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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汽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优秀事迹选登

本报记者 林芸

““我们的创新项目我们的创新项目，，

来之于现场来之于现场，，利之于现利之于现

场场，，造福于现场造福于现场。。””上海上海

赛科利维修创新工作室领赛科利维修创新工作室领

衔人陈琦海告诉记者衔人陈琦海告诉记者。。工工

作室自作室自20182018年年初成立以年年初成立以

来来，，先后主导了先后主导了2020余项重余项重

大攻关创新项目大攻关创新项目。。截至截至

20192019年年底年年底，，已为公司节已为公司节

约费用约费用 900900 多万元多万元，，在管在管

理制度完善理制度完善、、创新项目攻创新项目攻

关关、、人员发展提升人员发展提升、、对外对外

交流学习等方面均取得了交流学习等方面均取得了

丰硕成果丰硕成果。。

创新工作室所完成的创新工作室所完成的

攻关创新项目攻关创新项目，，都来自于都来自于

公司现场的实际需求公司现场的实际需求。。团团

队成员通过努力队成员通过努力，，使得原使得原

有的老旧设备焕发了新的有的老旧设备焕发了新的

生机生机。。

比如比如，，““小松高速冲小松高速冲

压线压机模具号扩容改压线压机模具号扩容改

进进””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小松高速小松高速

线使用至今已有线使用至今已有 1414 年之年之

久久，，原有小松系统的模具原有小松系统的模具

号容量号容量 （（9999个个）） 已接近饱已接近饱

和和，，无法满足生产及模具无法满足生产及模具

新项目需求新项目需求，，亟需对整线亟需对整线

数据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数据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由于系统相对封闭由于系统相对封闭，，通常通常

需要由原厂供应商进行改需要由原厂供应商进行改

进进，，而改进的费用则高达而改进的费用则高达

4040多万元多万元，，同时需要停产同时需要停产

调试一周调试一周，，这样的要求对这样的要求对

于只有一条高速线的公司于只有一条高速线的公司

来说来说，，根本无法满足根本无法满足。。

为此为此，，维修创新工作维修创新工作

室挺身而出室挺身而出，，将该改进项将该改进项

目列入工作室目列入工作室20192019年的攻年的攻

关创新项目中关创新项目中。。通过工作通过工作

室成员前期的分析室成员前期的分析，，总结总结

出了该项目的两大难点出了该项目的两大难点：：

一是底垫的数据量限定一是底垫的数据量限定，，

二是整线压机和自动化数二是整线压机和自动化数

据的数据量限定以及存据的数据量限定以及存

储储。。相对而言相对而言，，第一个难第一个难

点是改进的关键点是改进的关键。。

““对于压机线而言对于压机线而言，，

底垫的控制是任何一家设底垫的控制是任何一家设

备供应商的黑盒备供应商的黑盒，，其接口其接口

是不对客户公开的是不对客户公开的。。我们我们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专研通过对历史资料的专研，，

