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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3 岁的盖立亚，是辽宁沈阳
机床集团优尼斯智能装备公司数控车床
产品线经理，由于专业技能高强，她被
同事们赞为“硬核美女”。

挑战难度系数

现在的机床行业不好干，被买方
市场牢牢掌握着话语权。德国舍弗勒
集团，为全球汽车、机械、航天航空
等领域提供轴承，是世界顶级品牌。
该集团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抛出一个订
单，可国内外机床制造商一时间竟无

“人”接招。“加工直径1米的轴承所用
机床在保证双刀架、双主轴的同时，
必须一次完成”。既要精度又要效率，
难度系数可见一斑。沈阳机床集团迎
接挑战果断拿下订单，于是，双轴数
控车床的攻关任务就落在了盖立亚带
领的团队肩上。

当时，盖立亚正处于怀孕早期，伴
有严重的妊娠反应。然而她却频繁出现
在生产现场，收集数据，和技术人员一
起自制毛坯料进行模拟试验，对切削结
果仔细对比，反复修改技术方案。在距
离预产期仅有4天时，盖立亚仍在不停
地改写着机床装配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并到车间查看机床装配情况。

“我不但生了一个孩子，还‘生’
了一台机床。”任务完成后，盖立亚幽
默地说。

验货时，外方公司很仔细，当场测
试加工精度，达到 0.5μ （谬，微米单
位，相当于头发丝的百分之一），这是
世界领先水平。更让人叹服的是，新的

数控机床实现了加工精密大型轴承以车
代磨，提高加工效率4倍至5倍。

外方公司被盖立亚团队的工匠精神
所打动，操着生硬的中文神秘地对盖立
亚说：“盖，你都不知道你们的机床有
多好，超过了我们的预想。”这款数控
机床，外方公司前后追加订单近百台，
并授予沈阳机床集团“舍弗勒集团十大
优秀供应商”殊荣，纳入全球采购平
台，沈阳机床由此打开了面向国际轴承
行业的高端市场。

承接国家项目

从一名普通设计员成长为技术部
长，盖立亚而立之年时再次迎来大考。
2009 年，国家启动“高档数控机床科
技重大专项”，盖立亚主动请缨承担其
中3个项目。

答辩会上，评审专家对盖立亚带领
的年轻团队提出质疑，“你们团队的成
员最高职称仅是副高级工程师，能力配
置稍显薄弱，能承担下这些项目吗？”
盖立亚坚定地回答，“虽然我们年轻，
但请相信我们有把握完成！”

拿下项目后，盖立亚开始扮演起拼
命三郎，她不主张团队伙伴熬夜工作，
可自己却常常工作到深夜，总是最后一
个离开工作室。最终，她带领团队顺利
完成任务。

盖立亚带团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即倡导学习理念，提出“学习中创新、
创新中实践、实践中提升”。她带领的
研发团队先后被集团评为“创新创效
型”党建工作示范区、“雷锋攻关小

组”。她带出来的“兵”，有沈阳市劳动
模范，有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还有“技师杯”技能竞赛冠军等。
盖立亚有句口头禅，“创新不是一个人
的活儿，成绩当然也不是”。

3年埋头苦干，一朝交出答卷。盖
立亚带领的研发团队接连在高速、高
精、复合（五轴联动）三大系列数控机
床上取得重大突破，一举打破国外技术
垄断，同时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和《国家
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等多个奖项。其
中一款精密机床，实现径向跳动达到
0.1μ （谬)，做出加工航天精密转台的
高端机床，开创了中国数控车床制造史
上的先河。

研发中，盖立亚个人分别获得了6
项实用发明专利，国家发明金奖和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目前，盖立亚主
持和参与的 4 项国家重大专项、1 项辽
宁省科技创新重大专项和1项沈阳市科
技计划项目，均已通过国家验收并服务
于军工、汽车等重点领域，为国家基础
工业科技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客户说美才美

各种证书、荣誉，盖立亚拿到手
软。然而，她最在意的还是客户评价。

制造重要还是服务重要？沈阳机床
集团几番大讨论的结果是，制造不是自
我审美，必须落实在客户满意的服务
上。2013 年，沈阳机床提出由机床制
造商向工业服务商战略转型。这和盖立
亚的想法吻合，她坚定地认为创新不是
闭门造车，必须要扎根在市场一线，针

对轴承、煤机、汽车等重点行业的典型
零部件，系统调研客户的细微需求。

盖立亚相信用腿跑出来的数据。她
从行业的发展方向、客户工艺、产品在
下游的使用特点等对产品全链条进行梳
理分析，把握产品在行业内的独特性，
为确立产品研发方向提供精准的决策依
据。比如，针对汽车行业轮毂轴承需求
开发自动生产线，可以看出盖立亚敏锐
的市场嗅觉。

