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上汽工匠”优秀事迹选登

精心钻研、创新不辍的智能装备试制技师
访2020年“上汽工匠”，延锋安道拓向国焱

本报记者 林芸

为了一个核心环节反为了一个核心环节反

复进行验证复进行验证；；经历多次失经历多次失

败也毫不气馁败也毫不气馁；；始终坚持始终坚持

““天下事天下事、、必精于细必精于细”，”，这这

就是荣获就是荣获20202020年年““上汽工上汽工

匠匠””荣誉称号的向国焱的荣誉称号的向国焱的

真实写照真实写照。“。“我理解的工我理解的工

匠精神就是匠精神就是‘‘精心钻研精心钻研、、

尽心业务尽心业务、、创新不辍创新不辍’。”’。”

向国焱如是说向国焱如是说。。

自自 20092009 年年 1212 月加入月加入

延锋安道拓以来延锋安道拓以来，，向国焱向国焱

一直从事着汽车座椅骨架一直从事着汽车座椅骨架

生产装备试制研发工作生产装备试制研发工作，，

现任公司金属件产品单元现任公司金属件产品单元

工装中心试制班组长工装中心试制班组长、、技技

师工作室创新带头人师工作室创新带头人，，有有

着着2525年汽车及零部件的装年汽车及零部件的装

备制造及维修经验备制造及维修经验。。在延在延

锋安道拓的这锋安道拓的这 1010 多年里多年里，，

他潜心研究机械加工工他潜心研究机械加工工

艺艺、、机器人编程机器人编程、、机械设机械设

计软件应用计软件应用，，逐渐成为公逐渐成为公

司智能装备试制领域的核司智能装备试制领域的核

心骨干心骨干，，并获得上海市首并获得上海市首

席技师项目资助席技师项目资助。。

20182018年是向国焱职业年是向国焱职业

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生涯的一个里程碑。。那那

年年，，他主导开发了国内座他主导开发了国内座

椅系统中第一条弧焊流水椅系统中第一条弧焊流水

线原型机线原型机，，实现了高精度实现了高精度

的定位功能的定位功能，，每年节约费每年节约费

用达用达120120万元万元。。

向 国 焱 告 诉 记 者向 国 焱 告 诉 记 者 ：：

““该项目是一个为降低成该项目是一个为降低成

本本、、提升自动化水平而开提升自动化水平而开

发的创新项目发的创新项目。。座椅弧焊座椅弧焊

精度要求非常高精度要求非常高，，之前都之前都

是固定单工站焊接是固定单工站焊接。。而新而新

开发的这条流水线是一条开发的这条流水线是一条

集成多个工站于一体集成多个工站于一体、、具具

有柔性化特点的大规模生有柔性化特点的大规模生

产线产线。”。”新流水线首先要新流水线首先要

解决设备解决设备 （（工装工装）） 流动的流动的

问题问题。。向国焱与团队先后向国焱与团队先后

验证了机构传递验证了机构传递、、皮带传皮带传

递递、、链条传递等多种方链条传递等多种方

式式，，但由于设备重但由于设备重、、流动流动

速度快速度快，，这些均无法满足这些均无法满足

要求要求，，但向国焱与团队始但向国焱与团队始

终没有放弃终没有放弃。。

经过对十余种定位方经过对十余种定位方

式的摸索和试制验证式的摸索和试制验证，，最最

终终，，向国焱与团队从向国焱与团队从““机机

器人换枪盘器人换枪盘”（”（一种用于一种用于

机器人快速更换末端执行机器人快速更换末端执行

器的装置器的装置，，可在数秒内快可在数秒内快

速更换不同的末端执行速更换不同的末端执行

器器）） 的原理中得到启示的原理中得到启示，，

成功研制出一套集定位成功研制出一套集定位、、

锁紧于一体的气动零点定锁紧于一体的气动零点定

位系统位系统，，实现了高精度定实现了高精度定

位位 （（重复精度重复精度 00..0505mmmm），），

优于传统快插定位销优于传统快插定位销 （（重重

复精度复精度 00..11mmmm）） 一个数量一个数量

级级。。另外另外，，该系统还兼具该系统还兼具

锁紧功能锁紧功能，，保证设备定位保证设备定位

后可自由快速翻转变位焊后可自由快速翻转变位焊

接接，，有效解决了设备有效解决了设备 （（工工

装装））流动的问题流动的问题。。

向国焱不仅立足本职向国焱不仅立足本职

岗位岗位，，更立志于技术的传更立志于技术的传

承承。。他目前带领了一支他目前带领了一支 88

人组成的团队人组成的团队，，包括技师包括技师

和试制维修技术员和试制维修技术员，，日常日常

主要开展新产品主要开展新产品、、新工新工

艺艺、、新技术新技术、、新模式等的新模式等的

应用验证应用验证、、集成探索集成探索、、现现

场痛点问题攻关场痛点问题攻关、、技能交技能交

流等工作流等工作。。

在多年的师徒带教实在多年的师徒带教实

践中践中，，向国焱总结和提炼向国焱总结和提炼

出 了 独 特 的出 了 独 特 的 ““ 看看 、、 说说 、、

做做、、想想””四字带教工作四字带教工作

