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上汽工匠”优秀事迹选登

勇于突破自我，带领团队战斗的“领军者”
访2020年“上汽工匠”，博世华域烟台工厂林浩然

本报记者 林芸

20192019年年44月月1818日日，，博博

世华域烟台工厂专机首套世华域烟台工厂专机首套

设备下线设备下线，，成为企业快速成为企业快速

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

碑碑。。烟台工厂从此成为博烟台工厂从此成为博

世华域四大生产基地中唯世华域四大生产基地中唯

一一家布点专机研发设一一家布点专机研发设

计计、、生产生产、、安装安装、、调试的调试的

智能工厂智能工厂。。作为该专机业作为该专机业

务的负责人务的负责人，，日前荣获日前荣获

20202020年年““上汽工匠上汽工匠””称号称号

的林浩然功不可没的林浩然功不可没。。他带他带

领团队与德国博世合作领团队与德国博世合作，，

仅用了仅用了 33 个月时间就掌握个月时间就掌握

了了 PowerpackPowerpack 功能测试台功能测试台

的工作原理以及关键的核的工作原理以及关键的核

心工艺技术心工艺技术，，为专机设备为专机设备

的顺利下线做出了贡献的顺利下线做出了贡献。。

林浩然是博世华域烟林浩然是博世华域烟

台工厂设备管理维护科的台工厂设备管理维护科的

一名经理一名经理。。进入公司以进入公司以

来来，，他曾先后从事他曾先后从事HPSHPS生生

产线电气设备的维护产线电气设备的维护，，以以

及全厂的设备维护工作及全厂的设备维护工作。。

20182018年年1111月月，，公司在维修公司在维修

部门新增了专机职能部门新增了专机职能，，林林

浩然被委以重任浩然被委以重任，，担任专担任专

机业务负责人机业务负责人。。

多年来多年来，，林浩然参与林浩然参与

了博世华域烟台工厂大部了博世华域烟台工厂大部

分生产线的安装分生产线的安装、、调试调试、、

验收工作验收工作。。与这些有完整与这些有完整

技术支持的生产线相比技术支持的生产线相比，，

专机设备专机设备 PowerPackPowerPack 功能功能

调试台这个项目最为特调试台这个项目最为特

殊殊。“。“这个项目所经历的这个项目所经历的

是是‘‘从从 00 到到 11’’的过程的过程，，

无论对于烟台专机还是对无论对于烟台专机还是对

于我来说都特别重要于我来说都特别重要，，它它

是我们从设备维护到功能是我们从设备维护到功能

测试台设计测试台设计、、调试调试、、安装安装

的一个突破的一个突破。”。”林浩然说林浩然说。。

他告诉记者他告诉记者，，该项目该项目

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经验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经验。。

““我们专机团队的成员都我们专机团队的成员都

是从机修岗位转过来的是从机修岗位转过来的，，

项目经验较少项目经验较少。。在上海机在上海机

修团队的帮助下修团队的帮助下，，我们逐我们逐

步建立项目思维步建立项目思维，，以项目以项目

管理的方式来开展工作管理的方式来开展工作。”。”

专机业务的首个项目专机业务的首个项目

是是 PowerPackPowerPack99 功 能 调 试功 能 调 试

台台，，林浩然和团队按时间林浩然和团队按时间

节点完成了项目的设计及节点完成了项目的设计及

组装组装，，但在调试台最核心但在调试台最核心

的的 IPCIPC 测试系统这一环节测试系统这一环节

却发生了却发生了““意外意外”。”。由于由于

沟通问题沟通问题，，德国博世的零德国博世的零

件无法准时到货件无法准时到货。。为了不为了不

影响项目进度影响项目进度，，林浩然和林浩然和

团队利用机修团队原有的团队利用机修团队原有的

备件备件，，复制了线上复制了线上 PPPP44 调调

试台的试台的 IPCIPC 系统系统，，按时完按时完

成了联调成了联调，，为为 IPCIPC 到货后到货后

的调试争取了宝贵时间的调试争取了宝贵时间，，

并按客户的时间节点要求并按客户的时间节点要求

完成了项目完成了项目。。

这件事坚定了他们要这件事坚定了他们要

将将 IPCIPC 测试系统国产化的测试系统国产化的

决心决心。。在接下来的一年时在接下来的一年时

间内间内，，林浩然及其团队与林浩然及其团队与

上海交大等高校联合开发上海交大等高校联合开发

出出 100100%%国产化的国产化的 IPCIPC 系系

统统，，这是中国标准电动管这是中国标准电动管

柱测试设备的全新开始柱测试设备的全新开始。。

勇于创新勇于创新，，不断地突不断地突

破自我破自我，，是林浩然对工匠是林浩然对工匠

精神的理解精神的理解，，这一点体现这一点体现

在他带领团队的方方面在他带领团队的方方面

面面。。除了专机团队除了专机团队，，林浩林浩

然还带领着另外一支队伍然还带领着另外一支队伍

———机修团队—机修团队。。这几年这几年，，

烟台工厂每年都会新增很烟台工厂每年都会新增很

多条生产线多条生产线，，机修团队在机修团队在

人员基本未增加且抽调多人员基本未增加且抽调多

名技术骨干增援专机团队名技术骨干增援专机团队

的前提下的前提下，，长期将设备故长期将设备故

障率稳定控制在障率稳定控制在22%%以下以下。。

作为团队负责人作为团队负责人，，林林

浩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浩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他与记者分享了他在处理他与记者分享了他在处理

