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23日
责任编辑 林芸 美编 荣晔职工家园15

2020年“上汽工匠”优秀事迹选登

臻于至善，创新突破的“功夫大师”
访2020年“上汽工匠”，泛亚汽车技术中心高建远

追求合理及完美的技术“杠精”
访2020年“上汽工匠”，上海汽检曹寅

本报记者 林芸

在泛亚汽车技术中在泛亚汽车技术中

心心，，有一位被称为汽车研有一位被称为汽车研

发界发界““甄子丹甄子丹””的的““高高

工工 ”，”， 不 仅 因 为 长 相 神不 仅 因 为 长 相 神

似似，，更因其更因其““功夫功夫””高高

深深。。近近2020年来年来，，他在前期他在前期

验证岗位上臻于至善验证岗位上臻于至善，，创创

新突破新突破。。他就是日前荣获他就是日前荣获

20202020年年““上汽工匠上汽工匠””称号称号

的高建远的高建远。。

高建远高建远20022002年加入泛年加入泛

亚亚，，现任数字及实物样机现任数字及实物样机

技术经理技术经理。“。“我的工作是我的工作是

在车辆开发的早期阶段在车辆开发的早期阶段，，

采用虚拟或高效实物模型采用虚拟或高效实物模型

的手段对未来车辆的乘坐的手段对未来车辆的乘坐

空间空间、、人机工程人机工程、、感知质感知质

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验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验

证证，，从而平衡和优化各种从而平衡和优化各种

设计参数设计参数，，保证将来的汽保证将来的汽

车在架构设计方面具有良车在架构设计方面具有良

好的竞争力好的竞争力。”。”高建远说高建远说。。

在一个岗位上一干就在一个岗位上一干就

是是 1717 年年，，问他动力何在问他动力何在，，

高建远脱口而出高建远脱口而出：“：“不断不断

发现更好的方案发现更好的方案。”。”在他在他

看来看来，，这个岗位的工程师这个岗位的工程师

不是做验证模型的不是做验证模型的，，而是而是

提解决方案的提解决方案的。“。“能想出能想出

别人想不出的办法别人想不出的办法，，才是才是

工程师真正的价值所在工程师真正的价值所在。”。”

某日某日，，一位概念配置一位概念配置

工程师找到高建远工程师找到高建远，，讨论讨论

他们碰到的困惑他们碰到的困惑：：同样的同样的

车辆空间设计车辆空间设计，，国内评估国内评估

者常抱怨头部空间不够者常抱怨头部空间不够。。

原因可能是他们一直使用原因可能是他们一直使用

SAESAE 假人进行设计和空间假人进行设计和空间

布置布置，，但国人的身材可能但国人的身材可能

与假人标准不一样与假人标准不一样。。而要而要

测量国人身材测量国人身材，，就需要设就需要设

计一个全新的测量机构计一个全新的测量机构。。

高建远听取客户需求高建远听取客户需求

后后，，分析并制订了机构策分析并制订了机构策

略略。。在面对身高在面对身高、、坐高坐高、、

肩宽等十多个关键尺寸肩宽等十多个关键尺寸

时时，，他想到他想到，，若分开测若分开测

量量，，单次花费时间较长单次花费时间较长，，

对客户并不友好对客户并不友好。。于是于是，，

高建远想到了集成设计的高建远想到了集成设计的

理念理念。。对同一姿态下多个对同一姿态下多个

相关尺寸同时进行测量相关尺寸同时进行测量，，

不仅能节约时间不仅能节约时间，，而且能而且能

让被测量者获得更好的体让被测量者获得更好的体

验验。。经过精巧的设计经过精巧的设计，，高高

建远完成了该人体尺寸测建远完成了该人体尺寸测

量机构的设计和制作量机构的设计和制作。。该该

机构不仅小巧机构不仅小巧、、精确精确，，还还

能在需要时同时对三个人能在需要时同时对三个人

进行流水测量进行流水测量。。该机构投该机构投

用后用后，，精确精确、、高效地完成高效地完成

了几百个人体尺寸的测了几百个人体尺寸的测

量量，，提升了测量效率提升了测量效率，，所所

获数据为完善车辆空间布获数据为完善车辆空间布

置提供了很好的依据置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高建远对工匠精神的高建远对工匠精神的

理解是理解是““在创新中追求完在创新中追求完

美和极致美和极致”。“”。“完成任务相完成任务相

关要求的设计可以很快关要求的设计可以很快，，

但要设计出优秀和极致的但要设计出优秀和极致的

作品作品，，就需要用精益求精就需要用精益求精

的精神去进行长时间的思的精神去进行长时间的思

考考、、沉淀和创新改进沉淀和创新改进。”。”

