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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汽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优秀事迹选登

本报记者 林芸

作为一支主攻试验台作为一支主攻试验台

架自主开发及试验数字化架自主开发及试验数字化

转型开发应用的团队转型开发应用的团队，，上上

汽乘用车汽乘用车ii··TestTest创新工作创新工作

室在过去一年里围绕项目室在过去一年里围绕项目

攻关攻关、、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培人才培

养等方面高效运营养等方面高效运营，，为培为培

养养、、发展让发展让““新四化新四化””在在

试验认证部工作岗位上落试验认证部工作岗位上落

地开花的人才和配套能力地开花的人才和配套能力

交 出 了 一 份 满 意 答 卷交 出 了 一 份 满 意 答 卷 。。

20172017年成立以来年成立以来，，工作室工作室

已累计为集团创造产业化已累计为集团创造产业化

销售额千万元销售额千万元。。近日近日，，工工

作室荣膺上汽集团工会授作室荣膺上汽集团工会授

予的予的20202020年年““上汽集团职上汽集团职

工工 （（劳模劳模）） 创新工作室创新工作室””

称号称号。。

ii··TestTest创新工作室由创新工作室由

高级工程师夏连作为技术高级工程师夏连作为技术

带头人领衔带头人领衔，，成立至今已成立至今已

完成了诸多创新项目完成了诸多创新项目，，比比

如智驾测试设备自主开如智驾测试设备自主开

发发、、多轴机器人台架开多轴机器人台架开

发发、、E-slamE-slam试验设备自主试验设备自主

开发及产业化等开发及产业化等，，且均取且均取

得了良好成效得了良好成效。。

工作室一直遵循工作室一直遵循““定定

制化制化--网络化网络化--智能化智能化--智智

慧化慧化””的技术路线的技术路线。。其其

中中，，E-slamE-slam试验系统的自试验系统的自

主开发和产业化项目是这主开发和产业化项目是这

个技术路线的最佳实践个技术路线的最佳实践。。

谈起开展这个项目的初谈起开展这个项目的初

衷衷，，夏连说夏连说：：““在该项目在该项目

开展之前开展之前，，公司及国内其公司及国内其

他他 OEMOEM 大多采用传统的大多采用传统的

气动试验台架气动试验台架，，其主要弊其主要弊

端是端是，，速度开环无法实现速度开环无法实现

速度精确控制速度精确控制，，气动元件气动元件

在高低温环境下运行不稳在高低温环境下运行不稳

定定，，容易出故障容易出故障。。我们就我们就

是希望传统四门两盖耐久是希望传统四门两盖耐久

试验做得更快一点试验做得更快一点、、更好更好

一点一点，，试验人员不要再频试验人员不要再频

繁经受高低温交替环境的繁经受高低温交替环境的

考验考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团队迎难而上团队迎难而上，，从软件到从软件到

硬件硬件，，100100%%自主开发……自主开发……

从最初的一个简单想法开从最初的一个简单想法开

始始，，一步步做到了产业化一步步做到了产业化

的高度的高度，，光工装和样件就光工装和样件就

经历了十多个版本的更新经历了十多个版本的更新

迭代迭代，，电控软件的自主开电控软件的自主开

发更是难上加难发更是难上加难。。““我们我们

充分调动了工作室里各方充分调动了工作室里各方

面人才的积极性面人才的积极性。。如今回如今回

想起来想起来，，那些解决的困那些解决的困

难难、、踩过的坑踩过的坑，，就是我们就是我们

最大的收获和资本最大的收获和资本。。””

经历该项目后经历该项目后，，团队团队

收获了发明专利收获了发明专利、、软件著软件著

作权作权，，也获得了集团授予也获得了集团授予

的技术创新奖和软件奖的技术创新奖和软件奖。。

20192019年年，，该项目实现了产该项目实现了产

业化销售额业化销售额 540540 万元万元，，成成

为公司首例试验技术实现为公司首例试验技术实现

产业化的项目产业化的项目。。

试验新技术的开发和试验新技术的开发和

应用是应用是ii··TestTest工作室成立工作室成立

的初衷的初衷；；不断提高试验质不断提高试验质

量和效率是工作室的终极量和效率是工作室的终极

使命使命；；而技术创新是核心而技术创新是核心

竞争力竞争力。。为此为此，，工作室建工作室建

立了立了““以我为主以我为主””的完备的完备

台架开发人才梯队台架开发人才梯队。。““这这

里的里的‘‘以我为主以我为主’’有两层有两层

寓意寓意：：一是要求团队成员一是要求团队成员

在试验技术创新开发项目在试验技术创新开发项目

中掌握核心技术中掌握核心技术，，进行自进行自

主开发主开发；；二是在产品开发二是在产品开发

之前掌握新技术之前掌握新技术、、新设备新设备

开发的能力和方法开发的能力和方法，，特别特别

是要掌握集团是要掌握集团‘‘新四化新四化’’

