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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航新科技圆满完成

飞机加装生产任务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 认真负责
的加装人员

齐心协力
攻破难关 

你们为航新人争光添彩，

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了贡献。

你们是航新的骄傲！

——航新科技董事长卜范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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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年初，航新科技接受了一

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要求在

5 月31 日前完成用户加装任

务。时间紧、任务重，在两个月时间内辗转

多地用户，完成加装工作，这是航新有史

以来批量加装周期最紧迫、加装机型最先

进、涉及用户最多的一次。经过两个多月

的奋战，航新加装项目组优质、高效圆满

完成此批次加装生产任务，得到用户的一

致好评。

2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如此多数量的机型改装，面临的压力

和困难可想而知。而当了解到客户加装需求

后，航新没有退缩，而是高度重视，公司董事

长卜范胜亲自带队，和市场部相关人员认真

做好项目调查、资料汇报、加改装案例推介

等。最终航新凭借自身过硬技术、优良口碑

和作风、优秀的人才队伍，赢得了用户的充

分信任，独立承担该急难险重任务。 

加装机型先进，数量庞大，75% 是航新

首次加装机型。为此，在项目启动前，作为项

目的具体实施单位，航新科技子公司哈尔滨

航卫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航卫）

做了大量的技术准备和相关培训工作，积极

协调用户，并从成品厂家借用加装设备，积

极推动和配合相关方案设计人员在用户机

上进行方案验证和现场调研，第一时间掌握

设计方案和后续施工情况，并根据各机型的

状态进行分析论证，安排专人配合和推进加

装方案详细设计，为技术准备和物料准备抢

出时间，为加装工作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哈航卫成立了“项目领导组”，对项目

的整体运行和任务分工进行统筹布署，以

“超常规，不超程序”为工作原则，各项工作

齐力并举，“一线”、“后方”紧密配合，保证整

体进度统筹可控。根据参阅机型的分布情况

精细管理 
克服多重困难1

>> 这样的工作姿势，一天要重复很多次

>> 仔细检查每一个环节

>> 团结、细致的航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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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特别报道

和成品供应计划安排，哈航卫有针对性的先

后成立了五支现场改装组分别负责机型的

加装工作，并对加装过程中各个细节进行详

细策划、安排。

为保证用户各机型加装状态的一致性，

现场负责人严格要求，把好质量控制关。对

已确认的工艺指令和实施过程等文件和记

录表格进行完善和固化，对实施过程进行有

效记录和控制，并保证参与各型机首架机科

研加装的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在批装时仍

负责所参与机型的加装工作，从技术上和工

艺上保证各型机批装时加改装状态的一致

性。

通力合作 
上下齐动员2

吃苦耐劳 
最优秀的航新人3

项目涉及范围广，协调难度大，跨区域

跨部门合作多，航新所有项目参与人员上下

齐心，通力合作，全力做好各项配合和后勤

保障工作。项目领导组统筹兼顾，积极主动

与用户、配合单位沟通协调 ；项目保障人员

顾全大局、全力配合，做到“人马未动，粮草

先行”，确保各地加装所需设备材料及时到

位 ；加装现场的同事们怀着占领高地、夺取

胜利的心态和劲头，完成一架又一架机、一

个又一个用户的加装任务，在这过程中每个

改装组已经没有了正常作息的时间规律，已

经没有了周末的概念，他们在意的是今天是

几月几号，还有几架机要完成，加班、加点已

是习惯！

为提高生产效率，各支加装组负责人均

由部门经理担任，生产部、技术部、质量部、

项目部经理在保证本部门正常开展工作的

同时，分别负责各自加装组工作，真正做到

“分工不分家”。各部门无缝对接、紧密配合

开展加装工作，他们既是加装现场负责人，

又是加装组的技术指导和质量检验员，既是

对外协调的发言人，又是日常生活的大管

家，既是采购员，又是驾驶员，他们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用精湛的业务技能、积极主动

