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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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首创国内首创、、模拟人类模拟人类

动作动作、、低成本低成本、、节约金额节约金额

128128 万元……在上汽通用万元……在上汽通用

五菱青岛分公司内五菱青岛分公司内，，一辆一辆

由青岛整车工厂创意孵化由青岛整车工厂创意孵化

工作室自主研发的无人驾工作室自主研发的无人驾

驶拖车正在作业驶拖车正在作业，，切实解切实解

决了物流区域的难点和痛决了物流区域的难点和痛

点点。。该无人驾驶拖车与该无人驾驶拖车与

EE100100 无人物流车无人物流车、、AGVAGV

（（自 动 导 引 运 输 车自 动 导 引 运 输 车）） 一一

起起，，成为企业智慧无人物成为企业智慧无人物

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企业落实智能制造在企业落实智能制造

的进程中的进程中，，工作室以降本工作室以降本

增效为目标增效为目标，，在智能化在智能化、、

机器代人机器代人、、绿色环保绿色环保、、大大

数据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数据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

绩绩。。20202020年年，，工作室完成工作室完成

改善项目改善项目 745745 项项 （（其中其中，，

创新项目创新项目119119项项），），为企业为企业

节 约 金 额节 约 金 额 23022302..8585 万 元万 元 ，，

减少生产线员工减少生产线员工1717人人。。工工

作室日前被上汽集团工会作室日前被上汽集团工会

授予了授予了20202020年年““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职工职工 （（劳模劳模）） 创新工作创新工作

室室””称号称号。。

工作室领衔人周小川工作室领衔人周小川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无人驾驶拖车无人驾驶拖车

项目是青岛分公司开展的项目是青岛分公司开展的

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

““该项目开展之前该项目开展之前，，

工作室一直在推进公司的工作室一直在推进公司的

其他智能制造项目其他智能制造项目。。我们我们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发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发现，，

物流区域的痛点物流区域的痛点、、难点是难点是

最多的最多的，，也是最为复杂也是最为复杂

的的：：外包工多外包工多、、成本高成本高、、

不易管理不易管理；；总装车间较拥总装车间较拥

挤挤，，兼容车型多兼容车型多，，物料存物料存

放空间受限放空间受限；；物流通道繁物流通道繁

忙忙，，容易堵塞……于是容易堵塞……于是，，

我们就开始研究无人物我们就开始研究无人物

流流，，AGVAGV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研究方向研究方向。。但是但是，，AGVAGV一一

般只用于室内平整路面般只用于室内平整路面，，

如车间内如车间内，，物流可以用物流可以用

AGVAGV 替代人工替代人工，，但在室但在室

外外，，路面差异大路面差异大、、雨雪积雨雪积

水等问题无法避免水等问题无法避免，，这些这些

都是无人物流的拦路虎都是无人物流的拦路虎。。””

在借鉴柳州总部宝骏在借鉴柳州总部宝骏

EE100100生产线的无人化改造生产线的无人化改造

方案后方案后，，工作室决定在电工作室决定在电

动拖车基础上进行无人化动拖车基础上进行无人化

改造改造。。依靠团队自主研发依靠团队自主研发

AGVAGV的经验的经验，，项目初期进项目初期进

行得较顺利行得较顺利。。然而然而，，当无当无

人拖车组装完成后人拖车组装完成后，，它却它却

变得变得““不听话不听话””了了，，不是不是

起步太猛起步太猛，，就是起步太就是起步太

慢慢，，抑或是速度严重超出抑或是速度严重超出

设定参数设定参数，，行进过程中也行进过程中也

是走一步停一步……是走一步停一步……

““会不会是研究方向会不会是研究方向

错了错了？？我们最初是想让机我们最初是想让机

器代替人来实现无人驾器代替人来实现无人驾

驶驶，，那么机器和人的区别那么机器和人的区别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一堆堆研发一堆堆研发

AGVAGV时从未碰到过的难题时从未碰到过的难题

接踵而至接踵而至，，让团队陷入困让团队陷入困

境境。。为了化解这些难题为了化解这些难题，，

团队还请来电动拖车驾驶团队还请来电动拖车驾驶

员员，，请教拖车驾驶技巧请教拖车驾驶技巧，，

了解电动拖车的了解电动拖车的““脾气脾气””。。

经 过 一 点 点 摸 索 验经 过 一 点 点 摸 索 验

证证，，团队终于找到了机器团队终于找到了机器

代替人工驾驶的方法代替人工驾驶的方法，，把把

““慢性子慢性子””的油门的油门、、刹车刹车

和和““急性子急性子””的转向糅合的转向糅合

在一起在一起，，通过借鉴经验数通过借鉴经验数

据和各种算法据和各种算法，，写出了独写出了独

特的控制算法特的控制算法。。““当无人当无人

拖车平稳运行在线路上拖车平稳运行在线路上

时时，，我知道我知道，，团队在技术团队在技术

水平水平、、承压能力承压能力、、学习能学习能

力力、、应变能力上又迈上了应变能力上又迈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一个新的台阶。。””周小川周小川

