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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商管理专业到

销售职位，王斌完美实现

了跨界，从“零基础”的销

售新人成长为优秀的销

售员，销售额也由最初的

零销售一跃上升到 9000

多万元。

作为“零基础”的销

售新人，王斌主动向销售

科的老业务员请教，并多

次去生产一线向老师傅

请教铸造的生产流程、铸

造的关键技术，以及铸造

的长处和短板，以便在销售工作中有的放矢，更好地展示秦川铸造的

竞争力。

为了找到突破口，王斌深入研究风电供应配套的详细资料，参加相

关展会、分析风电行业形势, 通过对华北市场的详细了解，明确了突破

点就是风电齿轮箱铸件，且该行业属于高端铸件市场，又处在低谷期，

是秦川铸造进入这个行业非常好的机遇。

在他长期不懈的努力下，某公司派相关的技术和采购人员来铸造

厂考察，在第一次考察、第一次谈判的情况下就签订了采购合同，而且

还是出口欧洲的采购，2016 年形成批量供货，2017 年实现多件号、大

批量供货，在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铸造厂拓展国

际化市场做出了贡献。

“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这

是李佳昌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对企

业与自身关系的朴素阐释。多年

来，他总是超额完成任务指标。他

不断改进磨削方法、钻研专

业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很

多加工难度大的产品在他

手里迎刃而解。他不仅练就

出一身精湛技术，成为分厂

车间骨干，而且在青工中发

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埋头

苦干、不计个人得失”的精

神已经成为分厂的正能量

典范，诠释了当代国企职工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在公司研发10米数控

外圆磨床期间，李佳昌承担磨削工

作，他虚心请教，专研编程，在他的努

力配合下，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根 10

米大型丝杠的精外磨磨削工作终于

顺利完成了，并为新机床的改进提供

了可靠的技术参数。丝杠产品是轴类

零件，细长是产品的主要特点，随着

丝杠产业的不断扩大，高速重载丝杠

和异形丝杠的订单也不断增加，异型

螺母的加工因无专机而成了难题，困

难面前，李佳昌挑起这副担子，从芯

轴等工装夹具的改良到合理装夹，再

到保质磨削加工，他不断总结装夹方

法和加工经验，由最初的两三个人才

能完成的装夹到后来一个人完成，赢

得了很多老师傅的称赞，他改良的夹

具和起吊装夹方法使重载、异型等超

规格丝杠副螺母的加工难题得到解

决，为丝杠产业的发展完善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保证。

李育轩在工作中，认真梳理和

细分市场，针对不同的客户群采取

不同的销售策略，并跟进产品生产

销售计划完成进度；在市场服务

方面，加强了服务质量的

管理；同时认真组织销售

员进行机械加工知识、服

务技能技巧、产品交付流

程等方面的培训，使销售

员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不断

锻炼提高。

作为销售公司副总经

理兼无锡和上海公司经理，

在他的带领下，无锡公司的

销售额和市场份额连续攀

升，并连续闯入汉江工具销

售系统前三甲。他兼任的上海分公

司在去年也全面超额完成各项经济

指标。

面对严峻的销售市场形势，李

育轩和他的销售团队借助汉工近

年来刀具品质提升措施后的良好

影响，积极向中高端市场迈进，在

成功占领无锡汽轮机市场后，又

开拓了上海汽轮机市场，为上海

分公司 2016 年度实现 731 万元

的销售回款奠定了基础。他重视

并要求所有员工对客户的每一次

询价都要有“钉钉子”的精神，珍

惜机会并跟踪到底，从订单的签

订到刀具交付客户形成一套闭环

管理模式，确保汉工订单不流失。

正是由于其善于捕捉市场商机的

能力，最终拥有了战略客户近二百

家，为汉工产品扩大知名度及市场

份额做出了重大贡献。

雷宪自 2006 年进入汉江工具

工作以来，始终秉持敢于担当，善

于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

他管理的数控磨削中心从原

来的一台机床、一个人，发

展到现在的十台机床、三台

检测仪和十几人的团队，每

年为企业创造一千多万元

的产值。

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

雷宪和同事们大胆创新，为

用户量身定制出不同的加

工方法和检测标准，使公司

的产品既满足了用户需求，

又全面替代了进口。在高精

度叶根铣刀的加工上，他采

用新的加工方法，由原来的分段成

型铲磨的方法改进为整个轮廓插

补的生产工艺，提高了刀具加工时

的质量和稳定性，使生产效率提升

了 3—5 倍。他还不断拓展机床功

