锋庆多次被吕锋庆多次被

公司评为公司评为““优秀师傅优秀师傅””，，

其带教的不少徒弟也在各其带教的不少徒弟也在各

类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类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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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做事，用“行”实现价值的维修实干家
访2020年“上汽工匠”，上汽红岩车桥公司倪伟

本报记者 林芸

3030年来年来，，倪伟一直谨倪伟一直谨

记着父辈们记着父辈们““背起离乡的背起离乡的

行囊行囊，，肩负祖国的重托肩负祖国的重托，，

支援三线建设支援三线建设，，打造中国打造中国

重汽基地重汽基地””的责任的责任。。这种这种

精神引领着倪伟在工作中精神引领着倪伟在工作中

用用““心心””做事做事，，用用““行行””

实现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价值，，让他不仅让他不仅

成为上汽红岩首位成为上汽红岩首位““巴渝巴渝

工匠工匠””，，还荣获了还荣获了 20202020 年年

度度““上汽工匠上汽工匠””荣誉称荣誉称

号号。。

倪伟是上汽红岩车桥倪伟是上汽红岩车桥

公司设备维修工段的一名公司设备维修工段的一名

工段长工段长，，目前主要负责公目前主要负责公

司所属司所属 550550 余台各类设备余台各类设备

的维修的维修、、维护及管理工维护及管理工

作作。。在多年的工作中在多年的工作中，，倪倪

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和实操经验和实操经验，，能快速能快速、、准准

确查找出设备在运行中出确查找出设备在运行中出

现的问题现的问题。。

双级桥主锥减速器装双级桥主锥减速器装

配选垫工序能力提升项目配选垫工序能力提升项目

是车桥公司是车桥公司 JPHJPH （（单位时单位时

间工作量间工作量）） 提升的重点项提升的重点项

目之一目之一，，也是倪伟所参与也是倪伟所参与

过的公司重大项目之一过的公司重大项目之一。。

该项目历时半年该项目历时半年，，从项目从项目

选定选定、、前期调研前期调研、、技术及技术及

硬件准备硬件准备、、方案制订与实方案制订与实

施施、、效果的跟踪与验证到效果的跟踪与验证到

产品投入生产和使用等产品投入生产和使用等，，

整个环节均是在倪伟的直整个环节均是在倪伟的直

接组织下接组织下，，带领其团队共带领其团队共

同完成的同完成的。。

““双级桥主锥减速器双级桥主锥减速器

装配选垫工序是保证车桥装配选垫工序是保证车桥

总成传动轴承预紧力调整总成传动轴承预紧力调整

装配的关键工序装配的关键工序。。按照该按照该

工序原先的操作方式工序原先的操作方式，，操操

作工需弯腰作工需弯腰、、蹲下作业一蹲下作业一

至两次后才能满足预紧力至两次后才能满足预紧力

工艺要求工艺要求，，不仅劳动强度不仅劳动强度

大大，，而且而且JPHJPH只有只有1717，，严严

重制约着生产进度重制约着生产进度 （（拆卸拆卸

一次需一次需2020秒秒）。）。””倪伟说倪伟说。。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倪伟认真查阅资料倪伟认真查阅资料、、了解了解

同类企业的使用情况同类企业的使用情况，，但但

均无可借鉴之处均无可借鉴之处。。正当倪正当倪

伟一筹莫展之时伟一筹莫展之时，，他想到他想到

了 换 位 思 考了 换 位 思 考 。。 倪 伟 说倪 伟 说 ：：

““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

时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何不站在操作工的角度用何不站在操作工的角度用

‘‘心心’’思索思索？？””

结合自身经验结合自身经验，，经过经过

多次试验多次试验，，倪伟终于研制倪伟终于研制

出一种出一种““多级缸液压拆卸多级缸液压拆卸

装置装置””。。随即随即，，他带队进他带队进

行实施作业行实施作业，，JPHJPH 由原来由原来

的的 1717 提升至提升至 2323 以上以上，，劳劳

动 效 率 也 提 升 了动 效 率 也 提 升 了 3535%% 以以

上上，，且操作工无需弯腰且操作工无需弯腰、、

蹲下作业蹲下作业，，大大降低了劳大大降低了劳

动强度动强度，，该项技术也因此该项技术也因此

荣获了荣获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利””。。

作为一名设备维修人作为一名设备维修人

员员，，倪伟始终以倪伟始终以““设备生设备生

产使用零故障产使用零故障””为终极目为终极目

标标，，总结出总结出““两条腿两条腿””走走

路的工作思路路的工作思路：：成立成立““巡巡

检应急维修组检应急维修组””，，预防控预防控

制设备故障制设备故障；；成立成立““保养保养

维修组维修组””，，利用生产间歇利用生产间歇

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保保

障设备有效运行障设备有效运行。。采取此采取此

做法后做法后，，关重设备关重设备 （（AA 级级

以上重要以上重要、、关键性的设关键性的设

备备）） 停机率呈逐年下降态停机率呈逐年下降态

势势，，设备故障维修中的主设备故障维修中的主

被动维修比也有所改观被动维修比也有所改观，，

由由20162016年的年的11..44∶∶11逐年提逐年提

升到现在的升到现在的 33..4545∶∶11，，得得

到设备使用单位的肯定到设备使用单位的肯定。。

如今如今，，倪伟带领着由倪伟带领着由

4141名成员组成的维修工段名成员组成的维修工段

团队团队。。在带教过程中在带教过程中，，他他

善用善用““捅破窗户纸捅破窗户纸””的方的方

式来进行言传身教式来进行言传身教、、传承传承

技 能技 能 。。 倪 伟 告 诉 记 者倪 伟 告 诉 记 者 ：：

““设备维修最讲究逻辑思设备维修最讲究逻辑思

维维，，许多人在维修领域勤许多人在维修领域勤

奋工作几十年奋工作几十年，，始终未能始终未能

达到较高的水平达到较高的水平，，根本原根本原

因就是对事物原理的判断因就是对事物原理的判断

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为为

此此，，倪伟在工段内奉行每倪伟在工段内奉行每

月一本月一本““维修工作日志维修工作日志””

工作法工作法。。工段员工把自己工段员工把自己

当天的工作内容进行如实当天的工作内容进行如实

填写填写，，不仅能准确反映自不仅能准确反映自

己的工作状态己的工作状态，，及时了解及时了解

自身差距自身差距，，相互监督相互监督、、点点

评促进评促进，，同时将此纳入到同时将此纳入到

员工当月的员工当月的 KPIKPI 考核中考核中，，

使员工的工作主动性使员工的工作主动性、、积积

极性都能得到提升极性都能得到提升。。

在倪伟的带领下在倪伟的带领下，，仅仅

20192019年年，，维修工段就有维修工段就有1010

名员工取得了名员工取得了““维修工技维修工技

师师””等级证书等级证书，，设备维修设备维修

工段也于工段也于20142014年年88月荣获月荣获

重庆市工会重庆市工会““工人先锋工人先锋

号号””称号称号；；20132013年年、、20152015

年荣获重庆市年荣获重庆市““机械冶金机械冶金

工会工人先锋号工会工人先锋号””称号称号；；

20102010年至年至20172017年连续八年年连续八年

荣获上汽红岩荣获上汽红岩““工人先锋工人先锋

号号””称号称号。。

换位思考出成效

奉行“维修工作

日志”工作法

48小时创造的奇迹

以课题培养人，

以项目锻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