说说。。

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工作室自成立以来，，

一直秉持一直秉持““以练代培以练代培””的的

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理念，，组织了多组织了多

次技术技能竞赛次技术技能竞赛，，在项目在项目

实战中培养人才实战中培养人才，，目前已目前已

累计培养技术人员累计培养技术人员 3636 人人、、

技能人员技能人员6262人人。。

周小川向记者介绍了周小川向记者介绍了

一位大学刚毕业加入团队一位大学刚毕业加入团队

的新员工薛岸圣的新员工薛岸圣。。““他学他学

的是自动化专业的是自动化专业，，刚进公刚进公

司时非常迷茫司时非常迷茫，，我们针对我们针对

他的情况制订了培养计他的情况制订了培养计

划划：：派导师带着他学完基派导师带着他学完基

本电控结构知识后本电控结构知识后，，让他让他

加入无人拖车团队加入无人拖车团队，，安排安排

他为无人拖车编写传感器他为无人拖车编写传感器

的说明书的说明书。。项目完成后项目完成后，，

他对无人拖车的控制框他对无人拖车的控制框

架架、、各种传感器的使用都各种传感器的使用都

有了深入了解有了深入了解，，也学会了也学会了

面对新事物面对新事物、、新技术新技术 （（如如

新传感器新传感器））如何入手如何入手。。””

经过无人拖车项目的经过无人拖车项目的

锻炼锻炼，，薛岸圣已成长为一薛岸圣已成长为一

名合格的设备工程师名合格的设备工程师，，现现

已能够独立负责一些改善已能够独立负责一些改善

项目项目。。

““我们希望将工作室我们希望将工作室

打造成为服务型创新工作打造成为服务型创新工作

室室，，通过服务生产通过服务生产、、服务服务

项目项目、、服务设备服务设备、、服务人服务人

才来帮助企业实现建设智才来帮助企业实现建设智

能化能化、、无人化无人化、、绿色精益绿色精益

工厂的目标工厂的目标。。””周小川说周小川说。。

记上汽通用五菱青岛整车工厂创意孵化工作室

这里有一群守护设备、攻关创新的“老杆子”

本报记者 林芸

本报通讯员 刘敏

南京话里的南京话里的““老杆老杆

子子””有多种含义有多种含义，，但该词但该词

在南京汇众却只有一个含在南京汇众却只有一个含

义义，，那就是对守护设备有那就是对守护设备有

点点““偏执偏执””的人群的统的人群的统

称称。。这群这群““老杆子老杆子””活跃活跃

于南京汇众创新工作室已于南京汇众创新工作室已

有近有近44年半之久年半之久。。

在工作室带头人在工作室带头人、、资资

深技师林世强的带领下深技师林世强的带领下，，

团队以解决生产过程中设团队以解决生产过程中设

备遇到的难点备遇到的难点、、重点及瓶重点及瓶

颈问题为中心颈问题为中心，，以人才技以人才技

能提升能提升、、设备自主维护改设备自主维护改

善为基本点善为基本点，，仅去年一年仅去年一年

年就完成了年就完成了1313项现场改善项现场改善

QCQC 结题结题、、1010 项自修推广项自修推广

项目项目，，攻克了攻克了 33 项项““老大老大

难难””项目项目，，日前被上汽集日前被上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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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过程中维修过程中““蹿蹿””出出

来的金点子来的金点子，，不经意间成不经意间成

就了工作室的创新之作就了工作室的创新之作。。

““近两年来近两年来，，我们不断从我们不断从

维修过程中挖掘改造创新维修过程中挖掘改造创新

点点，，其中的不少点子都很其中的不少点子都很

贴近实际需求贴近实际需求。。””林世强林世强

说说，，““去年去年，，我们从近年我们从近年

来维修痛点经验中总结开来维修痛点经验中总结开

发出一款自主研制的第一发出一款自主研制的第一

代极简型焊接清枪机构代极简型焊接清枪机构，，

现已完成了现已完成了 77 套机构的自套机构的自

制和投用制和投用，，未发生过设备未发生过设备

故障故障，，并且仍在不断地优并且仍在不断地优

化结构化结构、、完善功能完善功能。。占据占据

设备故障排行榜多年的清设备故障排行榜多年的清

枪机构故障终于消失了枪机构故障终于消失了。。””