的工作作风、谦和乐观的处事风格感染着身

边的同事和用户，让紧张、繁重的加装工作

变的从容、可控！

同时，哈航卫管理层亦身体力行，亲自

到加装现场参与加装工作，同项目组成员穿

着统一的工作服，同吃同住，在闷热的机库

里同工作。管理层的态度和作风，不仅给加

装团队带来了信心，坚定了完成任务的决

心，同时让用户看到了航新领导的处事风格

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航新的文化，在尊敬

与钦佩之余，也让后续与用户的协调与配合

工作变得更加和谐而顺畅。

从东北到华南，从华北、中原到西域边

疆，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哈航卫现场改装

组辗转多地用户，跨越祖国大江南北，累计行

程一万七千多公里，优质、安全、高效的完成

加装工作，保证各地用户完成加装工作。为用

户提供了宝贵准备时间，为用户整体计划如

期履行提供了有力支持，为航新再次书写了

光辉灿烂的篇章。

>> 工作环境所限，只有靠扎实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 汗流浃背

>> 认真的加装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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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新是一个团队，能顺利完成本次加装

任务，离不开广州本部领导、市场部的支持，

离不开哈航卫整个集体的共同努力。参与项

目的每个部门、每位员工都为之付出辛勤努

力，每个岗位都为项目运行提供支持，每个

环节都有人去关注，每个障碍点都有人去沟

通去润滑，他们不推诿，不退缩，团结协作，

让项目运行更快，更稳！他们传递着航新人

的正能量，在离集团最远的岗位上，用最真

实的付出打造航新人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

名片。他们主动热情的工作态度，优质、高效

的加装质量，对用户耐心细致讲解，让用户

真切体会到航新值得用户信赖，在需要航新

的时候，航新能及时高效的为用户解决问

题，不分南北，不分内外，不分高低。用户看

不到航新彼此协调的过程，可用户能看到在

烈日下一群着装统一、业务熟练的航新人团

结务实目标统一的为工作而努力拼搏，这就

是航新精神、航新文化。

航新科技董事长卜范胜亦为哈航卫项

目组送上赞扬 ：此次大批量飞机加装项目

是航新的任务和使命，更是航新的荣誉。加

改装工作告捷，我代表董事会和航新人感谢

参加项目的全体员工，你们为航新人争光添

彩，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了贡献。你们是

航新的骄傲！（哈航卫 王洋）

编后语

此次大批量飞机加装项目

是航新的任务和使命，更

是航新的荣誉。

在航新历史发展长河里，加改装队伍永远是航新最优秀的排头兵，是航新的名片，航新的金字招牌。他

们顶烈日、爬高山、冒严寒，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一言一行是航新的文化，铮铮铁

骨是航新的脊梁，他们用辛勤汗水、攻坚克难将航新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他们用优良作风、高超技艺铸就

航新优质业界口碑。他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正如卜总所说：他们为航新人争光添彩，他们是航新的骄傲！

>> 每个人都有一个航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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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载积淀技艺精湛   二十载服务日夜护航