法法。。他告诉记者他告诉记者：“：“该工该工

作法着眼于培养复合型技作法着眼于培养复合型技

能人才能人才，，体现了体现了‘‘学思践学思践

悟悟’’这样一个渐进式的闭这样一个渐进式的闭

环教学过程环教学过程。‘。‘看看’’就是就是

让徒弟看让徒弟看 （（师傅师傅）） 怎么怎么

做做，（，（师傅师傅）） 边做边告诉边做边告诉

要领要领；‘；‘说说’’是要徒弟把是要徒弟把

师傅做的流程师傅做的流程 （（要领要领）） 复复

述出来述出来；‘；‘做做’’则是徒弟则是徒弟

根据自己说的完整流程根据自己说的完整流程，，

准确地做出来准确地做出来；；而而‘‘想想’’

是是‘‘做做’’之后要进行的思之后要进行的思

考和总结考和总结，，并拓展更优的并拓展更优的

方法方法。”。”

这些徒弟在向国焱的这些徒弟在向国焱的

带教下收获了硕果带教下收获了硕果。。在他在他

今 年 带 教 的今 年 带 教 的 55 名 大 学 生名 大 学 生

中中，，11 人晋升为经理接替人晋升为经理接替

人人，，44 人晋升为技师人晋升为技师。。另另

有有1212名徒弟在延锋全国性名徒弟在延锋全国性

竞赛中获奖竞赛中获奖。。

向国焱还善于将经验向国焱还善于将经验

固化并传承固化并传承。。他带领团队他带领团队

开发的热风枪喷嘴开发的热风枪喷嘴，，以及以及

热缩套加热系统热缩套加热系统、、一种坐一种坐

垫骨架装配铆接装置垫骨架装配铆接装置、、座座

椅骨架与毛毡的自动化涂椅骨架与毛毡的自动化涂

胶贴覆设备胶贴覆设备、、一种座垫骨一种座垫骨

架卡圈自动装配装置获得架卡圈自动装配装置获得

了了 44 项国家专利项国家专利。。他所带他所带

的团队连续的团队连续 99 年荣获年荣获““延延

锋安道拓优秀团队锋安道拓优秀团队””称称

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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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啃硬骨头”的维修大师
访2020年“上汽工匠”，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杜绒

本报记者 林芸

身为上海大众动力总身为上海大众动力总

成制造部技术服务中心维成制造部技术服务中心维

修工程师和修工程师和20202020年年““上汽上汽

工匠工匠”，”，杜绒觉得杜绒觉得，，花花 1010

年年、、2020年年，，甚至更久时间甚至更久时间

去学习去学习，，去从事一项自己去从事一项自己

喜欢的工作喜欢的工作，，并且在遇到并且在遇到

困难时不推诿困难时不推诿、、不退缩不退缩，，

坚韧前行坚韧前行，，不断突破自不断突破自

我我，，就是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最幸运的事情。。

杜绒目前主要负责公杜绒目前主要负责公

司进口设备核心部件国产司进口设备核心部件国产

化和生产现场维护及维化和生产现场维护及维

修修，，以及针对昂贵核心进以及针对昂贵核心进

口部件的二次维修再利用口部件的二次维修再利用

等公司重大优化项目等公司重大优化项目。。在在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的这上海大众动力总成的这1010

年间年间，，他参与了大众系列他参与了大众系列

EAEA211211 11..22TT 及及 11..55MPIMPI 发发

动机新项目产能提升动机新项目产能提升；；主主

导了公司大大小小的各类导了公司大大小小的各类

改善改善、、改造项目三十余改造项目三十余

项项，，共节约上千万元成共节约上千万元成

本本，，为公司改善工艺为公司改善工艺、、降降

本增效贡献了自己的力本增效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量。。

20182018年年，，杜绒参与了杜绒参与了

曲轴曲轴 MAGMAG 设备中心架国设备中心架国

产化项目产化项目，，至今依然记忆至今依然记忆

犹新犹新。。他告诉记者他告诉记者：“：“项项

目成立之初目成立之初，，可以说是可以说是

‘‘一穷二白一穷二白’，’，没图纸没图纸，，没没

资料资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同同

时时，，生产制造部门对产品生产制造部门对产品

在精度在精度、、硬度和使用寿命硬度和使用寿命

上都提出了较高要求上都提出了较高要求，，也也

给我们的国产化工作带来给我们的国产化工作带来

了巨大压力了巨大压力。。但是但是，，摆在摆在

我们眼前的只有一条路我们眼前的只有一条路，，

即尽快上马即尽快上马，，迎难而上迎难而上。”。”