为了适应更多车型的为了适应更多车型的

前期评审前期评审，，高建远牵头设高建远牵头设

计了前期验证的计了前期验证的““变形金变形金

刚刚””———多功能柔性空间—多功能柔性空间

架构平台架构平台。。该平台可实现该平台可实现

AA 级车到级车到 CC 级车之间的快级车之间的快

速变形速变形，，以一个柔性平台以一个柔性平台

替代了无数的刚性模型替代了无数的刚性模型，，

单个车型可节省约单个车型可节省约 4040 万万

元元，，每年可节省约每年可节省约 600600 万万

元元。。该项目荣获了上汽技该项目荣获了上汽技

术创新一等奖术创新一等奖、、上海市科上海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技进步二等奖。。此后此后，，他他

又与时俱进又与时俱进，，设计了柔性设计了柔性

人机验证平台人机验证平台、、动态驾驶动态驾驶

平台平台，，前期验证的前期验证的““变形变形

金刚金刚””家族越发兴旺家族越发兴旺。。

高建远始终觉得高建远始终觉得，，数数

字化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字化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向要方向。。随着虚拟技术的随着虚拟技术的

兴起兴起，，VRVR 硬件的分辨率硬件的分辨率

也逐步达到了工业级的应也逐步达到了工业级的应

用需求用需求，，高建远和他的团高建远和他的团

队从队从 20152015 年起就开始调年起就开始调

研研，，通过搭建虚拟小台架通过搭建虚拟小台架

进行评估和分析虚拟技术进行评估和分析虚拟技术

趋势等方式趋势等方式，，逐渐确立了逐渐确立了

虚 拟 评 估 验 证 的 方 向虚 拟 评 估 验 证 的 方 向 。。

20182018年年，，他们又建成了沉他们又建成了沉

浸式虚拟评估中心系统浸式虚拟评估中心系统，，

并结合专业软件平台并结合专业软件平台，，使使

评估者能身临其境地在虚评估者能身临其境地在虚

拟环境中进行沉浸式体拟环境中进行沉浸式体

验验，，提升了数字化评估效提升了数字化评估效

果果。。虚拟评估中心的应虚拟评估中心的应

用用，，单个项目就可节省单个项目就可节省2020

套局部验证模型和套局部验证模型和 11 个整个整

车外观验证模型车外观验证模型，，节约近节约近

150150 万元的开发成本万元的开发成本，，并并

缩短了近缩短了近7070%%的准备时间的准备时间。。

““在泛亚在泛亚，，有一大批有一大批

创新进取的工程师创新进取的工程师，，公司公司

也倡导和认可工程师精也倡导和认可工程师精

神神。”。”高建远说高建远说，“，“未来未来，，

我们还要将我们还要将 VRVR 系统和实系统和实

物模型结合起来物模型结合起来，，这样既这样既

能实现能实现 VRVR 数字评估的快数字评估的快

速速，，又能实现实物模型的又能实现实物模型的

精准精准。。我们将朝着数字化我们将朝着数字化

的方向继续努力和提升的方向继续努力和提升。”。”

本报记者 林芸

““测试的乐趣在于驾测试的乐趣在于驾

驶驶，，而驾驶的乐趣在于能而驾驶的乐趣在于能

感受到车的本质感受到车的本质。”。”日前日前

获 得获 得 20202020 年年 ““ 上 汽 工上 汽 工

匠匠””称号的曹寅现任上海称号的曹寅现任上海

汽检前瞻技术部智能驾驶汽检前瞻技术部智能驾驶

测试及研究主管测试及研究主管，，主要负主要负

责智能汽车研发测试验证责智能汽车研发测试验证

及方法研究工作及方法研究工作。。同事眼同事眼

中中，，曹寅在涉及自己能力曹寅在涉及自己能力

范围内的技术工作中范围内的技术工作中，，完完

全是一个追求合理及完美全是一个追求合理及完美

的技术的技术““杠精杠精”。”。

作为国家第三方机动作为国家第三方机动

车检测机构车检测机构，，上海汽检很上海汽检很

早就在智能网联汽车测试早就在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领域进行精准布局领域进行精准布局。。身为身为