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简称 ：航新科技) 民机维

修 业 务 自1994 年 以 来，经

过多年发展，已拥有包括中国民航总局

（CAAC）、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欧洲

航空安全局（EASA）等多项全球主要适

航体系认证，是国内最大的从事民用航空

机载电子和机械部附件综合维修服务企

业之一，以雄厚技术实力和完备服务赢得

世界范围的认可和信赖。广州航新电子有

限公司（简称 ：航新电子）作为航新科技

旗下全资子公司，可面向中国、北美、亚太

地区所有航空用户提供电子部件维修、技

术支持、航空培训、航材租赁等航空综合

维修服务。

航新电子是CAAC、FAA 和EASA

维修认证企业，此外，还获得了中港澳联

合维修认证、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和

孟加拉国适航当局颁发的维修许可证，

并被BOEING 公司授予为在华首批授

权维修服务商。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和

改善，并在国内外适航当局及用户质量

部门持续的监督、审查及指导下，航新电

子的适航管理体系已日臻完善，适航管

理水平得到适航当局和用户的高度认

可和赞誉。可为波音、空客全系列飞机、

支线飞机等40 多种机型的电子部附件

提供维修、改装、翻修等能力。目前，航新

电子获得CAAC 许可的维修能力项目

12000 多项，获得FAA 许可的维修能

广

航新电子特刊 Special

航新电子获得CAAC许可的维修能力项目 12000

多项，获得FAA许可的维修能力项目近3200项，

获得 EASA许可的维修能力项目近 3400 项。

力项目近3200 项，获得EASA 许可的

维修能力项目近3400 项。

航新电子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具

备多年从事机载设备研制、维修和检

测设备的研制工作，具备丰富的维修、

研制和管理经验。另外，公司通过数十

次 包 括HONEYWELL、COLLINS、

THALES、SMITHS、L-3AR、BAE 等

OEM 维修项目培训，使维修工程师不

但了解国际一流的维修水平，开阔了视

野，更学习并掌握了国际先进机载电子

技术和维修经验，大幅提升了公司维修

工程师的综合维修能力。在保证维修质

量的同时，航新电子追求持续改善，不断

为客户压缩维修周期，降低维修成本，

综合维修服务能力获得用户好评。2007

年10 月，航新被授予“2007 年度亚太

地区最佳独立MRO 供应商”称号。

航新电子通过国际合作及持续的

国际化发展，已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维修工程管理体系、培训管理体

系、供应链管理体系、市场营销体系、人

力资源和战略管理体系、财务和预算管

理体系等，使航新快速成长为管理水平

国内领先的航空维修企业，为公司长远

发展在管理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航新电子目前拥有大量国际先进

设 备，包 括ATEC6000、ATEC60A、

IRIS2000、ATEC5000、VATE7000、

VATE8000 等 六 套 自 动 测 试 设 备

(ATE)，及自主研发的三套VATE6000

综合板级深度维修测试设备，总价值过亿

元。通过公司知识管理系统，已把历年来数

万件的维修经验提炼和沉淀为维修知识，

录入公司专家维修指导数据库，可实时地

为维修工程师提供有力的维修指导。

在核心维修技术方面，通过公司技术

开发工程师的不懈努力，创新开发了多项

先进的维修技术，包括ARINC429 高速测

试技术、JTAG 边界扫描技术、动态总线瞬

间捕捉技术、复杂处理器悬挂技术、AFDX

航空以太网测试技术等，解决了目前国内

对新一代飞机复杂项目只能测试、不易维

修的技术难题，也为A380、B787 等新一

代飞机的电子部件的深度维修提供有力的

技术保障，在电子部件维修技术上真正形

成公司核心竞争力。

快速发展的航新电子，已进入一个崭

新的发展时期。航新人将秉承“热爱生命、

创造价值”的企业口号，规范管理，精细服

务，始终以坚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推动

民航维修业的发展而不遗余力，为航空公

司飞机的安全运营提供满意的服务。

——广州航新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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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新电子特刊

