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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评为野工人先锋岗冶遥

卜庆伟 2006 年进入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
司工作袁一开始他从事钻床工作袁期间袁经过卜
庆伟的自学努力袁利用 2 年的时间袁熟练掌握了
数控粗车尧油压机整形等岗位操作技能袁目前已
考取公司多项岗位 A 级工袁 已拥有数控车床中
级工尧高级工技术等级资格遥
在冷锻机项目成熟后袁 卜庆伟专门负责新
品项目的加工遥 通过自身努力袁卜庆伟已经被公
司纳入蓝领工人队伍袁 并且在近期的评选活动

车间在生产过程中袁常常要配合生产尧质量
部门做相关的设备尧过程尧量/检具能力的研究袁
这既是客户/体系文件的要求袁也更有利于开发/
管理人员识别尧分析尧利用制造过程涉及的"装
备"袁这些产品/数据的收集尧测量或许繁琐袁但是
实实在在的去做袁对新产品的开发有很大的借鉴
作用袁我把常见的代号尧定义及适用时机简单的
描述下袁供大家参考院
CMK:设备能力指数袁影响设备波动的因素
最少袁CMK 的值可信度越高遥
PPK院过程性能/初期能力指数袁因为它考虑
的是一个有偏差的生产过程袁所以计算 滓 时是"
全员"计算袁最终代表的是样本数据的过程性能袁
一般只在小批量生产时使用袁根据 PPK 的值可
以估算批产时的过程能力遥
CPK院制程能力指标袁简单的说就是综合了

课题名称院精锻车间待抛丸库改善
改善明星院精锻物流改善小组
改善背景院对精锻车间熟悉的同事都知道袁精锻
车间有个头疼的难题袁就是待抛丸库的管理遥
因为这里的产品设计的种类比较多袁主要分为
这 5 大类院热处理产品尧非热处理产品尧外协产
品尧保温箱产品尧翻箱产品 遥 产品种类的增多以
及产能的提升大大加大了库存管理的难度遥 一
是先前规划的面积已经不够使用袁产品不能完
全按照预定位置来存放袁出现插空堆放袁这就对
后道工序的领料造成很大不便袁有时需要花较
长时间来寻找袁而且也无法保证先进先出遥 二
是随着 ERP 的推进袁对信息准确性和及时性的
要求较高袁原先手工记账的库存管理模式在运
行过程中逐渐不适应袁出现滞后信息错误等问
题遥
课题描述院生产部对相关问题了解后袁组建专题
小组袁对这一难题进行攻克遥 首先重新规划精
锻车间的待抛丸库袁对上述 5 类产品进行分区袁
分好区以后再分块袁地面划线袁让每一箱产品都
有固定的位置曰然后逐步采用 ERP 进行出入库
登记袁叉车进行入库作业时袁先将产品放到指定
位置袁在纸条上记下位置号袁出来的时候投入到
门口的盒子里袁库管员每半个小时收集一下纸

进入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以来袁 卜庆伟
同志立足岗位袁潜心钻研数控机床业务知识袁用
青春尧 汗水和智慧攻克了工作中一道道技术难
题袁他的金点子尧科技项目层出不穷袁屡获殊荣袁
先后获得"技术能手"和"创新能手"称号遥
卜庆伟目前是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一名
普通的冷锻机操作工袁 负责公司精锻返修品的
处理遥 在同事眼中袁他是数控岗位的好手袁创新
领域的先锋袁如今他更是联合数控车间庄勤丰尧
蒋程俭尧 王兆松积极创办数控车间的创新工作
室袁为公司创新实践孕育"摇篮"遥
善于思考尧 勤于动手是卜庆伟长期以来养
成的习惯遥 在工作中袁他总是善于发现问题袁默
默钻研袁挑灯夜战也一定要搞出个名堂遥 为了提
高工作效率袁 他先后研制了 1110608372 整形防
差错装置设计袁 总结出数控一车间冷锻机产品
防压毛改善方法袁他所参与的 471/472袁492/493
冷锻用油及取消中间清洗改善等项目为公司为
公司节省了人力尧物力成本遥 每个成果都承载者
卜庆伟大量心血袁 为了某种改善他经常茶饭不
思袁有时候家都成了他的实验室袁凡是能利用的
时间和地点他都不会放过遥

