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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改、革新是勤俭节约的重要体现，也是促使“中国制造”强筋健骨、提质增效、形成竞争新

优势的必要之举，更是改善供给和扩大需求的重要举措，是当务之急、长远大计。

一项小技改可以解决企业的大难题；一项小技改每年能为企业节省数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一项

小技改不但使产能得到提升，还能带活整个行业。小技改小中见大，既是班组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又体现了职工的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今日，本报选取5位在技改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技改达人进行报道，以飨读者。

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小技改

在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张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作为全国机
械行业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和技改达人，他既不承担具体生产任务，也不需
要按时上下班。企业只要求他做一件事：让“奇思妙想”自由迸发，为企业
发明创造。

工作30年来，张戟累计提出、参与技术创新改进600余项。他在生产一
线发现：产品在运转一段时间后由于震动造成的螺栓松动，会直接影响到
整机或工程的性能和质量。

“设备运行过程中，50%以上的问题都是因为紧固件松动。”张戟说。
“螺丝为什么一定会松？有没有永远不会松的螺丝？”张戟提出了质疑。

他开始寻找理想的紧固件。他发现，美国航天飞机采用了一种叫作“施必
牢防松螺母”的零部件。这种螺母可以将螺母与螺栓之间的点接触变为面
接触，使每一个接触面都能较均匀受力，从而起到防松的效果。

张戟如获至宝，赶紧和工作室成员在企业里大力推广，终于将该螺母
成功应用在陕鼓透平机械上，提高了产品的安全系数。

“创新有时得跳出经验之谈。”在张戟看来，创意的火花要想迸发出来，
首先必须摆脱思维定式，但这也是创新最困难的地方。

偶尔使用电焊机的张戟，总是能在焊接工件时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尘味

道。“搞电焊的，哪能不吸点儿烟？”许多老焊工对
此不以为意，可张戟一查，发现长期接触烟尘的电
焊工患尘肺病的风险很高，这是一种只可预防不可治
愈的职业病。

通过研究，张戟发现关键是要改善电焊工作业时的
环境。按照这一思路，他在电焊面罩上连接了一台小风
机和一个呼吸面具，让电焊工直接呼吸到新鲜空气。

“知识就是工具。”这是张戟的认识。他用无人机上的图
像传输设备、运动摄影里的摄像机和航模上的电池，创造了
微型小机器人，让它进入大型设备中，通过实时图像完整清晰地
记录下设备内部情况，帮助完成一些复杂的检查工作；他从医用
胃镜上获得灵感：“医生检查病人胃部不需要开膛破肚，那我们检
查设备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经过改良，他设计出了TRT
叶片检查内窥镜，大幅提升了工人维护设备的效率。

最近，一项半导体温差发电项目又进入了张戟的视野……
对于这份脑力工作，张戟充满热情：“它虽然让我废寝忘食，但一点都

谈不上苦。”

张戟【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奇思妙想”创出技改600余项

“随着我国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对航天发动机的性能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高比冲、高稳定性、高可靠性是现阶段我们首要攻克的难
题。这决定了发动机各零部组件的加工制造工艺难度也在不断提
升，我国航天企业的装备条件不可能全面满足制造的要求，尤其是针
对发动机关键部位加工设备的引进受到了国外限制。”西安航天发动
机有限公司特级技师岳敏说。

某型号发动机主要应用于上面级，是保障卫星发射精准入轨的
最后环节，决定了发射任务的最终成败。推力室身部内壁是该发动
机中的重要零件，此零件型面结构复杂，外型面分布数条“三变”螺旋
槽（变螺距、变槽宽、变槽深）。对此类结构的加工技术，国内尚无类
似加工方法可以借鉴。