航新电子适航资质概要 州航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航新电

子） 经过十七年的发展，取得了全球最主

要的三大适航证书CAAC、FAA、EASA

认证，此外还获得中港澳联合维修管理认可证、印尼适

航维修许可证、越南适航维修许可证、泰国适航维修许

可证、孟加拉适航维修许可证，可满足客户多样化的放

行证书需求。

航新电子是BOEING、L-3AR、BAE、KANNAD

等国外OEM 授权的维修服务商，同时拥有中国民用

航空维修协会颁发的航空运营人承修商证书。

另外航新电子还拥有中国民用航空维修协会颁

发的航材分销商证书，可为客户提供标准件、机械部

件、电子/ 电气部件的销售服务。

广

完善体系，深化管理，提高服务满意度
生产管理

新电子的生产管理主要由

生产计划管理和车间维修

管理两大模块组成，它承担

着周期、质量、成本的三大客户指标输

出，是为客户提供满意服务的核心主体。

以公司健康发展和客户满意为出

发点，在CAAC、FAA、EASA 三大适航

体系的持续指导和监管下，航新电子通

过国际化的MRO 和OEM 合作，已建

立一套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

的生产管理系统，以生产流程为主线，贯

穿了市场、生产、质量、技术、培训、采购、

财务、售后等全部管理工作，并编制了各

业务模块的标准作业指导书，明确各业

务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达到生产运营

过程中的各业务模块之间工作无缝衔

接，大幅提高生产运营效率，生产组织管

理体系建设和人才团队建设都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航新电子通过严格执行过程

管理、保障管理、产能管理、现场管理、成

本管理、绩效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工作，确

保维修生产在满足适航、安全的条件下，

实现公司健康发展和客户满意的双赢目

标。

航新电子拥有一支技术力量强大

——生产运营管理能力再上一个新台阶

航新电子一直以精细化管理为公司重要发展战略，以强化各项管理建设为公

司发展之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打造出技术实力强、质量过硬、管控手段突出的

市场品牌形象，推动公司良好运营发展。

编者按

的部件维修团队和技术研发团队，本科

以上学历占95％以上，其中50% 以上

技术人员已获得基础维修执照。他们多

数来自于国内各大飞机制造公司、航空

研究所及航空重点院校，长期从事航空

电子部件的设计、制造和维修工作，掌

握先进的航空电子技术和维修技能，拥

有丰富的设计和维修经验，并不断从飞

机制造商、OEM 和航空院校等各种渠

道获得最新的专业培训，及时掌握现代

飞机的新技术，以满足新型电子部件的

维修需要。通过公司长期的维修技术、经

验和知识的积累，及技术和管理人员对

客户指标的专注和不懈努力，航新电子

的维修周期和质量得到国内外客户的普

遍认可，同时公司也针对新一代飞机电

子设备高度复杂和集成的技术特点，通

过技术攻关采取创新维修技术和工艺，

在维修车间大力开展板卡级深度维修工

作，避免了高价值板卡的直接更换，为客

户节约了大量维修成本。

航新电子通过执行周密的生产计

航

Faa 维修许可证 中港澳联合维修管理认可证

泰国维修许可证越南维修许可证

航材分销商证书

caac 维修许可证 eaSa 维修许可证

印尼维修许可证

航空运营人承修商证书孟加拉国适航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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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支撑。航新电子技术部始终肩负