能，在原有铣刀的加工基础上，先

后开发了轴向成型类铣刀、小模数

滚刀插齿刀、矩形和花键塞规，圆

形以及方形推刀在该机床上的生

产加工，并且参与研发的小模数螺

旋拉刀还成功地获得了国家专利。

某重点客户提出高精轮槽铣刀

要以铣代磨，为了抢战市场先机，他

对每道工序进行检查改进，并建议

将此刀具由原来的结构改为对焊合

金的结构，成功研发交用户试用后

效果非常理想，使用改进后的刀具

一次修磨就可以加工 140 件，使加

工效率提高 2 至 3 倍，且合格率为

百分之百。

迎接挑战，将手头的工作干

到最好是魏金亮的鲜明特点。在

配合安装调试公司新购进设备

TJK6916-3-8 数控落地镗床时，由

于在使用中多次出现故障，

厂家未能根本解决，魏金亮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业

余时间查阅大量资料，学习

液压元件原理，通过更换为

电磁阀后，解决了困扰多年

的机床换挡脱挡故障。

在公司承接MJXJ 卧式

铆接机后，需要加工几项大

型关键高精度零件。由于受

技术精度要求，工装、刀具等

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正常生

产需求。他通过自制简易工装、改制

刀具等方法逐一解决，为公司节省

了近 5 万元的加工成本，争取了成

套时间。在加工该产品另一关键零

件——大型铸钢头尾架主轴体壳过

程中，由于设计更改，要增加一处型

腔大圆弧相惯φ100 直径孔，魏金

亮自己做工艺支撑，修磨特殊几何

角度钻头，又自制消耗前支撑导套，

完成此孔加工至尺寸要求，填补了

公司大型高精度零件加工的空白。

在 试 制SK7732×15-30-103

零件时，因工装设计图纸较为复杂，

而该零件又超出了落地镗现有刀具

最大镗削规格，在无工装夹具的情

况下，他又一次改制大孔径镗刀，自

磨调整改制双刃切削镗刀，轻松去

除大余量，以优于立车加工精度的

零件交付装配，而且比立式车床加

工同类型零件周期有了大幅缩短。

魏松海从事技术工作 34 年，由

他独立或参与开发的新产品每年可

形成两千多万元的产值，并获得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七项。

随着电力产品市场的

国际化，公司根据市场需

求引入精细化管理模式。为

此，魏松海带领技术人员经

过半年多持续的精细化督

导、参与、跟进，使SF6 密度

表一次交检合格率提高两

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

根据市场需求，公司决

定将SF6表的精度由1.6级

提升到 1.0 级，魏松海作为

项目技术负责人，带领项目

组成员对该产品的零部件进行了逐

一分析诊断，找出了影响产品精度

的核心零部件，并提出了具体的精

度升级及产品性能改进完善方设计

案，经过努力，如期完成目标。SF6

表精度提升后，不仅产品品质得到

提升，装调效率和产品一次交验合

格率也大幅提升。

去年，国外某客户要求公司 3

个月内完成 21 种新产品样品交付，

魏松海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主动

承担起难度最大的微动开关型SF6

密度开关。研发试制中，由于接线端

子在国内没有相应的配套厂家，他

就自己设计、试制样品；为了解决

波纹管的焊接，他又大胆创新，对波

纹管的尺寸重新计算并设计简易夹

具、反复调整试验焊接机参数，在解

决多项技术难题后，如期将合格样

品交付用户。

“肯钻研、业务精，重

细节”是大家对张国辉

的评价。他主持开发了

YK75200 数控内齿轮磨

齿机、YKS7225 高效数

控蜗杆砂轮磨齿机，并先

后参与了成形砂轮磨齿

机、蜗杆砂轮磨齿机、叶

片磨床及专机的部件设

计工作。

在参与国家重大专项

高速、精密、大型数控圆柱

齿轮磨齿机项目时，张国

辉主持完成了YK75200 数控内齿轮磨齿机的开发工作，该机床主要用

于风电、矿山、船舶等行业精密内齿轮的磨削加工，填补了国内空白，打

破了国外在大规格内齿轮磨齿机领域的垄断地位。

他主持开发的高效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产品YKS7225，采用了全

新的双工件主轴结构和高精度双主轴直接驱动技术、多头蜗杆砂轮磨削

和修整技术、砂轮不停机自动对刀等新技术，使机床的精度和效率得到

了大幅提升。为了将产品更好推向市场，他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对产品进

行持续改进，同时，配合销售对用户进行拜访，并同用户进行技术交流、

沟通，对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最终打消了用户的顾虑，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屡获订单，使公司产品进入批量化生产，截至目前，已为公

司累计创造产值 1.5 亿多元。

双创点燃活力   实干成就梦想
2017 年度集团公司劳动模范事迹简介

李佳昌  汉江机床丝杠厂精外磨工 李育轩  汉江工具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雷宪  汉江工具铣削刀具分厂数控工段长 魏松海  秦川宝仪首席工程师