设备故障过程中的两点经设备故障过程中的两点经

验验：：注重在处理故障的实注重在处理故障的实

战中提升人员技能战中提升人员技能，，故障故障

处理完之后处理完之后，，通过内部通过内部

OPLOPL （（技术单点分享技术单点分享）） 经经

验分享验分享，，达到全员知识共达到全员知识共

享的效果享的效果，，并通过并通过OPLOPL将将

故障处理方式进行固化故障处理方式进行固化，，

减少处理故障的时间减少处理故障的时间；；将将

人员按区域人员按区域、、按各自的特按各自的特

长区别培养长区别培养，，形成一个个形成一个个

以工程师为核心的区域专以工程师为核心的区域专

家团队家团队。。

林浩然非常愿意把自林浩然非常愿意把自

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

给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给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

““我会将我的经验转化成我会将我的经验转化成

文字和图片文字和图片，，通过公司内通过公司内

部网站分享典型故障的部网站分享典型故障的

OPLOPL，，通过部门微信群分通过部门微信群分

享故障处理的过程享故障处理的过程，，通过通过

内部会议分享故障处理的内部会议分享故障处理的

心得心得。”。”林浩然说林浩然说。。

在其带领下在其带领下，，机修团机修团

队已涌现出一批一专多能队已涌现出一批一专多能

的工程师专家的工程师专家。。在保障公在保障公

司设备正常运行的同时司设备正常运行的同时，，

团队还通过改善设备团队还通过改善设备，，获获

得专利得专利2020余项余项，，每年完成每年完成

合理化建议上百条合理化建议上百条，，为公为公

司节约数百万元的成本司节约数百万元的成本。。

2020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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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闻问切”法，让维修工作事半功倍
访2020年“上汽工匠”，华域车身顾征宇

本报记者 林芸

““工匠的工匠的‘‘工工’，’，去去

头去尾头去尾，，留一个留一个‘‘一一’’就就

够了够了。。一心一意为企业创一心一意为企业创

造价值造价值，，是我毕生的心是我毕生的心

愿愿。”。”身为华域车身上海身为华域车身上海

基地维修工段长基地维修工段长，，顾征宇顾征宇

面对的是整个上海基地面对的是整个上海基地 88

个车间个车间、、几千台设备的维几千台设备的维

护工作护工作，，不时会碰到难啃不时会碰到难啃

的骨头的骨头。。困难面前困难面前，，他选他选

择经受历练择经受历练，，并用这种韧并用这种韧

劲来言传身教劲来言传身教。。日前日前，，顾顾

征宇荣获了征宇荣获了20202020年年““上汽上汽

工匠工匠””荣誉称号荣誉称号。。

顾征宇曾是一名消防顾征宇曾是一名消防

兵兵。。20002000年退役后年退役后，，他来他来

到拖内公司到拖内公司 （（华域车身前华域车身前

身身），），从车间最基础的岗从车间最基础的岗

位做起位做起，，先后从事过手工先后从事过手工

弧焊弧焊、、钣金调整钣金调整、、设备维设备维

护等多项工作护等多项工作。。通过不断通过不断

学习积累学习积累，，如今如今，，顾征宇顾征宇

已成长为华域车身上海基已成长为华域车身上海基

地内的专业维修技术带头地内的专业维修技术带头

人人。。

20152015 年 的 凯 迪 拉 克年 的 凯 迪 拉 克

CTCT66轻量化铝车身开发和轻量化铝车身开发和

投产项目是顾征宇所参与投产项目是顾征宇所参与

过的企业重大项目之一过的企业重大项目之一。。

在该项目中在该项目中，，顾征宇带领顾征宇带领

团队发明了一种带吹起功团队发明了一种带吹起功

能的防尘盖技术能的防尘盖技术，，在同类在同类

别技术创新中属于突破创别技术创新中属于突破创

新类新类，，为后续建立标准化为后续建立标准化

智能产线提供了技术保智能产线提供了技术保

障障，，并实现技术降本并实现技术降本 100100

万元万元//月月。。

““接到任务时接到任务时，，我在我在

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要为要为

项目的按时投产保驾护项目的按时投产保驾护

航航。”。”顾征宇说顾征宇说，“，“印象较印象较

深的是在项目提速阶段深的是在项目提速阶段，，

精益化的换枪盘频频出现精益化的换枪盘频频出现

故障故障，，成为该阶段最大的成为该阶段最大的

拦路虎拦路虎。。如果此时取消多如果此时取消多

功能机器人的换枪盘功能机器人的换枪盘，，就就

意味着项目需要多投入一意味着项目需要多投入一

倍数量的智能化机器人倍数量的智能化机器人，，

但无论是时间还是经费但无论是时间还是经费

上上，，都很难满足要求都很难满足要求。”。”