“这是该型号发动机研制的瓶颈，必须攻克它！”岳敏说。
为解决该加工难题，岳敏带领刘赫、姚波、王建刚，利用现有资

源，从三方面入手，在机床、工装、刀具上进行一系列创新改进——提
升设备能力，实现大幅度旋转运动，满足产品设计生产要求。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岳敏领衔的这项技改攻克了加工技术瓶
颈，提升了加工能力，实现了通用机床代替专用机床，节省设备和刀
具费用600余万元。

这次技改突破了嫦娥四号、长征五号等火箭发动机燃烧室关键
件研制受国外制约的困境，提高了上面级发动机的性能和可靠
性，为北斗卫星全球组网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某新型号推力室
类似零件的加工开辟了道路，实现了大推力发动机复杂型面
螺旋槽内壁的五轴联动精密加工，为载人航天工程、探月
工程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这项技改不仅提高了机床加工效率，大幅
度减少加工时间，还提高了工件加工质量，较小的冲击使
得加工更加平稳、易于提高加工精度，平稳的加工增加了
刀具的使用寿命，改进加工效果提高了表面粗糙度。

“到目前为止，交付的产品始终保持着 100%的合
格率，实现经济效益900余万元。”岳敏自豪地说。

202厂房焊接班的角落里曾尘封着一台其貌不扬却
价值不菲，堪称航空工业陕飞公司当前最先进的焊接设
备——筒体自动纵缝焊机（简称纵缝焊）。用它加工导管产
品，焊接速度快、产品质量稳定、焊缝均匀美观，只是这“家
伙”耗费的生产准备时间太长，工装安装、零件定位，折腾下
来，比手工焊接还要慢。

焊接班的工友们感叹：“空有绝技却无用武之地。”久而
久之，这个花费120余万元采购的设备就被闲置起来，直到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航空工业陕飞公司钳工高级技师
黄卫的到来。

“这不是暴殄天物么？”身材不高、精力充沛的黄卫来到
纵缝焊旁，这里摸摸，那里看看，绕着纵缝焊转了一圈又一
圈，随后认真地将纵缝焊里里外外清洗干净。

在他眼中，这可是个宝贝疙瘩。先进设备闲置不用，他
是看在眼中疼在心里。虽然不是焊工岗位，但论起小改小

革、技能创新，可都是他的看家本领。
“一定要征服它。”黄卫说。
他带领技术攻关小组大胆创新，设计出一套独立的自

动导正、送料装置，与现有焊接设备联动，改变原有的焊接
运动方式，让焊枪不动，导管相对焊枪运动。这样，既能自
动完成导管对缝及定位，又能同时实现自动送料，达到降低
劳动强度，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目的。

只是，纵缝焊并不好“降服”。经过多次失败-改进-失
败-改进后，最终解决了纵缝焊机装夹定位技术难题，让纵
缝焊重新“焕发青春”。

再后来，他们的数控编程和电气化辅助系统又横空出
世，让纵缝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数控操作自动化焊接生
产，加工效率提升了 18倍以上，也填补了航空制造行业薄
壁、长、小直径导管零件自动焊接方面的空白，真正成了宝
贝疙瘩，在飞机制造中发挥了大作用。

黄卫【航空工业陕飞公司】

让自动纵缝焊机“焕发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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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 世 界 勤 俭 日（World
Thrift Day），最早是在1924年举办的第

一届国际储蓄银行大会上由意大利教授
Filippo Ravizza提出并最终于2006年由联

合国确立。该节日的确立旨在号召人们勤
俭节约，以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危机，
进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为国
人所提倡。贤哲伟人推崇它，那是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现代文明推崇它，那是对有限资源的珍
视，对过度消费的抵制。社会要进步，国
家要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资源的消

耗，但这一切，更离不开人们的勤
俭。 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

提高，浪费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各种资源日益枯竭，节能迫在

眉睫。

世界勤俭日

■新闻背景■

“电工这活儿其实挺有意思的，你要掌控好它，
就跟做游戏一样，我爱电工这活儿。”这是陕西汽车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青刚创新工作室负责人、电工
高技能人才卓越联盟秘书长、“电工教头”李青刚挂
在嘴边的话。