据介绍据介绍，，南京汇众焊南京汇众焊

接车间拥有焊接清枪机构接车间拥有焊接清枪机构

153153台台，，使用年限均在使用年限均在55年年

以上以上，，设备故障率较高设备故障率较高。。

这些清枪机构均为原装进这些清枪机构均为原装进

口产品口产品，，每套价格在每套价格在 44..88

万元左右万元左右，，备件费用及维备件费用及维

护保养投入较高护保养投入较高。。加之清加之清

枪机构结构紧凑枪机构结构紧凑，，喷油嘴喷油嘴

与焊渣铰刀位置较近与焊渣铰刀位置较近，，成成

了最常见的了最常见的 TPMTPM 污染源污染源

及清洁困难设备及清洁困难设备。。

工作室成员联合现场工作室成员联合现场

班组长班组长，，从设备机构功能从设备机构功能

开始研究开始研究，，并结合日常生并结合日常生

产中的痛点产中的痛点，，着手自主设着手自主设

计研发了一款极简型焊接计研发了一款极简型焊接

清枪机构清枪机构，，采用的元件均采用的元件均

为国产通用型号为国产通用型号，，成品不成品不

仅能等效替代原设备功仅能等效替代原设备功

能能，，成本还不到进口产品成本还不到进口产品

的的 1010%%，，设备故障诊修时设备故障诊修时

间也下降了间也下降了 7575%%以上以上，，更更

便于现场进行清洁维护便于现场进行清洁维护。。

在使用效果跟踪过程在使用效果跟踪过程

中中，，工作室成员发现焊枪工作室成员发现焊枪

枪颈存在会与铰刀碰撞导枪颈存在会与铰刀碰撞导

致变形的问题致变形的问题，，工作室技工作室技

师朱太云与生产班组长张师朱太云与生产班组长张

恒反复琢磨焊枪恒反复琢磨焊枪，，通过在通过在

原有基础上增加焊枪喷嘴原有基础上增加焊枪喷嘴

导向套导向套，，成功解决了这一成功解决了这一

问题问题。。

日常工作中日常工作中，，部门经部门经

理理、、主管设备工程师会经主管设备工程师会经

常为工作室的常为工作室的““老杆子老杆子””

们进行进阶培训们进行进阶培训，，而而““老老

杆子杆子””们日积月累的经验们日积月累的经验

也形成了丰富的培训素也形成了丰富的培训素

材材，，用于进行用于进行““传帮带传帮带””。。

20192019年年底年年底，，工作室工作室

开始带教生产班组成员开始带教生产班组成员，，

第一批带教第一批带教 55 名班组长名班组长，，

通过结构分解及工作原理通过结构分解及工作原理

的讲解的讲解，，让他们熟知自己让他们熟知自己

的设备的设备。。

通过与工作室成员进通过与工作室成员进

行深入接触行深入接触，，相互交流学相互交流学

习机器人结构习机器人结构，，张恒不仅张恒不仅

解决了设备夹具信号调整解决了设备夹具信号调整

问题问题，，同时对设备信号联同时对设备信号联

锁锁、、网络通讯架构网络通讯架构，，以及以及

销钉枪故障的解决等也都销钉枪故障的解决等也都

了然于心了然于心，，现在已经能够现在已经能够

带教班组工位员工自行处带教班组工位员工自行处

理夹具定位问题及进行小理夹具定位问题及进行小

型设备故障的自主维修型设备故障的自主维修。。

20202020年年，，机修班组新机修班组新

员工吕彬彬通过师徒带员工吕彬彬通过师徒带

教教、、上岗考核等方式上岗考核等方式，，不不

仅独自完成了新项目模块仅独自完成了新项目模块

装配线体的故障排除装配线体的故障排除，，更更

成为四条线体拧紧自动化成为四条线体拧紧自动化

改善项目的重要参与人之改善项目的重要参与人之

一一，，在不断提升自身技能在不断提升自身技能

的同时的同时，，他也让工作室他也让工作室

““赋能于人赋能于人””的观念更加的观念更加

深入人心深入人心。。

面对崭新的面对崭新的 20212021 年年，，

工作室成员有了更多的思工作室成员有了更多的思

考和业务钻研方向考和业务钻研方向。。林世林世

强告诉记者强告诉记者，，新的一年新的一年

里里，，工作室将会增加对陌工作室将会增加对陌

生领域设备的探索生领域设备的探索，，提升提升

维护技能维护技能，，同时加大带教同时加大带教

范围范围，，延伸至产线班组延伸至产线班组

长长，，重点落在设备故障排重点落在设备故障排

查能力提升查能力提升、、自修率提自修率提

高高、、视觉及自动检测技术视觉及自动检测技术

应用应用、、生产现场改善方案生产现场改善方案

设计等进阶内容设计等进阶内容，，让让““老老

杆子杆子””精神不只局限在一精神不只局限在一

间小小的工作室里间小小的工作室里，，而是而是

扎根于企业发展的各个板扎根于企业发展的各个板

块中块中。。

记上汽南京汇众创新工作室

国内首创

无人驾驶拖车

“以练代培”

培养人才

让清枪机构故障

从此消失

“老杆子”精神的

传承与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