前瞻技术部骨干的曹寅重前瞻技术部骨干的曹寅重

点参与了国家首个智能网点参与了国家首个智能网

联汽车示范区测试场的筹联汽车示范区测试场的筹

建与策划工作建与策划工作，，以及上海以及上海

临港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测临港智能网联汽车示范测

试区的整体规划试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设计工

作作。“。“我的大部分测试工我的大部分测试工

作来源于实车道路测试作来源于实车道路测试。。

以这种最为系统的方式进以这种最为系统的方式进

行测试行测试，，车辆会给出最为车辆会给出最为

直接的反馈直接的反馈。”。”曹寅说曹寅说。。

20192019年年中年年中，，曹寅带曹寅带

领团队承担了上汽智能重领团队承担了上汽智能重

卡公共道路自动驾驶测评卡公共道路自动驾驶测评

及上路监管工作及上路监管工作。“。“我们我们

所做的是在技术尚未成熟所做的是在技术尚未成熟

时时，，为智能重卡进入公共为智能重卡进入公共

道路测试保驾护航道路测试保驾护航。”。”从从

第一轮的车辆摸底到技术第一轮的车辆摸底到技术

改进建议的提出改进建议的提出，，曹寅和曹寅和

他的团队仅仅用了他的团队仅仅用了22周时周时

间间。。接下来接下来，，他们用了他们用了11

个月时间完成测试方法研个月时间完成测试方法研

究设计并得到相关验证究设计并得到相关验证，，

并在并在22个月内帮助智能重个月内帮助智能重

卡达到上路测试的要求卡达到上路测试的要求。。

““在此过程中在此过程中，，我们我们

碰到过不少困难碰到过不少困难。。受限于受限于

智能重卡的应用场景没有智能重卡的应用场景没有

非常合适的测试方法非常合适的测试方法，，以以

至于无法确切保证车辆在至于无法确切保证车辆在

真实应用场景中的安全真实应用场景中的安全。。

我和团队成员一起研究场我和团队成员一起研究场

景特点景特点，，分解车辆的运行分解车辆的运行

设计领域设计领域，，并结合场景所并结合场景所

造成的技术难点造成的技术难点，，提出了提出了

合理合理、、有效的测试方法有效的测试方法，，

最终完成了智能重卡最终完成了智能重卡22种种

动力系统动力系统、、1515辆车辆车，，以及以及

单 车单 车 2323 个 测 试 项 目个 测 试 项 目 、、

10001000次以上的上路准入测次以上的上路准入测

试试，，保证了全球首次重卡保证了全球首次重卡

跨海大桥自动驾驶测试的跨海大桥自动驾驶测试的

顺利进行顺利进行。”。”曹寅说曹寅说。。在在

智能重卡上路自动驾驶智能重卡上路自动驾驶

后后，，曹寅和团队还搭建了曹寅和团队还搭建了

车载数据监测系统车载数据监测系统，，对车对车

辆安全参数进行全程跟踪辆安全参数进行全程跟踪

分析分析，，评估安全级别评估安全级别。。

曹寅告诉记者曹寅告诉记者：“：“我我

在测试技术上的追求在测试技术上的追求，，始始

于理论于理论，，而不拘泥于理而不拘泥于理

论论。。现实测试过程中所发现实测试过程中所发

生的问题远远超出理论范生的问题远远超出理论范

畴畴。。多次尝试寻求技术规多次尝试寻求技术规

律律，，并在规律中摸索问题并在规律中摸索问题

关键关键，，使我拥有了比一般使我拥有了比一般

人更好的技术敏感度人更好的技术敏感度。。这这

就像我小时候练琴一样就像我小时候练琴一样。。

都说练琴是熟能生巧都说练琴是熟能生巧，，其其

实我现在做技术也是一实我现在做技术也是一

样样，，测试就是在反复实践测试就是在反复实践

中找到问题的所在中找到问题的所在，，悟出悟出

技术的真谛技术的真谛，，追求精益求追求精益求

精精。”。”

身为上海汽车和临港身为上海汽车和临港

上研智联两个智能网联汽上研智联两个智能网联汽

车测试团队的负责人车测试团队的负责人，，曹曹

寅在日常的测试过程中始寅在日常的测试过程中始

终以身作则终以身作则，，并且非常乐并且非常乐

意将自己的所学所悟进行意将自己的所学所悟进行

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他常常告诉团他常常告诉团

队成员队成员，，在测试过程中在测试过程中，，

大到数据分析大到数据分析，，小到拧一小到拧一

颗螺丝颗螺丝，，任何一个环节都任何一个环节都

有其非凡的技巧和意义有其非凡的技巧和意义，，

只有去感受只有去感受、、去尝试去尝试，，用用

心体会过后心体会过后，，才能形成更才能形成更

好的系统观念好的系统观念。。

如何发挥团队最大的如何发挥团队最大的

战斗力是曹寅一直在思考战斗力是曹寅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的问题。“。“我会根据每位我会根据每位

成员的特点和爱好来分配成员的特点和爱好来分配

工作工作，，归根结底就是培养归根结底就是培养

每个人在各自能力范围内每个人在各自能力范围内

对于技术的敏感度对于技术的敏感度。。在系在系

统化理解的前提下统化理解的前提下，，对于对于

各自的工作内容进行精益各自的工作内容进行精益

求精求精，，就会比较容易找到就会比较容易找到

细小问题的关键点细小问题的关键点，，而这而这

些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些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

是解开技术难题的是解开技术难题的‘‘钥钥

匙匙’，’，给每个人提供技术给每个人提供技术

发挥的平台发挥的平台，，把他们培养把他们培养

成为自己领域里的专家成为自己领域里的专家。。

无论多小规模的团队无论多小规模的团队，，做做

到没有短板到没有短板，，才是一个成才是一个成

功的团队功的团队。。而这个团队而这个团队，，

离不开各位成员在各自所离不开各位成员在各自所

属岗位上做出的贡献属岗位上做出的贡献。”。”

曹寅说曹寅说。。

不断发现更好方案

创新中追求完美
和极致

始于理论，
而不拘泥于理论

培养成为自己领域
里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