当时，市场上还没有轮毂轴承自动
化柔性生产线。盖立亚根据数据、事
实、结论和严密清晰的逻辑分析，提出
应该将智能化、集成化、模块化作为技
术突破的主攻方向，随后研发出我国第
一条加工第三代汽车轮毂轴承的自动生
产线。这条自动生产线具有高速、复
合、智能化、高可靠性等特点，深受客
户青睐，目前已面向国内外多家客户售
出50余条。

盖立亚不喜欢华而不实的创新，她
说，“就像很多电子产品繁复功能多半
闲置不用，机床也要删繁就简，个性化
定制”。

沈阳机床在突破i5智能运动控制系
统核心技术后，盖立亚带领团队又开始
研制基于智能系统而推出的 i5T5 第一
代智能机床。按键放在什么位置操作最
方便，使用什么样的刀具、油品能达到
加工效率最优化，这些来自客户的第一
手反馈，让沈阳机床实现了快速迭代。
仅2016 年，i5T5 智能机床就迅速占领
涡轮增压器、驱动轴、电机轴等行业，
在市场上实现了从十几台到上千台的
飞跃。

创新一线上的“硬核美女”
——记辽宁沈阳机床集团优尼斯智能装备公司数控车床产品线经理盖立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孙潜彤

盖立亚正在调试机床。她带领团队研发的每台数控机床成型之前都经过反复打磨。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盖立亚在操作数控机床。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张小红（左一）在指导小学生体验夏布绣。夏布由于质
地生硬，要在上面刺绣，相当费时费力。经过反复试验，张
小红研发出适合夏布绣的通透乱针、透底针、层叠针等
针法。

再现夏布绣魅力
赵春亮摄影报道

小学生在夏布绣博物馆参观刺绣展品。张小红的夏布
绣已拥有69项国家专利和“夏绣”等5项注册商标。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布绣）代表性传承人张小
红，16年前下岗创办了自己的绣坊。她自幼酷爱的刺绣艺
术，如今成为其毕生奋斗的事业。

多年来，张小红及其团队免费培训绣娘千余人，其中包
括40多名高校艺术专业学生和200多名下岗工人、农民；
带动就业2000 多人，在江西新余市形成了一个夏布绣文
化产业集群。

2019 年 5 月 15 日、16 日，南方电力
（以广东起步）现货市场首次实施国内
电力现货交易结算运行。这是南方电
网一群年轻人仅用两年多时间，在世界
上最复杂的省级大电网上摸索出的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力现货市场建设
之路，闯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电力市场
化道路。

“电力现货市场，有利于通过市场
机制发现电力价格，更快速、精准地反
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利于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
释放改革红利；有利于促进清洁能源消
纳，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
……”面对记者“为什么要建立电力现
货市场”的疑问，南方电网广东调控中
心现货部部长张轩对这次重大攻关悉数
道来。

攻坚克难的关键，需要一支有凝聚
力的团队。为了完成这项没有任何基础
的项目，2017 年，南方电网广东调控中
心成立了现货市场建设先锋队，广东电
力交易中心成立了现货党员突击队。一
群年轻人因为同一个目标凝聚在一起，
他们各司其职又分工协作，爬梳网络、重
返高校，收集各种原版材料，万里“长征”
的第一步迈得不轻松。

把“士兵”直接带到战场上去磨炼。
现货市场团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2018年初，现货市场建设进入规则

细节编写阶段，“每个市场主体的利益诉
求都不一样，需要协调各方意见，找到平
衡点，尽可能达成一致。若一时无法达
成一致，就要努力说服对方”。一声令
下，汕尾、南沙、从化、惠州、东莞、阳江，
现货市场团队奔赴广东各地与有关各方
沟通。

“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解决方案。我
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都是第
一步。”张轩说，在规则细节编写阶段，团
队成员们连续两三个月都是每天工作到

凌晨，会议记录写成了长篇论文。
脑力碰撞带来的是一个又一个最优

解决方案，团队的凝聚力也在不断升温，
成员间的紧密配合推动现货市场交易结
算技术系统的逐步搭建。2018 年 8 月
30日，中国首部电力现货市场交易规则
发布，团队成员们见证了这套规则从两
三页的“大体思路”到22万字定稿。

“我们知道越到后面越是‘硬骨头’，
但不管多硬我们都必须‘啃’下来。”