工作中袁 卜庆伟发现冷锻机的一副模具要
一根顶料杆单配袁会给操作中带来很多麻烦袁浪
费宝贵的时间遥 经过他自己的反复推敲和试验袁
卜庆伟认为可以改为模具墩凸台遥 为此他找到
了技术部和他一起合作袁终于攻克了这个问题遥
工人每次可以至少减少 10 秒的更换模具时间遥
凝心聚力 创新工作再谱新篇遥
龙城的发展速度很快袁 公司也做了大量的
工作对创新人员给予最大的帮助袁 例如近期成
立的科协尧创新工作室尧技改项目申报尧成立精
益管理部等一些工作的开展袁 都为一线员工的
创新思维搭建了平台遥
卜庆伟表对公司出台的一系列创新举措的
高兴袁 年终还会有技改项目申报让自己的创新
有了回报遥 如今他加入了科协和科技创新工作
室让他鼓舞不已袁 相信一定可以掀开他创新事
业的新篇章遥
如今卜庆伟在公司已经小有名气袁在卜庆伟
看来袁不仅是荣誉袁更是沉甸甸的担子遥 因为卜
庆伟拥有多年的岗位经验积累袁 公司的车间返
修品都交给他负责处理袁更因为他处理得当袁车
间返修品处理工作袁 目前数控车间仅卜庆伟一
个人负责遥 为了带领车间技术工人共同成长袁共

同进步遥 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新工作中袁随
着工作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袁 他经常忙到饭也
来不及吃袁头发顾不上理袁至于晚上加班袁更是
家常便饭遥
卜庆伟是个热心肠的人遥 车间员工在生产
过程中袁出现问题线长来不及处理袁大家都会首
先想到卜庆伟遥 经过走访袁车间员工对卜庆伟的
评价都很好遥 公司 2013 年开始引入冷锻机技
术袁卜庆伟更是全程参与了公司冷锻机的发展袁
冷锻机引入初期袁卜庆伟每天都加班袁根本就没
有正点下班的时候袁经过 2 年的努力袁冷锻机终
于在 2015 年实现了量产遥
"道虽通不行不至袁事虽小不为不成"袁卜庆
伟同志袁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袁虽然他只有初中
文化袁也没有超人的智慧袁但他以不甘平庸的钻
劲袁心系公司的情怀和默默奉献的精神袁在龙城
坚守了足足 10 年遥 他用自己的执着地完成了多
项技术革新与改造项目袁 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微
小的创新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遥 他用自己的
勤奋与执著为企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袁 在爱
岗敬业尧 优质服务和科技创新上谱写了一曲曲
奋进与奉献之歌袁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为龙城
精锻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遥

各种各样的因素渊人员尧刀具尧工装尧设备冤袁你最
大的波动范围是公差的什么区间袁比如公差是依
1袁生产过程中这样那样的"不好"后你是能做在依
0.2尧依0.3噎.依0.5钥 波动越小袁偏移越小袁CPK 的
值相对就大遥
SPC:是一种借助数理统计方法的过程控制
工具袁根据反馈的信息发现一些征兆袁进而采取
措施袁把问题解决掉袁给人以一种警示作用遥
R&R:量具的重复性再现性遥
Cgk:测量设备的测量能力是否和被测产品
的公差要求遥
这几种指标可以单个研究袁也可以组合探
索袁没有硬性的规定袁取样方法尧取样频率尧适用
时间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袁供大家参考浴
质量部巢丽娟