产品的前瞻性试验技术产品的前瞻性试验技术，，

让试验工作变被动为主让试验工作变被动为主

动动。。””夏连说夏连说。。

在人才培养上在人才培养上，，工作工作

室崇尚将试验开发能力与室崇尚将试验开发能力与

试验工程经验相结合的人试验工程经验相结合的人

才培养制度才培养制度，，尽可能地多尽可能地多

为年轻员工创造机会为年轻员工创造机会。。经经

过项目锻炼后过项目锻炼后，，多名多名““左左

手开发手开发、、右手试验右手试验””的斜的斜

杠青年应运而生杠青年应运而生。。

比如比如，，创新工作室的创新工作室的

小徐之前是一名软件开发小徐之前是一名软件开发

方面的方面的““小白小白””，，两年多两年多

来来，，通过师徒带教通过师徒带教、、与供与供

应商共同交流应商共同交流、、参与项目参与项目

锻炼锻炼，，他已成长为软件开他已成长为软件开

发的发的““大拿大拿””，，在试验室在试验室

网络化网络化、、数字化安全技防数字化安全技防

等方面自主开发了很多落等方面自主开发了很多落

地应用的软件地应用的软件，，还获得了还获得了

部门创新平台唯一的年度部门创新平台唯一的年度

创新达人奖创新达人奖。。

作 为 创 新 平 台 的 火作 为 创 新 平 台 的 火

种种，，ii··testtest 工作室的创新工作室的创新

模式和取得的成果激发了模式和取得的成果激发了

更多同事参与到创新工作更多同事参与到创新工作

中来中来。。20182018年年，，由工作室由工作室

倡导发起的上汽集团内的倡导发起的上汽集团内的

联合创新工作室联合创新工作室ii··TestTest群群

慧创新工作室揭牌慧创新工作室揭牌；；20202020

年年，，试验认证部成立了以试验认证部成立了以

ii··TestTest创新工作室为基础创新工作室为基础

的部门创新平台的部门创新平台，，形成了形成了

全员创新管理模式全员创新管理模式。。

夏连表示夏连表示，，工作室今工作室今

年将继续发挥工作室联合年将继续发挥工作室联合

部门创新平台的工作优部门创新平台的工作优

势势，，提高部门员工创新参提高部门员工创新参

与的广度与的广度。。同时同时，，工作室工作室

也将在试验技术开发方也将在试验技术开发方

面面，，更多强调开发的深更多强调开发的深

度度，，加快开发成果在技术加快开发成果在技术

中心项目中的落地应用和中心项目中的落地应用和

集团及行业内的产业化集团及行业内的产业化。。

记上汽乘用车i·Test创新工作室

以智慧匹配赋能智慧汽车

本报记者 林芸

这是一支发动机管理这是一支发动机管理

系统匹配系统匹配的的““部队部队””，，依托依托

INAINA（（Invent for ApplicaInvent for Applica--

tiontion，， Innovation WorkInnovation Work--

shopshop））工作工作室平台室平台，，以创以创

新开发新开发、、降本增效为目降本增效为目

标标，，致力于推进联合电子致力于推进联合电子

匹配部门的数字化产品开匹配部门的数字化产品开

发发，，仅仅20192019年就为企业提年就为企业提

升匹配效率达升匹配效率达77%%，，节约开节约开

发成本发成本 390390 万元万元。。成立于成立于

20192019 年年 22 月 的 联 合 电 子月 的 联 合 电 子

INAINA工作室近日被上汽集工作室近日被上汽集

团工会授予团工会授予20202020年年““上汽上汽

集团职工集团职工 （（劳模劳模）） 创新工创新工

作室作室””称号称号。。

““数字技术成就匹配数字技术成就匹配

艺术艺术，，智慧匹配赋能智慧智慧匹配赋能智慧

汽车汽车””是工作室的愿景是工作室的愿景。。

成立近两年来成立近两年来，，工作室在工作室在

动力总成匹配部智能匹配动力总成匹配部智能匹配

高级项目经理张光辉的带高级项目经理张光辉的带

领下领下，，已开展并完成了已开展并完成了

URCSURCS 远 程 匹 配 系 统远 程 匹 配 系 统 、、

UCAMUCAM试验自动化系统等试验自动化系统等

55项创新工作项创新工作，，硕果累累硕果累累。。

张光辉告诉记者张光辉告诉记者，，匹匹

配工作是将传感器配工作是将传感器、、执行执行

器器、、控制器搭载在整车控制器搭载在整车

上上，，让被控制对象进行正让被控制对象进行正

常工作常工作。。完美的匹配就是完美的匹配就是

让每一台发动机和每一辆让每一台发动机和每一辆

整车时刻都在最佳状态下整车时刻都在最佳状态下

工作工作，，工作室称之为工作室称之为““匹匹

配艺术配艺术””。。随着科技的发随着科技的发

展展，，传统的依赖匹配工程传统的依赖匹配工程

师进行人工标定试验师进行人工标定试验、、数数

据分析据分析、、手工优化的方式手工优化的方式

已无法满足汽车业发展要已无法满足汽车业发展要

求求，，亟待向智能化亟待向智能化、、智慧智慧

化转型化转型。。因此因此，，智慧匹配智慧匹配

就成了工作室日常工作的就成了工作室日常工作的

重点重点。。

““URCSURCS 远 程 匹 配 系远 程 匹 配 系

统统””是工作室开展的创新是工作室开展的创新

项目之一项目之一。。据介绍据介绍，，匹配匹配

