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上汽工匠”优秀事迹选登

探究质量工作中的“蛛丝马迹”
访2020年“上汽工匠”，上汽通用孙成刚

本报记者 林芸

20052005年年，，孙成刚从上孙成刚从上

海第二工业大学汽车工程海第二工业大学汽车工程

专业毕业后进入上汽通用专业毕业后进入上汽通用

的大家庭的大家庭，，先后在制造先后在制造

部部、、质量部工作质量部工作，，主要从主要从

事生产一线的生产返修事生产一线的生产返修、、

现场质量响应和售后质量现场质量响应和售后质量

工作工作。。从一名技术从一名技术““小小

白白””成长为一名业务骨成长为一名业务骨

干干，，再到荣获再到荣获20202020年年““上上

汽工匠汽工匠””称号称号，，孙成刚的孙成刚的

成长经历中有两个关键成长经历中有两个关键

词词：：专注和坚持专注和坚持。。

孙成刚现在从事汽车孙成刚现在从事汽车

售后质量问题分析工作售后质量问题分析工作。。

““想要成为质量工作中的想要成为质量工作中的

‘‘老法师老法师’，’，就要在每一次就要在每一次

解析工作中找出问题本解析工作中找出问题本

源源，，为公司和客户的权益为公司和客户的权益

做出贡献做出贡献。。对于质量工作对于质量工作

者来说者来说，，需要具备对问题需要具备对问题

的专注力和对自己判断的的专注力和对自己判断的

合理坚持合理坚持。”。”孙成刚说孙成刚说。。

随着客户对于车辆感随着客户对于车辆感

知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知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