条袁将产品的位置信息补进 ERP袁另外中夜班库
管员会分区对库区进行盘点袁保证 3 天能够将
库区盘点一次曰最后改变先前抛丸车间前来找
料领料的模式袁该由精锻车间接到生产计划后袁
由精锻车间铲车进行配送袁寻找物料的时间大
大缩短遥
课题收益院重新规划后的库区袁区域清晰袁
产品位置明确遥 一方面降低了库区管理的压
力袁另一方面待抛丸库和抛丸车间的衔接也越
来越流畅遥 另外结合 ERP袁库区数据的准确性
进一步提高袁上个月的盘点库存准确率达到
100%袁库位准确率达到 98%遥
员工心声院精锻车间副主任张志杰院待抛丸
库的改善采用了封闭式及库位管理袁相对于以
前的管理有了很大的进步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遥 一是现场 5S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曰二是产品
的位置和数量能够快速准确获知袁账目清晰曰三
是铲车工的工作量能够减少袁物流衔接更加顺
畅遥
库存及库存的超市化管理院由于技术的原
因袁生产过程有隔断袁节拍不一致渊往往是太快袁
并在同一设备要负荷多种部件如冲压等冤袁为了
保证零部件准时供给袁生产过程中需要库存缓
冲遥 为了明确某一部件库存的最高和最低水

为了积极配合中国塑性工程学会组织开
展的学术交流活动袁开拓企业科技人员的视
野袁龙城精锻科协组织了 4 名年轻的科技人员
参加 2016 年 4 月 18 日在中国上海召开的第
一届先进精密成形技术与数值模拟方法国际
学术研讨会遥
此次研讨会主办方邀请了精密成形技术
领域国内外知名企业尧高校及研究单位的 50
多位代表袁既有年轻的工程师和学者袁也有来
自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的徐祥龙高工尧北京
机电研究所的金泉林研究员尧韩国庆上大学的
田教授等业内资深专家遥 围绕精密成形技术
与数值模拟方法的主题袁各位专家结合自身的
工作和研究经历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性的想
法和见解遥 其中袁徐祥龙高工结合自己从业几
十年来的工作经验给大家介绍了"高速加工技
术在冷温锻造模具方面的应用"袁指出了高速
加工在模具制造领域良好的发展前景曰金泉林
研究员用生动语言描述了热锻过程微观组织
演化的问题袁提出了采用"协同学"解决锻件形
性协同控制的思路袁并给出了目前已经取得进
展的一些真实案例曰田教授则和大家分享了考
虑模具弹性变形和冷缩配合的金属成形模拟
技术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遥 此外袁来自华中科
技大学的王新云教授尧上海交通大学的庄新村
副教授分别就"大型模锻件精密成形工艺及模
具"尧"面向汽车轻量化的板料锻造成形技术"

平袁好及时补料袁并控制部件过多的生产袁需要
在工厂里有一个明确固定的场所存放这些零部
件渊最好在生产这些零部件的线体附近冤袁可视
化的库存控制的方法和标准的取货流程袁这样
的设置我们称为零部件超市遥 就像我们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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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作了精彩的发言遥
组织科技人员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是企业
科协的一项重要工作袁其意义在于能够让企业
内的科技人员通过与外界同行及专家的交流
学习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技术研发水平和综合
素质袁从而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服务遥 龙城精锻
科协作为一支新成立的企业科协袁从成立伊始
即得到了上级科协组织和企业高层领导的重
视袁努力把企业科协的宗旨"为企业发展服务袁
为提高企业员工科学素质服务袁为企业科技工
作者服务"落到实处袁为企业的科技工作者做
实事袁为企业员工做实事袁为企业做实事遥
今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叶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曳袁文中明确提出
要改革人才服务机制袁助力科技工作者成长成
才袁强调推动青少年科学实践活动向人才发现
和培养转型袁做好青年人才托举工作遥 而一直
以来企业里的年轻科技人员由于资历尚浅和
环境所限袁很难获得参加重大学术活动的机
会遥 为了和中央科协系统改革的精神一致袁此
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袁龙城精锻科协打破常规袁
没有组织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会袁而是把这样的
机会留给了 4 名年轻的科技人员袁助力年轻科
技人员更快的成长袁从而把青年人才托举工作
落到实处遥
科协

活中超市的货架袁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固定的
货架和对应的标签袁消费者能够快速找到自己
需要的商品袁一旦消费者取走货物袁就有送货员
补充货物遥
精益管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