现货技术支持系统是现货市场的

运行平台，是横在团队前进路上的一大
难题。国外厂家不会公开其算法的详
细设计和技术资料，而专家提出的方案
又不能适用广东电网的特性。团队最
后确定，必须设计出符合自己的电网运
行特性和电力市场理论的核心算法。
自 此 ，大 家 开 始 在“ 小 黑 屋 ”里 闭 门
攻关。

在集中攻关的日日夜夜里，现货市
场团队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最终成
功提出“动态运行备用约束”等多项理论
创新，解决了“电能量与调频融合出清”
等多个复杂技术难题。短短 3 个月，打
通了8个机构间、20多套在运生产系统，
实现百余类数据的互联互通，完成上百
个功能开发，核对数以10万计的变量和
约束条件，为建成全国首套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现货技术支持系统打下坚实
基础。

两年多来，这支团队撰写技术材料
上百万字，编制优化算法公式数千条，推
动中国电力现货市场实现了从 0 到 1。
设计了“中长期+现货”集中式市场模式，
构建了完整的市场体系，并建成了国内
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力现货市场
技术支持系统。

“说实话，很累，但我们都憋着一股
劲，奋力前行。”张轩说，支撑他们的，是
参与到中国电力改革发展史上的使命感
和荣誉感。

南方电力现货市场团队建成国内首套交易结算技术支持系统——

点亮电力改革的智慧之光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沈 甸

广 东 电
网电力调度
控制中心的
现货交易员
在查看现货
出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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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干一辈
子，很常见；而祖孙三代人在同一
个工区、同一个岗位上干一辈子，
却不多见。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铁
路局集宁工务段福生庄线路工
区，就有这样一家人。

1948年8月21日，饱经战争
蹂躏，千疮百孔的京包铁路被
解放。爷爷张富来到福生庄线路
工区，结束了颠沛流离、朝不保夕
的苦难生活，带着对生命、生存的
深刻理解，享受着当家做主的快
乐，成为工区第一代线路工。

当时，京包铁路用的还是
12.5 米的 38kg/m 钢轨，木枕铺
垫，列车运行速度为 38km/h。
上线路提的是煤油灯，用的是洋
镐撬棍木道尺。“是共产党让我们
翻身解放，我们必须把工作干
好。”张富和工友们脱皮掉肉不掉
队，流血流汗不流泪，他们牢记

“保安全，不违章”的工作规定，全
力保障铁路线安全运行。

1976 年，爷爷去世当天，虽
然已经说不出话了，但他仍对请
假在身边伺候的儿子张顺喜连连
摆手，张顺喜明白，父亲是让他去
出工，用道尺养护好线路，更要用
道尺量好自己的人生。后来，张
顺喜常常对儿子张成龙说，“我那
天要是不出工，你爷爷一定走得
不安心”。

1958年，张顺喜也来到工区当上了线路工。常年在外
工作，冒严寒、顶酷暑，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背上最轻
的一件线路养修工具也有七八公斤重，黑脸、油衣、老茧手
是张顺喜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

张顺喜识字不多，但他和身边同样识字不多的工友们
养成一个习惯，怀里常常揣个小本子，边学习边干活儿，按
章作业一点不差。张顺喜视道尺如珍宝，不单单因为它是
每天要用的工具，更是怕它损坏、失去准头。一天下班，两
个青工把道尺当杠子用，准备抬起六七十斤重的齿条压机
往回走，张顺喜看到后火冒三丈：“道尺是杠子吗？它是我
们干活的标准，它失准了，规章再多也没有用！”

一代代先辈们对安全的情愫，深深扎根在孙子张成龙
心中。

1982年，张成龙接父亲的班来到工区，他要像爷爷和
父亲一样，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不能丢掉标准化作业的精
神，成为一名合格的福生庄线路工人。当年，正赶上铁路大
建设时代，50公斤钢轨上线、京包复线建设、无缝线路铺设
……面对安全隐患大、项目繁多的各项施工，张成龙深居大
山，忍受着寂寞，坚持作业纪律不走样，出色完成了每一项
施工任务。

如今，随着设备不断更新，工区管内线路由43公斤轨
换为60公斤长轨，随着铁路6次大提速，管内通过的列车
由24对增加到100余对。

面对巨大的安全压力，张成龙和新一代工友们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的较真作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形走
样，而是逐年积淀成为自觉行为规范，继而在整个工区形成
氛围：安全为天的主人翁精神不走样，严守规章的求实精神
不走样，苦练硬功的进取精神不走样，苦干实干的奉献精神
不走样，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不走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