NVHNVH（（噪声噪声、、振动与声振振动与声振

粗糙度粗糙度）） 问题在售后中的问题在售后中的

占比不断攀升占比不断攀升。。NVHNVH 是是

衡量汽车制造质量的一个衡量汽车制造质量的一个

综合性指标综合性指标，，它给汽车用它给汽车用

户带来的感受是最直接户带来的感受是最直接

的的。。产生产生 NVHNVH 的零件难的零件难

以锁定以锁定、、基础噪音源多样基础噪音源多样

化化，，单一功能模块往往难单一功能模块往往难

以解决以解决，，需要需要 PTPT （（生产生产

试制试制）） 和整车共同推进和整车共同推进，，

因而噪音与振动历来是售因而噪音与振动历来是售

后问题后问题““皇冠上的明珠皇冠上的明珠”。”。

为此为此，，孙成刚开发了孙成刚开发了

音频处理软件锁定异响来音频处理软件锁定异响来

源源，，并建立了动力总成异并建立了动力总成异

响数据库响数据库，，创新推进了手创新推进了手

持式异响数据分析方法持式异响数据分析方法：：

编写编写 NVHNVH 售后诊断程序售后诊断程序,,

将 不 同 车 型将 不 同 车 型 、、 机 型 的机 型 的

NVHNVH 问题整理为上汽通问题整理为上汽通

用 动 力 总 成用 动 力 总 成 NVHNVH 噪 音噪 音

库库。。通过对典型音频频率通过对典型音频频率

和音色的匹配和音色的匹配，，对近百种对近百种

动力总成异响来源进行初动力总成异响来源进行初

步判断步判断，，将异响问题评判将异响问题评判

变得更直观与可视化变得更直观与可视化，，精精

准确定问题零件准确定问题零件，，使准确使准确

率达到率达到9090%%以上以上。。

““这套异响分析采集这套异响分析采集

方案的最大难度是数据库方案的最大难度是数据库

的建立的建立。。优秀的音频对比优秀的音频对比

分析方案需要庞大的异响分析方案需要庞大的异响

样本样本，，在数据库建立初在数据库建立初

期期，，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在

经销商那里出现异响问经销商那里出现异响问

题题，，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现场。。只要能采集到最合只要能采集到最合

适的数据样本适的数据样本，，再辛苦也再辛苦也

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是一件很欣慰的事。。在数在数

据库不断完善中据库不断完善中，，我也积我也积

累了不少经验累了不少经验，，这将帮助这将帮助

我日后能快速解决更多的我日后能快速解决更多的

异响问题异响问题。”。”孙成刚说孙成刚说。。

高超的判断技艺及高高超的判断技艺及高

效的问题解决能力效的问题解决能力，，让孙让孙

成刚赢得了售后维修站和成刚赢得了售后维修站和

客户的尊重与称赞客户的尊重与称赞，，并帮并帮

助企业降低了售后方面的助企业降低了售后方面的

维修成本维修成本，，平均每年能节平均每年能节

约约300300万元以上万元以上。。

在本职岗位上善于攻在本职岗位上善于攻

坚坚、、精于创新的孙成刚也精于创新的孙成刚也

是公司质量学院动力总成是公司质量学院动力总成

整机拆解的一名培训师整机拆解的一名培训师，，

日常开展发动机日常开展发动机//变速箱变速箱

结构与拆解培训工作结构与拆解培训工作。。不不

少学员都表示少学员都表示，，孙成刚讲孙成刚讲

解的动力总成培训内容更解的动力总成培训内容更

贴近实战需求贴近实战需求，，让他们能让他们能

学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学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孙孙

成刚还会把难懂的理论与成刚还会把难懂的理论与

经典的售后案例相结合经典的售后案例相结合，，

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

趣趣。。

孙成刚告诉记者孙成刚告诉记者，，他他

对于培训的理解是对于培训的理解是，，只讲只讲

理论知识会让学员觉得枯理论知识会让学员觉得枯

燥乏味燥乏味，，只讲实践操作又只讲实践操作又

会使学员的基础知识不稳会使学员的基础知识不稳

固固。。经典案例和理论知识经典案例和理论知识

相结合就能把晦涩相结合就能把晦涩、、不易不易

理解的理论知识更好地诠理解的理论知识更好地诠

释出来释出来。。在培训的过程在培训的过程

中中，，比理论和实践知识的比理论和实践知识的

学习更为重要的是工匠精学习更为重要的是工匠精

神的传递神的传递，，只有让学员懂只有让学员懂

得爱岗敬业得爱岗敬业，，才能更好地才能更好地

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日常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日常

工作中工作中。。

本报记者 林芸

77月月1717日日，，博世华域博世华域

完全自主开发的管柱式电完全自主开发的管柱式电

子助力转向系统产品正式子助力转向系统产品正式

批产批产，，这意味着公司已具这意味着公司已具

备一套完整的备一套完整的、、由零开始由零开始

的正向开发体系的正向开发体系。。对于我对于我

们们 CSECCSEC20202020 项目开发团项目开发团

队来说队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这是值得纪念的

一天一天。。把把““不可能不可能””变为变为

““可能可能”，”，身担重任的我身担重任的我

们们，，披荆斩棘跨越阻碍披荆斩棘跨越阻碍，，

终于不负众望终于不负众望。。

20182018 年年 88 月月 ，，

CSECCSEC20202020 项 目 正 式 启项 目 正 式 启

动动。。我被任命为该项目的我被任命为该项目的

平台开发总监平台开发总监，，负责该项负责该项

目 的 技 术 开 发 工 作目 的 技 术 开 发 工 作 。。

CSECCSEC20202020 是完全由博世是完全由博世

华域负责开发的首个管柱华域负责开发的首个管柱

式电动转向式电动转向 （（EPScEPSc）） 平台平台

产品产品。。以往以往，，公司采用引公司采用引

进德国母公司的进德国母公司的 EPScEPSc 平平

台技术台技术，，然后在国内开展然后在国内开展

应用开发工作的方式来满应用开发工作的方式来满

足整车厂的需求足整车厂的需求。。但在这但在这

种模式下种模式下，，应用工程师所应用工程师所

掌握的电动转向技术掌握的电动转向技术，，只只

能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能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

分分。。而这次却截然不同而这次却截然不同。。

开发团队承担了开发团队承担了VV开开

发模型的所有技术工作发模型的所有技术工作：：

基于对市场技术需求的分基于对市场技术需求的分

析定义系统架构析定义系统架构、、完成模完成模

块及零件测试块及零件测试、、开发全新开发全新

的软件和硬件以满足性能的软件和硬件以满足性能

需求等需求等。。另外还要贯彻另外还要贯彻

ISOISO2626226262开发流程开发流程，，确保确保

产品的安全特性产品的安全特性。。再加上再加上

开发时间紧迫开发时间紧迫，，必须在两必须在两

年内完成平台开发年内完成平台开发，，并实并实

现先导项目的批产现先导项目的批产。。因因

此此，，整个开发团队一开始整个开发团队一开始

就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就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从零开始本土化的正从零开始本土化的正