他不是科班出身，却自学成才，在工作中不断创新
改善，实操培训职工百余人次，带队参加国家、省、市各
类职业技能大赛屡次获奖，带出徒弟 7人。他把维修
电工这个平凡的岗位当成自己的事业来经营，被同事
们亲切地称为“设备医生”。

电气故障、程序故障难以真实模拟，但新人培训怎
么办？

李青刚聚集集体智慧，把电气控制中涉及的大部分
电气元件（中间继电器、三菱、空气开关等）都用上了，将
这些有机结合起来，自主研制了“电气综合自动化控制
实训装置”，最终实现了涂装车间电气现场的模拟。

这套装置不仅能将车间全部电气故障、PLC程序故

障完美模拟，
使“难题”“顽疾”
类故障能够被反复研讨，
并量身定制排除方案，降
低设备故障停机时间，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真正给徒弟们创造了动手机会，使现场不能完
成的培训项目在实训台实现，为他们快速成长为本
岗位的行家里手，打牢坚实基础。”李青刚说。

近年来，他带领的TPM精英团队
对设备使用中存在的设计缺陷、安全
隐患，不断进行方案策划、设计及实
施，实现自主创新。已累计完成各类
创新改善成果 46项，每年为分厂节约
设备备件资金 136万余元。节约委外
技改资金 24万元，减少了影响生产停
线时间，保障了公司高产期设备的正
常运行。

“油井放空时间长，污油排放量多，清理回收成本
高，伴生气含量大且安全风险高。”和师傅给油井换盘
根的景象，深深地扎在了刚上班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公司采油工、发明达人——侯宁的
脑海里。

怎么才能不需放空、杜绝污油排放、降低安全风险？
侯宁一有时间就细心揣摩、仔细钻研，反复计算和实验。

历时 2年，他终于改掉了传统光杆密封器的缺点，研
制出了一款高压双级光杆密封器。后又经过 10余次改
进，基本满足油田机采油井复杂环境条件下的使用。
2004年开始在长庆油田广泛推广。

这款改进光杆密封器在更换盘根时不需放空，可调
整抽油井光杆的最佳对中位置，极大延长了盘根的使用
时间，是普通光杆密封器使用时间的10倍，更换时间也由

以前的 3 小时缩短至 5 分
钟，基本杜绝了更换盘根时
的污油排放，节约了油井的
生产成本，提高了
开井效率，减少了

环境污染，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安全风险。
目前，这款光杆密封器经过多年不断完善，已在长庆

油田 6000多口油井上安装使用，仅此一项，每年因更换盘
根可减少排放含水污油约43200立方米，延长6000口油井
开井时间 10天，节约油井盘根 120000个，减少污油回收
4320台车次，为长庆油田节约生产成本1500万元以上。

有了第一次成功经验后，侯宁的小发明、小改革就不
断涌现。2003年，调到王南作业区工作的侯宁提出优化
王南作业区伴生气供气流程方案，实施后不但节约了燃
料费用，同时年可为轻烃厂净增收伴生气 113.88万立方
米，增产轻油产量 1005吨，液化气产量 102吨，目前已累
计产生经济效益4574.5万元……

侯宁凭借着不断创造发明的技术绝活，成为长庆油
田采油一厂众所周知的发明达人。在生产现场，小到螺
丝、闸门，大到抽油机、加热炉、输油泵，还有站内的门
锁、打印机、配电柜等等，啥毛病都逃不过他的双手。19
年来，他所修理过或改进的再利用废旧物品足足可以堆
满 10间库房，光技术革新成果在现场推广应用的就有
23项，其中获国家专利 2项，正在申报专利 3项，为企业
节约生产成本数千万元。

侯宁【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

换盘根由3小时缩至5分钟 李青刚【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保障电力安全的“设备医生”

岳敏【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

技改助力北斗卫星全球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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