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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汽工匠”优秀事迹选登

专注细节、勇于创新的道路性能测试工程师
访2020年“上汽工匠”，上汽通用广德分公司李秀文

解决“疑难杂症”的一把手
访2020年“上汽工匠”，上汽大通无锡基地王存款

本报记者 林芸

““我是一名道路性能我是一名道路性能

测试工程师测试工程师，，这份工作要这份工作要

求我具备一种求我具备一种‘‘钻牛角钻牛角

尖尖’’的精神的精神，，特别是做客特别是做客

观试验观试验，，要做到分毫不要做到分毫不

差差，，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知其然并知其所以

然然，，这样才能把问题分析这样才能把问题分析

得透彻得透彻、、把专业技术做得把专业技术做得

扎实扎实，，并通过积累丰富的并通过积累丰富的

经验来帮助公司开发一些经验来帮助公司开发一些

新 的 技 术 和 标 准 规 范新 的 技 术 和 标 准 规 范

等等。”。”在获得在获得 20202020 年年““上上

汽工匠汽工匠””荣誉称号后荣誉称号后，，上上

汽通用广德分公司整车道汽通用广德分公司整车道

路试验科道路性能测试工路试验科道路性能测试工

程师李秀文如是说程师李秀文如是说。。

20122012年年，，李秀文在上李秀文在上

汽通用广德分公司成立后汽通用广德分公司成立后

便加入了公司整车道路试便加入了公司整车道路试

验科验科，，长期坚守在道路试长期坚守在道路试

验的最前沿验的最前沿，，经常奔赴黑经常奔赴黑

河河、、吐鲁番吐鲁番、、格尔木格尔木、、北北

京通县京通县、、盐城等地的道路盐城等地的道路

试验场地进行试验工作试验场地进行试验工作。。

作为道路性能测试工程作为道路性能测试工程

师师，，遇到测试难题是家常遇到测试难题是家常

便饭的事情便饭的事情。“。“因为项目因为项目

的突发情况的突发情况，，需要在最短需要在最短

的时间内去锁定问题的原的时间内去锁定问题的原

因因，，那就必须得采集很多那就必须得采集很多

客观的数据来支撑这个问客观的数据来支撑这个问

题的解决方案题的解决方案。。这种突发这种突发

问题不可能全部按照常规问题不可能全部按照常规

试验的方法进行测试试验的方法进行测试，，最最

佳途径是凭借丰富的经验佳途径是凭借丰富的经验

整理整理、、讨论出一个快捷讨论出一个快捷、、

有效的测试方案有效的测试方案，，而这些而这些

经验就来源于平素的日常经验就来源于平素的日常

积累积累。”。”李秀文说李秀文说。。

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

故事故事。。有一次有一次，，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在其他试验中出现异响在其他试验中出现异响，，

他们与需求方反复听声他们与需求方反复听声

音音，，确定了几个异响源确定了几个异响源，，

并确定好采集方案并确定好采集方案。。但但

是是，，当真正采集的时候当真正采集的时候，，

异响却没有复现异响却没有复现。。团队成团队成

员大都非常沮丧员大都非常沮丧，，心里也心里也

特别着急特别着急。。由于项目进度由于项目进度

紧紧，，没有客观数据的支没有客观数据的支

持持，，大家都没有信心去下大家都没有信心去下

最后的结论最后的结论。。之后之后，，李秀李秀

文与当初跑车的技师反复文与当初跑车的技师反复

探究了出现这个情况的所探究了出现这个情况的所

有细节后发现有细节后发现，，只有当车只有当车

速速、、节气门开度节气门开度、、转速以转速以

及踩踏板数据的斜率同时及踩踏板数据的斜率同时

处于某种状态时才会激发处于某种状态时才会激发

这个异响这个异响。。最终最终，，团队成团队成

功锁定了异响源功锁定了异响源，，并召集并召集

相应部门的工程师一起解相应部门的工程师一起解

决了这个棘手问题决了这个棘手问题。。

““习惯专注细节习惯专注细节，，敢敢

于挑战难题于挑战难题，，又勇于创又勇于创

新新””为李秀文的工作带来为李秀文的工作带来

了积极效应了积极效应，，在复杂的试在复杂的试

验环境中验环境中，，他通过微小的他通过微小的

影响因子排查出对试验结影响因子排查出对试验结

果的影响果的影响，，从而测试出最从而测试出最

准确的数据并提出合理的准确的数据并提出合理的

改进意见改进意见。。而李秀文的这而李秀文的这

种精神也使他在攻克艰难种精神也使他在攻克艰难

项目上更好地发挥出技术项目上更好地发挥出技术

专长专长，，促成他成功解决了促成他成功解决了

100100 多个试验过程中的疑多个试验过程中的疑

难杂症难杂症。。

面对车辆电动化面对车辆电动化、、智智

能网联化的发展大趋势能网联化的发展大趋势，，

李秀文与团队开始积极应李秀文与团队开始积极应

对对，，不断调整工作方案不断调整工作方案。。

““我们需要积累更多的知我们需要积累更多的知

识及抱着更开放的心态去识及抱着更开放的心态去

学习学习，，不能一味局限于那不能一味局限于那

些传统试验些传统试验。。比如比如，，电动电动

车的测试与传统汽油车相车的测试与传统汽油车相

比比，，很多规范和要求都是很多规范和要求都是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这就需要我们