并结合现场操作测试并结合现场操作测试、、记记

录相关数据变化录相关数据变化，，一点一一点一

滴地把底垫数据的交互接滴地把底垫数据的交互接

口表给绘制出来口表给绘制出来，，并基于并基于

接口表接口表，，自主开发了与底自主开发了与底

垫通讯的交互软件垫通讯的交互软件，，对模对模

具号容量进行了扩充具号容量进行了扩充，，项项

目 的 第 一 阶 段 就 此 攻目 的 第 一 阶 段 就 此 攻

克克。。””陈琦海说陈琦海说。。

底垫系统破解后底垫系统破解后，，团团

队再接再厉队再接再厉，，相继对整线相继对整线

压机及自动化系统的压机及自动化系统的PLCPLC

程序以及数据接口进行更程序以及数据接口进行更

改改，，在没有产生任何硬件在没有产生任何硬件

费用和没有造成设备停线费用和没有造成设备停线

的前提下的前提下，，最终实现了对最终实现了对

系统的改造系统的改造，，成功将模具成功将模具

容 量 从容 量 从 9999 个 扩 容 到个 扩 容 到 200200

个个，，为公司节约改造费用为公司节约改造费用

8080余万元余万元。。

攻 坚 克 难攻 坚 克 难 、、 创 新 改创 新 改

进进，，提升设备运营状态是提升设备运营状态是

维修创新工作室一直以来维修创新工作室一直以来

秉持的努力方向秉持的努力方向。。在进行在进行

技术攻关的同时技术攻关的同时，，创新工创新工

作室也不遗余力进行人才作室也不遗余力进行人才

培养培养。。目前目前，，工作室成员工作室成员

数量已达数量已达2020多名多名，，在队伍在队伍

不断壮大的同时不断壮大的同时，，人员技人员技

能也有了持续提升能也有了持续提升。。

寓教于攻关项目式的寓教于攻关项目式的

带教使得团队成员在每个带教使得团队成员在每个

项目中都能学到很多新知项目中都能学到很多新知

识并取得新经验识并取得新经验。。同时同时，，

通过攻克一个个创新项通过攻克一个个创新项

目目，，也使成员在工作中获也使成员在工作中获

得极大的成就感得极大的成就感。。

““一看一看，，二想二想，，三动三动

手手””工作法是工作室在发工作法是工作室在发

展过程中所总结出的特色展过程中所总结出的特色

工 作 方 法工 作 方 法 。。 陈 琦 海 说陈 琦 海 说 ：：

““一看一看，，是要求工作室人是要求工作室人

员深入现场一线员深入现场一线，，了解现了解现

场实际工艺及设备运行状场实际工艺及设备运行状

态态；；二想二想，，是对所见所闻是对所见所闻

进行思考进行思考，，比如设备的原比如设备的原

理如何实现理如何实现？？为什么要这为什么要这

样做样做？？三动手三动手，，是通过实是通过实

践增加员工对于设备结践增加员工对于设备结

构构，，以及运行系统的了以及运行系统的了

解解。。这三个步骤是一个相这三个步骤是一个相

辅相成辅相成、、循序渐进的循序渐进的过过

程程，，我们不少成员通过这我们不少成员通过这

套工作法进行日复一日的套工作法进行日复一日的

历练历练，，取得了良好成效取得了良好成效。。””

冷冲压设备主管工程冷冲压设备主管工程

师陆伟忠刚加入赛科利时师陆伟忠刚加入赛科利时

是一名电气维修工是一名电气维修工。。通过通过

这套工作法的练习和工作这套工作法的练习和工作

室骨干的带教室骨干的带教，，他的技能他的技能

得到飞速提升得到飞速提升。。而从中受而从中受

益的并非只有陆伟忠益的并非只有陆伟忠，，还还

有他的带教师傅有他的带教师傅，，创新的创新的

火花就在这种教学相长中火花就在这种教学相长中

迸发而出迸发而出，，实现了良性循实现了良性循

环环。。

记上海赛科利维修创新工作室

创新加码，这群对技术有执念的极客在行动

本报记者 林芸

20192019 年年 55 月月，，来自上来自上

汽财务的一群智力超群汽财务的一群智力超群、、

对对ITIT有着超凡兴趣并善于有着超凡兴趣并善于

钻研的极客钻研的极客 （（狂热于技术狂热于技术

的一群人的一群人）） 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成成

立了赵原极客创新工作立了赵原极客创新工作

室室，，开启了信息科技创新开启了信息科技创新

之路之路。。一年多来一年多来，，在上海在上海

市劳模市劳模、、高级工程师赵原高级工程师赵原

的带领下的带领下，，创新工作室在创新工作室在

微服务应用微服务应用、、大数据大数据、、AIAI

智能以及软硬件结合等方智能以及软硬件结合等方

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并于日前被上汽集团工会并于日前被上汽集团工会

授予授予20202020年年““上汽集团职上汽集团职

工工 （（劳模劳模）） 创新工作室创新工作室””

称号称号。。

新一代汽车金融微服新一代汽车金融微服

务平台务平台 EFSEFS 是上汽财务的是上汽财务的

重大创新项目之一重大创新项目之一，，该平该平

台是基于微服务架构的汽台是基于微服务架构的汽

车金融个贷业务系统车金融个贷业务系统，，完完

全由上汽财务自主开发并全由上汽财务自主开发并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平台完成批平台完成批

发业务系统上线发业务系统上线，，实现了实现了

汽车金融业务板块的整体汽车金融业务板块的整体

平台再出发平台再出发。。

在项目初期在项目初期，，以林浩以林浩

然然、、黄冠等创新工作室团黄冠等创新工作室团

队成员为主要技术骨干的队成员为主要技术骨干的

核心架构团队完成了整体核心架构团队完成了整体

方案的可行性论证方案的可行性论证，，以及以及

以微服务架构为理念的新以微服务架构为理念的新

一代业务平台基础技术设一代业务平台基础技术设

计计，，为项目成功进行平台为项目成功进行平台

升级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升级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

础础。。

林浩然告诉记者林浩然告诉记者，，在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实施过程中，，创新工创新工

作室技术团队成员作为项作室技术团队成员作为项

目团队各个功能板块的技目团队各个功能板块的技

术带头人术带头人，，带领团队克服带领团队克服

诸多困难诸多困难，，完成了项目的完成了项目的

按期按期、、高质量交付高质量交付。。

““这里要重点提及的这里要重点提及的

是汽车金融个贷板块是汽车金融个贷板块。。””