杜绒和团队在测绘图杜绒和团队在测绘图

纸纸、、匹配最佳配合尺寸间匹配最佳配合尺寸间

隙隙，，以及延缓中心架内部以及延缓中心架内部

磨损等工作中做出了很多磨损等工作中做出了很多

努力努力，，但在完成试制进入但在完成试制进入

最后的试用阶段时最后的试用阶段时，，却发却发

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仅仅

仅使用了一天不到仅使用了一天不到，，三个三个

中心架滚轮中有两个被卡中心架滚轮中有两个被卡

死烧焦死烧焦。。滚轮的润滑机构滚轮的润滑机构

在项目启动之初就是重点在项目启动之初就是重点

关注对象关注对象，，日防日防、、夜防夜防，，

但还是出问题了但还是出问题了。。

为抢时间为抢时间，，杜绒连夜杜绒连夜

奔赴公司奔赴公司，，分析图纸分析图纸、、逐逐

一拆解一拆解。。为了模拟加工状为了模拟加工状

态态，，他还赶去市场上购置他还赶去市场上购置

了润滑系统了润滑系统，，趴在地上进趴在地上进

行现场测试行现场测试。。通过改变润通过改变润

滑油路的直径滑油路的直径、、改动分配改动分配

阀的出油量阀的出油量，，以及多次对以及多次对

分配器进行校验分配器进行校验、、调整调整，，

最终使问题得以排除最终使问题得以排除。。

杜绒的努力换来了收杜绒的努力换来了收

获获。。该国产化项目的实施该国产化项目的实施

大大降低了备件采购成大大降低了备件采购成

本本，，原先的进口设备为原先的进口设备为3030

万元万元//套套，，国产化后降为国产化后降为

1313 万元万元//套套。。按年使用量按年使用量

1010套来计算套来计算，，每年可节约每年可节约

成本成本 170170 万元左右万元左右；；按五按五

年的计划使用量推算年的计划使用量推算，，能能

节省近节省近800800万元万元。“。“本次中本次中

心架的国产化突破是对进心架的国产化突破是对进

口件取长补短的学习和超口件取长补短的学习和超

越越，，体现了体现了‘‘中国制造中国制造’’

不输欧美的加工制造能不输欧美的加工制造能

力力。。该项目也多次在大中该项目也多次在大中

华区大众生产专家会议上华区大众生产专家会议上

被作为优秀案例推广被作为优秀案例推广，，获获

得国内外广泛认可得国内外广泛认可。”。”杜杜

绒说绒说。。

在日常工作中在日常工作中，，杜绒杜绒

还总结出一套核心备件国还总结出一套核心备件国

产化的推广法产化的推广法。。由于进口由于进口

核心备件采购周期过长核心备件采购周期过长、、

手续繁琐手续繁琐、、报价过高报价过高，，导致导致

生产延误生产延误、、备件断层情况备件断层情况

反复出现反复出现。。三年前三年前，，杜绒通杜绒通

过实践过实践，，逐步整理出一套逐步整理出一套

内部国产化流程内部国产化流程，，即从原即从原

来各自为战的分散实施到来各自为战的分散实施到

每年有计划每年有计划、、有效率地实有效率地实

施备件降本计划施备件降本计划。。通过一通过一

系列的流程规范系列的流程规范，，可以缩可以缩

短备件流转时间短备件流转时间，，降低备降低备

件成本支出件成本支出，，优化流程优化流程。。

作为上汽认证的作为上汽认证的考评考评

员和公司培训中心的培训员和公司培训中心的培训

师师，，杜绒目前带领着公司杜绒目前带领着公司

智能智造创新工作室这个智能智造创新工作室这个

平台平台（（拥有核心成员拥有核心成员1111人人，，

包括工程师与技术骨干包括工程师与技术骨干），），

负责公司所有现场设备的负责公司所有现场设备的

故障维护跟踪故障维护跟踪，，以及与设以及与设

备相关的改造优化项目备相关的改造优化项目。。

杜绒觉得杜绒觉得，，每个人的每个人的

成长经历都是独特的成长经历都是独特的，，他他

会通过自身坚持不懈的行会通过自身坚持不懈的行

动动、、敬业的工作态度来影敬业的工作态度来影

响身边的同事响身边的同事。“。“当他们看当他们看

到我无怨无悔的努力与坚到我无怨无悔的努力与坚

持持，，看到我的成长后看到我的成长后，，会无会无

形中受到鼓舞与激励形中受到鼓舞与激励。。单单

靠说教与指挥靠说教与指挥，，不投入实不投入实

践践，，再好的璞玉不琢也成再好的璞玉不琢也成

不了宝石不了宝石。”。”杜绒说杜绒说。。

杜 绒 的 带 教 硕 果 累杜 绒 的 带 教 硕 果 累

累累。。他先后培养了高级工他先后培养了高级工

1919 人人、、技师技师 22 人人、、公司公司

““未来工匠未来工匠””88人人，，以及若以及若

干名技术骨干干名技术骨干，，为每条生为每条生

产线培养产线培养 TPMTPM 专员专员，，并并

倾囊相授技术与技艺倾囊相授技术与技艺。。

里程碑式的创新项目

四字带教工作法

言传身教出成效

半夜解决棘手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