在试验方面也要跟上步在试验方面也要跟上步

伐伐。。现在现在，，广德试车场正广德试车场正

在全力打造智能网联智慧在全力打造智能网联智慧

试车场试车场，，部署部署 55GG、、VV22XX

测试环境测试环境，，改造改造 ADASADAS 测测

试场景等试场景等，，这些都需要创这些都需要创

新新，，大家对于测试场景和大家对于测试场景和

相应规范都在探索中相应规范都在探索中。。所所

以说以说，，这是我们的挑战也这是我们的挑战也

是机遇是机遇。”。”李秀文说李秀文说。。

作为广德市作为广德市““李秀文李秀文

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负责

人人，，李秀文正带领团队进李秀文正带领团队进

行一些创新项目行一些创新项目，，比如比如

VV22XX、、 新 的 试 验 技 术 开新 的 试 验 技 术 开

发发、、分公司专家论坛等分公司专家论坛等。。

不少同事觉得不少同事觉得，，能成为李能成为李

秀文的徒弟很幸运秀文的徒弟很幸运，，他平他平

易近人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没有什么架子。。

““这些年这些年，，我陆续带教了我陆续带教了

很多徒弟很多徒弟，，我会将这些徒我会将这些徒

弟组成一个个小组弟组成一个个小组，，让他让他

们分别根据其自身特长去们分别根据其自身特长去

做一些适合的发展项目做一些适合的发展项目。。

在日常带教中在日常带教中，，我会与徒我会与徒

弟成为相互学习的朋友弟成为相互学习的朋友。。

为人师为人师，，不能抱有高低不能抱有高低、、

尊卑之分的心态尊卑之分的心态，，可能在可能在

某些领域某些领域，，比如计算机编比如计算机编

程方面程方面，，他们的能力要强他们的能力要强

过我过我。。这时这时，，我就转换角我就转换角

色色，，成为他们的徒弟成为他们的徒弟。。而而

在专业技术方面在专业技术方面，，我也会我也会

将经验分享给他们将经验分享给他们。。这也这也

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我我

与徒弟们的关系非常融洽与徒弟们的关系非常融洽

的原因吧的原因吧。”。”李秀文说李秀文说。。

本报记者 林芸

上汽大通无锡基地涂上汽大通无锡基地涂

装车间维修团队中流行着装车间维修团队中流行着

一句话一句话：：有问题搞不定找有问题搞不定找

班组长班组长，，班组长搞不定找班组长搞不定找

工程师工程师，，工程师搞不定找工程师搞不定找

款哥款哥。“。“款哥款哥””就是荣获就是荣获

20202020年年““上汽工匠上汽工匠””的车的车

间维修经理王存款间维修经理王存款。。

如今如今，，很多车企都在很多车企都在

向智能制造迈进向智能制造迈进，，对于像对于像

王存款这样的维修技术人王存款这样的维修技术人

员来说员来说，，保证设备高效保证设备高效、、

稳定运行稳定运行，，是他们最重要是他们最重要

的工作内容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时间大部分时间

里里，，王存款不是在现场进王存款不是在现场进

行设备运行状态的巡查行设备运行状态的巡查，，

就是在与现场工程师一起就是在与现场工程师一起

解决一些疑难技术问题解决一些疑难技术问题。。

““虽然每天都很忙碌虽然每天都很忙碌，，但但

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状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状

态态。”。”王存款说王存款说。。

20192019年年，，涂装车间安涂装车间安

装了大型的送排风系统装了大型的送排风系统。。

当时当时，，有台空调因为工艺有台空调因为工艺

要求需要将风速设得很要求需要将风速设得很

低低，，而现有的风压检测开而现有的风压检测开

关经常检测不到风速关经常检测不到风速。。针针

对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王存款与中王存款与中

汽工程第四研究院汽工程第四研究院（（以下以下

简称简称““四院四院”）”）进行了技进行了技

术交流术交流，，多次通过调整检多次通过调整检

测管的方向测管的方向、、改变检测口改变检测口

的位置等方法来提高检测的位置等方法来提高检测

效果效果，，但效果一直不甚理但效果一直不甚理

想想。。

““偶然的一次机会偶然的一次机会，，

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关于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关于