魏金亮  汉江机床大件车间镗工

张国辉  秦川技术研究院齿轮磨床研究所设计员 王斌  秦川铸造销售员

赵智涛是宝鸡机床最年轻的

钳工高级技师，主要承担公司CK

机床和新产品机床的试制装配等

工作。

他先后参与承担国

家 重 大 专 项CK7516GS

高 精 度 数 控 车 床 和

BM63150C 车削中心等

机床的试制和装配任务；完

成了CK4363曲轴车、轮毂自

动加工生产线、CK7620P柔

性 加 工 单 元、BDVL28

立式轮毂车等新产品试

制装配任务；2013 年他

经过多次试验，圆满解决

了国家重大专项机床Z

轴丝杠重复定位精度超差问题，

他创造的“BMW63150X 数控车

床Z 轴丝杠装配操作法”被命名

为“陕西省职工先进操作法”。

公司自实行GB2007 精度检

验标准以来，CK 机床精度的交

检增加了G7/G8（俯仰、偏摆）项，

成了制约车间产品质量的一大难

点，为了攻克这一质量难题，车

间成立了以赵智涛为首的攻关小

组，并将G7/G8 项的解决列入车

间质量攻关课题。接到任务后，赵

智涛带领攻关小组成员经过认真

分析、仔细研究、反复摸索、不断

总结，通过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终

于掌握了规律，给上道工序提供

了准确的加工数据，按要求彻底

解决了问题，使G7/G8 项精度稳

定达到了国标要求。

赵智涛  宝鸡机床CK 总装钳工班班长

郑晓军负责零件公司供陕汽汉

德车轿汽车零部加工和德国压力

机的装配工序。在压力机装配过程

中，他发现多处加工问题并给予解

决，使客户对该产品的交检

率非常满意；在装配哈格公

司产品刀柄及小轴系列工

作中，他想方设法提高了该

产品的合格率，受到德国用

户的好评；他善于钻研，在

承担公司大部分新产品样

件钳工序试加工任务，以及

工装夹具、量具加工装配调

试及维修过程中，对实用动

力接头工装的制作不断跟

踪改进，解决了多项加工难

题，提高了产品的合格率以及工装

体的生产寿命。

近年来，郑晓军先后制作各类

工装及钻模夹具 20 多种，累计完

成小改小革、合理化建议等经济创

新成果 10 多项，采用率达 85%，为

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10 多万元，多

次获得公司技术革新成果“技术革

新成果奖励”。特别是陕汽产品加

强板气动工装的创新，由于装卸方

便，定位准确，投入使用后均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使生产销量大幅度

提高。

正是凭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他装配的压力机、工装夹具、量

具，交检合格率 100%，废品率一直

控制在 0.01% 以下，个人三项指

标一直名列本工种前茅，先后六年

被评为公司先进个人、质量信得过

个人。

郑晓军  宝鸡机床零件公司钳工班长

王 亚 辉 一 直 从 事

VTM180 和VTM260 车 铣

复合加工中心的操作与编程

工作。他刻苦钻研设备操作

与编程，逐步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操作

工。近3年来，他通过自己的

创造性工作，为车间创造了

800多万元的销售收入。他

还积极参与海工平台等重要

项目的降本增效、瓶颈工序

攻关等工作。

在某项目低速齿轮的

加工中，他不断优化装夹校正、加工程序、切削参数，精车工序从最初

的 12 小时最终稳定在 3.5 小时，仅此一项提高生产效率高达 67%，为

车间创造了至少 200 万元的销售收入。在公司为顺利进入某“三航两

机”项目中，王亚辉进行了刀具选择和刀具改造，不仅提高了加工效率

并且避免了加工薄壁零件所产生的共振，保证了工件的表面质量和尺

寸要求。目前零件加工工艺成熟稳定，从首件 24 天加工周期缩短至目

前的 8 天，并已形成了小批量生产，为车间创造了每年至少 400 余万

元的销售收入；在承接海洋升降平台齿轮减速机项目中，王亚辉不断

调整加工参数，解决了行星架三等分孔位置度的加工难题，保证了零

件按期交付；在加工 8 牙齿轮轴中，他积极改进工装，从以前单件 8 小

时到改进后单件 2 小时。

王亚辉  集团本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操作工

作为一名年轻的电气技术员，

刘平勇挑重担，在其担负的技术工

作中，勇于创新，敢于实践。

刘平承担公司较为复杂的立

式加工中心系列和CK 系

列的西门子系统、三菱系

统两大系列产品电气设

计和现场调试任务。这两

种系统因为更新升级快，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不断

学习，当有该类系统的特

殊订货时，刘平主动加班

加点完成设计和调试任

务，遇到困难想方设法通

过各种渠道将问题及时解

决。在新产品的调试中，

BMC500T 五轴机床的C 轴旋转

后负载过大报警，他认真分析后

认为，机械装配的编码器检测距

离不合适是引起此问题的主要原

因，后经机械装配件的配磨和调

整编码器的检测距离，使此问题

得到解决。

在宝鸡机床制定的提升产品质

量、降本增效“铁拳行动”中，刘平

对立加系列机床电气走线进行规

范，并下发了规范资料，提升了宝

鸡机床立加类产品电气走线的外

观。在智能制造方面，他独立完成

智能监控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和

调试，为宝鸡机床在产品向智能制

造方面增添了亮点。对售后提出的

问题，他认真分析，积极在车间进

行现场测试，然后将测试结果发至

用户和售后，为产品功能的使用提

供了可靠的保障。

刘平  宝鸡机床机床研究所电气技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