这项使命和重任，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

和探索，使公司的技术研发及管理水平

一直处于行业前列。

1. 新技术研究、引进、消化、吸收、

应用 ：随着电子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机载电子设备的集成化程度、复杂程度

越来越高，数据传输也从并行技术到串

行技术，从低速传输到高速传输，从有线

传输到无线传输，以及目前测试对象从

LRU 到LRM 的跨越式发展。航新电子

紧跟民用航空电子技术发展趋势，在客

户引进新一代飞机的同时，率先调阅相

关飞机及电子设备技术资料，通过OEM

合作支持、院校合作及公司内部专家学

习和交流，共同研究其技术水平及相关

标准，为后续的适航维修能力开发及部

件维修提供技术培训和支持。对于新一

代飞机的复杂电子设备，自动化测试技

术的广泛应用是必然的选择，航新电子

早已洞悉这种技术发展趋势，早在上世

纪90 年代就先后引进了IRIS2000 和

ATEC5000 自 动 测 试 设 备(ATE)，成

为国内最先引进ATE 的厂家之一，而后

又陆续引进了ATEC6000、ATEC60A

等ATE 设备，引进ATE 设备只是第一

步，通过对测试设备的技术研究、消化和

吸收，陆续研制出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

VATE6000、VATE7000、VATE8000

等系列ATE 设备，并且通过对机载电子

设备技术的深入研究，创造性的研制出

了其核心板卡/ 组件的ATE 设备及相关

技术，提高了维修深度，成为了国内航修

业的首创。此外，对于新类型测试维修手

段的研究引入也不断深入，如近些年陆

续引入了在线检测电路工作状态的红外

热成像技术，检测离子污染水平的离子

污染测试技术，及电路板、连接器全自动

深度清洗技术等。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

创新及成果转化，在广州市科技部门的

关心和指导下，公司于2014 年正式挂

牌成立了广州市级航空电子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充分体现了航新电子在航

空电子技术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

力。

2. 维修经验收集、知识管理、专家

维修指导 ：航新电子每年都会组织维修

工程师把ERP 系统中存储的大量维修

数据进行归类整理，在系统内建立维修

指导作业流程，并针对重点项目编写/

修订维修方案，为这些重点项目提供更

为详细的专业维修指导。另外针对这些

重点项目，还组织维修工程师进一步编

写专项培训教案，包括理论分析、实操案

例、维修心得及注意事项等，对维修人员

实施授课培训或OJT 培训，使维修人员

快速掌握该项目的维修思路、维修经验

和维修技能，使其具备快速响应客户需

求的维修服务能力，满足公司对技术人

力的发展需要。通过上述维修经验积累、

收集、整理及固化标准等知识管理机制，

使公司多年积累的维修经验得到有效的

总结和传承，为后续实际维修工作提供

详尽的专家指导，使公司的客户服务始

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不会因技术人员的

变动造成维修服务能力的降低甚至缺

失。

3. 适航维修能力开发和能力维护 ：

航新电子拥有独立的维修项目开发团

队，团队成员由具有各电子专业维修经

验的开发工程师组成，开发团队始终紧

跟市场脚步和客户需求，各项开发工作

严格遵守公司的开发管理程序、流程和

标准，不断开发新的适航维修项目，拓

展维修服务范围。目前，航新电子已开

发CAAC 维修项目1383 项，FAA 能力

401 项,EASA 能力 435 项，小件号共

计CAAC 为12526 个，FAA 为3193

个，EASA 为3364 个。同时，开发团队

依据OEM 颁布的最新技术资料及时修

订相关技术文件，使维修项目始终处于

适航状态。

4.SB/Sl、ad 评估及客户推荐 ：

为了持续提高维修产品的可靠性，航新

电子在努力提高自身维修技术的同时，

会定期检索OEM 发布的各类技术信

息，尤其重视OEM 颁发的产品改装、升

级信息( 如SB/SL)，技术部会及时针对

SB/SL 组织技术评估，根据OEM 的建

议，并结合公司内部大量的可靠性数据

和分析、行业相关信息（如AMC，TFU

等），编写详细的技术说明及改装方案，

并通过服务信函的方式向客户提出产品

改装/ 升级建议，以进一步提高产品的

可靠性。对于AD，航新电子对CAAC、

FAA、EASA 等各体系的AD 发布均进

行了严格的监控，每天进行信息查询，

及时进行评估及客户沟通，并通过公司

ERP 系统进行AD 信息锁定、监控和预

警，以确保产品符合适航要求。

5. 工艺技术研究及推广 ：经过多

年的工艺技术积累和研究，航新电子

不但在航空电子维修领域深入研究各

OEM 工艺标准SPM、SOPM 等，转化

为公司标准，从而建立了完善的电子维

修工艺标准 ；而且随着本地化项目的建

立，航新电子向航空机械行业进军，技术

体系上也做了很大的调整，新增加企业

标准规范、机械工艺规范、机械检测工艺

规范等多项重要技术管理制度、规范，以

满足公司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技术引擎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强大