工程师在日常工作中有大工程师在日常工作中有大

量时间花费在系统问题的量时间花费在系统问题的

售前售前、、售后解决上售后解决上。。对于对于

一个偶发的问题一个偶发的问题，，工程师工程师

经常需要出差几星期进行经常需要出差几星期进行

跟车试验跟车试验、、现象捕捉现象捕捉、、现现

场分析处理等场分析处理等，，这常常导这常常导

致其无暇处理所负责的其致其无暇处理所负责的其

他项目工作他项目工作，，从而延误项从而延误项

目进度目进度。。工作室经过分析工作室经过分析

和论证和论证，，决定开发远程匹决定开发远程匹

配系统配系统，，以实现测量实验以实现测量实验

和问题分析的远程化和问题分析的远程化。。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在项目推进过程中，，

团队曾碰到过一些困难团队曾碰到过一些困难，，

其中一项就是云平台搭建其中一项就是云平台搭建

的技术性问题的技术性问题。。由于由于INAINA

数字化工程师基本上都是数字化工程师基本上都是

从匹配工程师转型而来从匹配工程师转型而来，，

对云平台的技术相对陌对云平台的技术相对陌

生生。。大家从零出发大家从零出发，，埋头埋头

学习云组件的开发学习云组件的开发，，并向并向

公司流程与公司流程与ITIT、、网关网联网关网联

和大数据业务的专家学和大数据业务的专家学

习习，，迅速搭建起了远程匹迅速搭建起了远程匹

配的平台配的平台。。目前目前，，随着具随着具

体业务量的不断增加体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小小

伙伴们已能熟练地进行平伙伴们已能熟练地进行平

台的迭代升级和运维台的迭代升级和运维。。

张光辉表示张光辉表示，，目前该目前该

系统平台已经稳定运行了系统平台已经稳定运行了

一年半时间一年半时间，，现在每月大现在每月大

约有约有 50005000--60006000 小时的测小时的测

试实验数据会上传到云平试实验数据会上传到云平

台进行分析处理台进行分析处理，，大大节大大节

省了工程师出差进行问题省了工程师出差进行问题

调查的工作负荷调查的工作负荷，，有效保有效保

证了项目的正常推进证了项目的正常推进。。

““每周一堂数字课每周一堂数字课””

““匹配论坛谈匹配匹配论坛谈匹配”“”“匹配匹配

大讲堂大讲堂”“”“创新相对论创新相对论””

是工作室四个主要的四个是工作室四个主要的四个

活动品牌活动品牌。。

““每周一堂数字课每周一堂数字课””

由工作室动力总成数字化由工作室动力总成数字化

高级工程师朱泽伟牵头高级工程师朱泽伟牵头，，

聚焦汽车数字化技术聚焦汽车数字化技术，，提提

高工程师的数字化学习热高工程师的数字化学习热

情和工作中的案例挖掘能情和工作中的案例挖掘能

力力；；““匹配论坛谈匹配匹配论坛谈匹配””

聚焦具体的标定技术聚焦具体的标定技术，，由由

匹配工程师分享标定方匹配工程师分享标定方

法法、、规范规范，，旨在加大技术旨在加大技术

分享分享，，探讨相关模块之间探讨相关模块之间

的技术问题的技术问题，，探索智能化探索智能化

的标定方法的标定方法；；““匹配大讲匹配大讲

堂堂””会邀请部门和企业内会邀请部门和企业内

的专家分享新技术的专家分享新技术、、新产新产

品品、、新方向新方向，，旨在扩大工旨在扩大工

程师的知识广度程师的知识广度；；““创新创新

相对论相对论””是以匹配创新讨是以匹配创新讨

论为目标的头脑风暴会论为目标的头脑风暴会，，

主要从匹配方法主要从匹配方法、、匹配技匹配技

术等方面探讨匹配的未来术等方面探讨匹配的未来

需求和实现需求和实现。。

工作室成员之一工作室成员之一、、数数

字化工程师马春山在字化工程师马春山在20192019

年加入团队后年加入团队后，，经过数字经过数字

课的培训和匹配论坛的学课的培训和匹配论坛的学

习习，，在匹配技术和数字化在匹配技术和数字化

技术两个方面成长迅速技术两个方面成长迅速，，

目前已经独立开发了目前已经独立开发了 55 款款

数字化匹配工具数字化匹配工具。。马春山马春山

说说：：““在工作室这样一种在工作室这样一种

轻松的氛围中轻松的氛围中，，我不仅提我不仅提

高了技能高了技能，，同时也愿意将同时也愿意将

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进行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进行

交流和分享交流和分享。。””

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工作室力工作室力

争孵化出更多的数字化产争孵化出更多的数字化产

品品，，为联合电子的匹配业为联合电子的匹配业

务和软件业务添砖加瓦务和软件业务添砖加瓦。。

记联合电子INA工作室

首例试验技术

实现产业化

让试验工作

变被动为主动

减轻工程师

调查问题的负荷

在活动中提升技能

并乐于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