赵原说赵原说，，““从系统架构开从系统架构开

发到最终上线发到最终上线，，耗时仅耗时仅 66

个月个月，，并且申请个贷的有并且申请个贷的有

6060%%以上为新员工或外包以上为新员工或外包

团队员工团队员工，，团队面临周期团队面临周期

短短、、存量业务数据量大存量业务数据量大、、

业务场景复杂等困难业务场景复杂等困难。。我我

们的技术团队成员充分发们的技术团队成员充分发

挥了核心带头作用挥了核心带头作用，，连续连续

33 个 月 实 行个 月 实 行 ‘‘996996’’ 工 作工 作

制制，，放弃国庆节休息放弃国庆节休息，，很很

好地完成了包括个贷审批好地完成了包括个贷审批

流程自动化流程自动化、、AIAI组合审批组合审批

模型模型、、贷后资金与账户管贷后资金与账户管

理等项目核心功能模块的理等项目核心功能模块的

按期按期、、高质量交付高质量交付，，保障保障

了个贷系统的顺利上线了个贷系统的顺利上线。。””

另外另外，，在批发业务系在批发业务系

统上线过程中统上线过程中，，团队还面团队还面

临着与整车厂进行数据交临着与整车厂进行数据交

互连续性互连续性、、稳定性要求高稳定性要求高

的挑战的挑战。。在新老系统切换在新老系统切换

的同时的同时，，还要求还要求 77××2424 小小

时不间断数据交互时不间断数据交互，，不影不影

响整车厂拷车响整车厂拷车、、退车退车、、还还

款正常批发业务开展等诸款正常批发业务开展等诸

多项目的实施多项目的实施。。为此为此，，项项

目团队采用了完善的新老目团队采用了完善的新老

系统并行验证方案系统并行验证方案，，历经历经

近近 44 个月的新老系统并行个月的新老系统并行

运行与数据验证运行与数据验证，，在上线在上线

前一个月前一个月，，制订了完善的制订了完善的

上线切换计划以及应急回上线切换计划以及应急回

退计划退计划，，并完成每周一次并完成每周一次

的全流程切换演练的全流程切换演练，，为上为上

线切换提供充分的预案技线切换提供充分的预案技

术准备与流程准备术准备与流程准备。。

工作室成立以来工作室成立以来，，形形

成了成了““传帮带传帮带””的良好氛的良好氛

围围，，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

颇具建树颇具建树。。赵原告诉记赵原告诉记

者者：：““我们为青年员工打我们为青年员工打

造一个跨专业造一个跨专业、、跨业务领跨业务领

域的交流平台域的交流平台，，拓展了员拓展了员

工视野工视野，，为员工找到新技为员工找到新技

术的应用场景术的应用场景，，使员工有使员工有

了了‘‘学有所用学有所用’’的方向的方向

感感，，从而更加有提升自己从而更加有提升自己

能力的动力能力的动力。。””

赵原说起了工作室成赵原说起了工作室成

员小罗的故事员小罗的故事。。小罗是一小罗是一

名网络工程师名网络工程师，，负责公司负责公司

的网络安全工作的网络安全工作。。一次测一次测

试中试中，，他用自己研究了数他用自己研究了数

月的神经网络模型攻破了月的神经网络模型攻破了

一个公司测试网站所用的一个公司测试网站所用的

极为复杂的验证码极为复杂的验证码。。在交在交

流中流中，，小罗分享了自己对小罗分享了自己对

AIAI 应用的认识应用的认识。。探讨中探讨中，，

其他成员提出是否能将其他成员提出是否能将AIAI

应用于公司的业务领域应用于公司的业务领域，，

比如经销商抱怨最多的信比如经销商抱怨最多的信

贷资料上传环节贷资料上传环节。。在公司在公司

领导的支持下领导的支持下，，由小罗领由小罗领

衔组织攻关团队衔组织攻关团队，，经过数经过数

月的努力月的努力，，终于攻克了经终于攻克了经

销商上传影像的自动分类销商上传影像的自动分类

难关难关，，实现了预期目标实现了预期目标。。

这一功能的上线不仅这一功能的上线不仅

受到经销商一致好评受到经销商一致好评，，也也

让小罗对让小罗对AIAI应用探索的热应用探索的热

情更高涨情更高涨，，后续又持续推后续又持续推

进了证件信息自动核验进了证件信息自动核验、、

信贷审核各阶段的影像资信贷审核各阶段的影像资

料信息自动校验等项目上料信息自动校验等项目上

线线。。小罗说小罗说，，自己在工作自己在工作

室不仅收获了业务领域的室不仅收获了业务领域的

成长成长，，也让他对公司有了也让他对公司有了

更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记上汽财务赵原极客创新工作室

零成本攻下
模具扩容硬仗

“一看，二想，
三动手”

如期完成项目
高质量交付

找到“学有所用”
的方向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