动力，公司现在已经掌握了先进航空电

子开发和维修技术，能够吸引优秀的人

才不断加入航新，同时通过有效的知识

及培训管理形成了健全的内部造血机

能，可以通过内部培训为公司源源不断

地提供可用人才，航新电子会在强大的

技术引擎的推动下，始终走在国内航空

维修技术领域的前列。

划和保障，能根据市场预测及历史数据

等提前做好设备负荷、人员负荷、备件保

障等综合分析，提前做好各项生产资源

的调配。同时根据公司的整体生产计划，

结合物料进度、库存情况、车间产能、客

户需求等因素，将各项生产指标、计划及

绩效考核进一步分解至车间及个人，并

做好跟踪与协调工作，保障生产计划有

条不紊的进行。

行之有效的生产控制方法和手段

是实施有效生产管理的有力保障。航新

电子采用PDCA 和SDCA 改善循环法，

对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通过

5S 管理实施现场管理，优化工作环境 ；

利用晨会和可视化看板等方式进行信息

的有效传递；每周定期召开生产协调会，

研讨生产进度及存在的问题，并制订控

制措施及解决方案 ；有明确的日报、周

报、月报、季报的进度报告与异常协调机

制；同时，航新电子已建立了周期、质量、

成本、库存、生产效率、产能等分析模型，

能根据数据波动，快速分析出原因，并随

之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趋势预测与及时

的干预。

航新电子已建立完整、合理的生产

绩效考核体系，以员工与公司“共赢”为

目标，通过制定清晰、客观、有效的绩效

目标，设定科学、完善的考核内容并与实

际情况相结合的方法，激发一线技术员

工的积极性，提升个人业绩水平的同时

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

针 对 客 户AOG 维 修 需 求，航 新

电子已单独建立AOG 管理程序，成立

AOG 处理小组，有明确的操作流程与

规范，可以在第一时间调动一切资源，快

速、准确、高质量完成生产任务。同时，航

新电子已建立自有航材周转仓及求援渠

道，可以为AOG 航材提供周转服务。

为了能够进一步降低维修周期，以

满足客户对航材保障的需求，航新电子

通过与海关各部门多次沟通，在公司内

部成功建立了电子账册保税仓库，所需

维修器材通关时间由以往的5 天缩短至

1 天，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为缩短维修周

期提供了重要保障，进一步提升了客户

服务水平。

高 效 的 生 产 管 理 离 不 开 先 进 的

ERP 和OA 管理系统，航新电子通过信

息化管理，已实现各业务标准化管理及

固化，达到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结

合，提高了公司的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

航新电子将一直贯彻以“客户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将不断引进新的生产

管理思想，改进、优化、创新工作模式、流

程和方法，提高维修质量，缩短维修周

期，降低维修成本，通过为客户提供优质

维修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技术开发及管理是企业的发动机

着中国民用航空业的持续

高速发展，国外OEM 的垄

断程度也日益提高，使国内

MRO 企业在维修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

诸多限制，不利于国内维修能力和服务

水平的持续改善和提升。因此，要提高公

司的综合维修服务能力，必须在技术方

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不断提高自身核心

技术研发能力、工程技术管理能力，打破

OEM 的技术垄断，并在此基础上持续

扩大适航维修能力范围，拓展新的维修

业务，为公司发展和客户服务提供有力

技术管理

航新电子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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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与推动航新发展的新引擎
研发管理