飞机空难事件的节目飞机空难事件的节目，，里里

面提到了文氏管在飞机速面提到了文氏管在飞机速

度检测中的应用度检测中的应用。。当时当时，，

我突然意识到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原理这个原理

似乎可以应用到我们空调似乎可以应用到我们空调

的风压检测上的风压检测上。。我立即将我立即将

这个想法与四院进行交这个想法与四院进行交

流流。。在得到认可后在得到认可后，，我根我根

据此原理据此原理，，快速设计出一快速设计出一

种喇叭口装置种喇叭口装置。。在我的设在我的设

计基础上计基础上，，四院又协助制四院又协助制

作了一个样件进行试验作了一个样件进行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试验结果表明，，该装置可该装置可

以很好地提升压差检测的以很好地提升压差检测的

灵敏度灵敏度。。最后最后，，该装置申该装置申

报了国家专利报了国家专利，，并获得授并获得授

权权。”。”王存款说王存款说。。

除了这项技术专利除了这项技术专利，，

20182018年上半年年上半年，，针对喷房针对喷房

风平衡测试不方便风平衡测试不方便，，市场市场

上也没有专业测试仪器的上也没有专业测试仪器的

问题问题，，王存款设计出一款王存款设计出一款

““喷房风平衡角度测试装喷房风平衡角度测试装

置置”，”，并申请实用新型专并申请实用新型专

利利，，获得国家专利授权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同年同年，，针对涂装车间裙边针对涂装车间裙边

胶工位喷胶遮蔽困难胶工位喷胶遮蔽困难、、车车

型多等问题型多等问题，，他研制出了他研制出了

汽车裙边喷胶用自动化遮汽车裙边喷胶用自动化遮

蔽挡板蔽挡板，，实现了多平台车实现了多平台车

型的共线遮蔽问题型的共线遮蔽问题，，也获也获

得了国家专利得了国家专利。。

在王存款眼中在王存款眼中，，工匠工匠

精神就是不断钻研和练精神就是不断钻研和练

习习，，永无止境地提高技能永无止境地提高技能

水平水平，，并通过潜移默化的并通过潜移默化的

影响影响，，带动整个团队的成带动整个团队的成

员共同进步员共同进步。“。“在日常工在日常工

作中作中，，遇到遇到‘‘疑难杂症疑难杂症’’

时时，，我也会带领团队对这我也会带领团队对这

些问题进行深入攻关些问题进行深入攻关。。有有

时候时候，，为了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在在

车间一呆就会呆到半夜车间一呆就会呆到半夜。。

因为我属牛因为我属牛，，所以同事们所以同事们

都笑称我是头不知疲倦的都笑称我是头不知疲倦的

老黄牛老黄牛”。”。王存款说王存款说。。

在王存款的影响下在王存款的影响下，，

其带教的徒弟都非常愿意其带教的徒弟都非常愿意

学习学习、、渴望提升自己渴望提升自己，，这这

也给王存款的带教工作提也给王存款的带教工作提

供了最直接的源动力供了最直接的源动力。。王王

存款告诉记者存款告诉记者，，有一次有一次，，

他带教了一名维修工学习他带教了一名维修工学习

PLCPLC系统系统（（可编程逻辑控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制器）。）。其实在团队中其实在团队中，，

PLCPLC的程序调试的程序调试、、硬件连硬件连

接等平时都是工程师负责接等平时都是工程师负责

的的，，维修工一般不敢轻易维修工一般不敢轻易

涉足涉足，，也没有机会涉足也没有机会涉足。。

而这一次而这一次，，他就破例地他就破例地

““手把手手把手””教这位徒弟教这位徒弟，，

让他在维修人员较为集中让他在维修人员较为集中

的地方做实验的地方做实验，，也可以让也可以让

所有成员都看到他的学习所有成员都看到他的学习

成果成果。。果然如预料的那果然如预料的那

样样，，其他维修工对此非常其他维修工对此非常

羡慕羡慕，，纷纷表示想来尝试纷纷表示想来尝试

一下一下。。这样一来这样一来，，更形成更形成

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面对上汽面对上汽““新四化新四化””

战略战略，，王存款觉得王存款觉得，，目前目前

数字化在车间的应用还不数字化在车间的应用还不

够深入够深入，，有大量的工作需有大量的工作需

要人工来完成要人工来完成，，比如设备比如设备

的运行点检的运行点检、、设备运行状设备运行状

态的收集等态的收集等，，这里有大量这里有大量

的技术创新工作可以实的技术创新工作可以实

施施。。比如比如，，设备运行数据设备运行数据

的自动采集与故障智能判的自动采集与故障智能判

断断、、备件消耗的智能分备件消耗的智能分

析析，，以及无纸化以及无纸化、、自动化自动化

的设备点检等的设备点检等。“。“这都需这都需

要我和团队不断学习数据要我和团队不断学习数据

库库、、软件开发软件开发、、物联网等物联网等

关键技术关键技术，，并在日常工作并在日常工作

中加以创新应用中加以创新应用。”。”王存王存

款说款说。。

专注细节 解决难题

与徒弟成为朋友

电视节目的灵感

推进数字化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