向开发对于团队来说向开发对于团队来说，，不不

仅是技术上的挑战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是更是

成 本 上 的 考 验成 本 上 的 考 验 。。 去 年去 年 44

月月，，在功能样件概念设计在功能样件概念设计

的冻结阶段的冻结阶段，，我们发现转我们发现转

向控制单元没有达到成本向控制单元没有达到成本

目标目标。。当时当时，，留给我们的留给我们的

只有只有1010天时间来对设计概天时间来对设计概

念进行更新念进行更新，，不然无法赶不然无法赶

上项目节点上项目节点。。为了不影响为了不影响

项目进度项目进度，，电机开发工程电机开发工程

师朱工师朱工、、ECUECU结构开发工结构开发工

程师陈工和钱工联合电机程师陈工和钱工联合电机

供应商和工艺开发工程供应商和工艺开发工程

师师，，通过通过 1010 天的连轴转天的连轴转，，

完成了设计结构的简化完成了设计结构的简化、、

图纸的确认图纸的确认、、技术的可行技术的可行

性分析性分析，，以及新焊接工艺以及新焊接工艺

的可行性分析的可行性分析，，按计划启按计划启

动了电机和动了电机和 ECUECU 的功能的功能

样件制造样件制造。。这项工作的使这项工作的使

命感和荣誉感命感和荣誉感，，激发了他激发了他

们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们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

今年年初今年年初，，疫情打乱疫情打乱

了开发团队的节奏了开发团队的节奏。。此此

时时，，开发工作已进入最后开发工作已进入最后

的冲刺阶段的冲刺阶段。。农历正月十农历正月十

五后五后，，开发团队就基本全开发团队就基本全

员到岗员到岗。。当时当时，，出于疫情出于疫情

防控的需要防控的需要，，办公室不能办公室不能

开空调开空调，，温度很低温度很低。。大家大家

就群策群力就群策群力，，搜集了不少搜集了不少

暖手宝取暖暖手宝取暖，，使团队成员使团队成员

没有一位因受寒而生病没有一位因受寒而生病，，

保证了项目的正常运转保证了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通过 CSECCSEC20202020 项目项目

的开发的开发，，博世华域进入了博世华域进入了

正向开发的全新领域正向开发的全新领域，，硬硬

件的每一块电路件的每一块电路、、软件的软件的

每一行代码都浸透了我们每一行代码都浸透了我们

的汗水的汗水，，打通了电动转向打通了电动转向

技术的各个环节技术的各个环节，，并且可并且可

以根据客户需求以根据客户需求，，自主开自主开

发最为合适的产品发最为合适的产品。。

作为项目负责人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我

由衷地感谢为此项目拼搏由衷地感谢为此项目拼搏

的所有人员及我们开发团的所有人员及我们开发团

队中每一位成员的辛勤付队中每一位成员的辛勤付

出出。。正向开发中最艰难的正向开发中最艰难的

部分在于软件开发部分在于软件开发，，特别特别

是电机是电机、、传感器传感器、、主芯片主芯片

等驱动的算法实现等驱动的算法实现。。为为

此此，，我们在公司内部及人我们在公司内部及人

才市场上广招英才才市场上广招英才，，构建构建

起全面的开发团队起全面的开发团队。。同同

时时，，多方开拓资源多方开拓资源，，还从还从

零件供应商处寻找到一些零件供应商处寻找到一些

技术支持技术支持，，义无反顾地启义无反顾地启

动了开发工作动了开发工作。。我们相我们相

信信，，成功的反义词不是失成功的反义词不是失

败败，，而是而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

伴随着伴随着 CSECCSEC20202020 项项

目下线目下线，，下一代产品开发下一代产品开发

也已开始也已开始。。基于项目的经基于项目的经

验积累验积累，，我们规划了应用我们规划了应用

一代一代、、开发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预研一

代的滚动式开发策略代的滚动式开发策略，，确确

立了产品升级换代的路线立了产品升级换代的路线

图图，，通过不断推出性能更通过不断推出性能更

强的产品来占领更广阔的强的产品来占领更广阔的

市场市场。。未来未来，，我们的新产我们的新产

品将通过硬件的冗余和软品将通过硬件的冗余和软

件的控制策略件的控制策略，，显著降低显著降低

电动转向失效的概率电动转向失效的概率，，逐逐

步支持车辆的半自动驾驶步支持车辆的半自动驾驶

和全自动驾驶和全自动驾驶。。

上汽人的“进”“实”“拼”

拥抱正向开发，我们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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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工作中的
“老法师” 培训中传递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