关键时刻关键时刻，，顾征宇沉顾征宇沉

着冷静着冷静，，第一时间与维修第一时间与维修

团队回忆出现故障的瞬团队回忆出现故障的瞬

间间，，分析每一次排故方分析每一次排故方

法法。。最终最终，，问题的指向落问题的指向落

在了换枪盘高频探针上在了换枪盘高频探针上。。

顾征宇意识到高频探针可顾征宇意识到高频探针可

能需要严苛环境条件作为能需要严苛环境条件作为

保障保障，，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才能最大程度地发

挥出潜力挥出潜力。。这时这时，，制作一制作一

个全密封自动清扫防尘盖个全密封自动清扫防尘盖

的念头浮现在他脑海里的念头浮现在他脑海里。。

““我就地取材我就地取材，，与另与另

一名同事花了一名同事花了 22 小时小时，，制制

作完成了一个预想中的防作完成了一个预想中的防

尘盖尘盖。。随即拿到现场进行随即拿到现场进行

安装安装，，接电接电、、接气接气，，编好编好

PLCPLC程序后程序后，，防尘盖就开防尘盖就开

始工作了始工作了，，而这台多功能而这台多功能

机器人的通讯故障也因此机器人的通讯故障也因此

彻底消失彻底消失。。后来后来，，我们还我们还

为这个防尘盖申请了技术为这个防尘盖申请了技术

专利专利。”。”顾征宇说顾征宇说。。

顾征宇是一个热心肠顾征宇是一个热心肠

的人的人。。同事们碰到各种困同事们碰到各种困

难难，，他都非常乐意帮忙解他都非常乐意帮忙解

决决。。顾征宇有一本顾征宇有一本““征宇征宇

宝典宝典”，”，记录了他工作多记录了他工作多

年来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年来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维修工作有点像医生维修工作有点像医生，，

望 闻 问 切 一 个 不 少望 闻 问 切 一 个 不 少 。。

‘‘望望’’即看现状即看现状，，通过现通过现

状推理可能造成故障的原状推理可能造成故障的原

因因。‘。‘闻闻’’即听声音即听声音，，找找

到 故 障 点 产 生 的 位 置到 故 障 点 产 生 的 位 置 。。

‘‘问问’’即询问情况即询问情况，，通过通过

现场反馈并结合平时的巡现场反馈并结合平时的巡

检检，，推断出现故障的根本推断出现故障的根本

原因原因。‘。‘切切’’即拆开和测即拆开和测

量量，，论证判断的故障点是论证判断的故障点是

否正确否正确。。其实其实，，干维修这干维修这

一行的每个人都有一本一行的每个人都有一本

‘‘宝典宝典’，’，我会将它拿出来我会将它拿出来

与同事们分享与同事们分享，，通过交流通过交流

不断提升技能水平不断提升技能水平。”。”顾顾

征宇说征宇说。。

目前目前，，顾征宇带领着顾征宇带领着

一支一支1010个人的队伍个人的队伍。。他告他告

诉记者诉记者：“：“将队伍锤炼成将队伍锤炼成

一支精炼化的维修团队是一支精炼化的维修团队是

我们长期的目标我们长期的目标，，每个人每个人

都要掌握复合型技能都要掌握复合型技能，，基基

本 做 到本 做 到 66 会会 ：： 会 机会 机 、、 会会

电电、、会机器人会机器人、、会会 PLCPLC、、

会会EPLANEPLAN、、会会UGUG。”。”

20182018年年，，顾征宇带领顾征宇带领

团队在公司管理层的支持团队在公司管理层的支持

下自建培训岛项目下自建培训岛项目。。从机从机

器人安装器人安装、、焊接调试焊接调试、、涂涂

胶胶、、弧焊弧焊、、螺柱焊到凸焊螺柱焊到凸焊

各类设备各类设备，，全部由团队自全部由团队自

主搭建完成主搭建完成。。该自建项目该自建项目

帮助公司直接节约费用帮助公司直接节约费用2020

余万元余万元，，同时也为公司各同时也为公司各

条线的技术练兵打下了扎条线的技术练兵打下了扎

实基础实基础。。

近年来近年来，，新型冲压生新型冲压生

产线融入到顾征宇的团队产线融入到顾征宇的团队

中中，，他和他的团队成员正他和他的团队成员正

在抓紧进行技术攻关和传在抓紧进行技术攻关和传

承承。。放眼未来放眼未来，，顾征宇顾征宇

说说：“：“未来的生产线将会未来的生产线将会

更精益化更精益化、、更稳定更稳定、、更人更人

性化性化。。我觉得自己和团队我觉得自己和团队

都需要不断学习都需要不断学习，，迎接新迎接新

技术的到来技术的到来。”。”

从0到1的过程

实战中提升技能

消失的通讯故障

“望闻问切”工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