007 年伊始，航新电子已

深刻洞悉民航电子维修技

术发展趋势，在行业内率

先成立了一支年轻富有活力、充满智慧

的技术研发团队，专业从事维修技术研

究和应用工作，期望通过新技术引进、

研究、开发和应用，使公司在未来新一

代民用航空电子设备维修技术方面实

现技术突破，成为牵引与推动航新发展

的新引擎。

研发团队主要从事民用航空电

子部件的新技术研究、测试设备研发、

自动化测试平台（ATE）研发等工作，

同时为维修车间提供疑难部件/ 组件

的深度维修支持、新型尖端测试技术

的引入创新、培训等技术服务工作。凭

借多年专业研发管理和精湛的研发

技术，研发团队在严格遵循适航法规

的前提下，以适航、质量、周期及成本

为基础，在方案设计、研发创新、项目

验收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套严谨、高

效、简洁的研发体系。依托高效的研

发体系，尽管OEM 厂家和发达国家

对民用航空电子测试技术进行封锁，

但是研发工程师仍然专注于复杂和尖

端的民航机载电子部件的测试技术研

究，通 过 将 著 名 的 创 新TRIZ 理 论 融

入项目开发中，最终成功引入并创新

多项核心技术，包括ARINC429 高速

测 试 技 术、JTAG 边 界 扫 描 技 术、动

态总线瞬间捕捉技术、复杂处理器悬

挂技术、AFDX 航空以太网测试技术

等。研发团队利用新型尖端的测试技

术，针对波音、空客公司的多种机型

开 发 了 大 量 的 针 对LRU 或SRU 的

自 动 化 测 试 设 备，例 如VATE8000

自 动 化 测 试 设 备、LCDU725（PN ：

C19298AF05/ C19366AF05）预 处

理PPM 板 的 板 级 测 试 设 备、MCDU

（PN ：C19266AA01/C19266BA01/

C19266DA01）图 形 处 理GPM 板 的

板级测试设备等。基于这些测试设备的

深入应用，使航新电子在维修周期、维

修质量及维修成本等方面更具竞争力，

夯实了为客户提供满意服务的技术基

础。

航新电子非常重视技术研发成果

的转换，在航空维修技术方面已经获得

国家授权的30 项知识产权，另外，经广

州市科技局批准，航新电子在2012 年

已建设为广州市航空电子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致力于解决民航维修的前

沿技术、核心关键技术，为航空维修提

供系统的高精尖设备和技术支撑，缩短

我国航空维修保障能力与欧美等发达

国家之间的差距。

航新电子技术研发团队凝聚智

慧，锲而不舍，攻坚克难，取得了丰硕的

研发成果。这些研发成果的转换给公司

既带来了可观的效益，更是培养了一支

具有钻研精神、创新能力的开发团队，

是公司人才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是百

年企业的基石。

打造“航新出品、必属精品”的质量体系
质量管理

航 新 电 子 拥 有 完 善 的

CAAC、FAA、EASA 质 量

管理体系和专业化的质量

管理团队。自公司成立至今，航新电子始

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的质量方

针，严格按照CAAC、FAA、EASA 适航

标准要求，规范质量管理，持续改善维修

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

为了不断完善公司质量管理体系，

随着公司的发展及各部门管理水平的提

升，质量部逐年强化内部审核工作，加大

审核的深度和广度，对每项内审工作都

建立全面、详细的审核清单，审核内容覆

盖公司维修相关的每个部门和岗位，覆

盖维修相关的每个工作流程和细节。质

量部采用的每周车间例行检查、月度的

项目和过程审核及年度质量体系审核的

方式，通过实施横向和纵向审核全面覆

盖的审核机制，及持续的质量整改，不断

推动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和管理水

平的提升。

为了能够保证维修工作满足适航

要求，给客户提供满意的维修质量，质量

部从源头上进行质量控制和把关，以确

保所有维修工作满足适航标准和客户质

量要求。质量部对新员工入职培训、上岗

考核、维修授权及日常维修工作都进行

全程管控，同时，针对每个维修项目，质

量部都会从人员能力、技术与生产准备、

适航资料、采购渠道、设备维修与计量等

各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和检查，确保每个

项目的维修工作满足适航要求和维修工

作标准。

航新电子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

系，不但因为公司对自身高质量高标准

的不懈努力和追求，而且也得益于适航

当局及客户质量部门对公司持续的审

核和指导。公司每年都会接受CAAC、

FAA、EASA、印尼、越南、泰国、孟加拉

国等各适航当局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的

持续监督、审核和指导，同时每年也接受

各航空公司质量部门客户化的质量审

核，以确认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

效性，公司也借上述审核机会深入了解

规章变化、适航要求、客户需求，同时发

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并通过持续的质量

整改不断完善公司的适航体系和质量管

理，使公司质量体系日臻完善。

在质量控制方面，航新电子建立了

严格的检验标准和行之有效的检验方

法，设立专职的质量控制人员，密切跟踪

维修过程并做好过程检验记录和维修产

品交付前的检验，参与日常索赔件的故

检、维修方案的评估、监控日常维修过程

中的质量问题，对于在维修工作过程中

发生的、已经或可能对质量造成正面或

负面影响的质量案例及时对维修人员或

航新电子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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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新电子研发的板级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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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进行案例培训，让他们从中吸

取维修经验或教训，避免同类质量事件

的发生。同时还进行人为因素的分析和

人为差错的控制，从系统的思路去解决

人为因素的问题。为了有效达成既定的

质量目标，把质量目标逐层分解到车间、

项目和个人，实施重点客户、重点监控项

目、重点监控人的质量监管，对维修方案

进行把关，质量部可以随时在ERP 系统

中按上述分类调阅月度、季度、年度质量

数据，进行相应的质量分析，发现问题并

及时采取改善措施。通过持续的质量跟

踪管理及质量意识宣导，质量观念已深

入人心，员工的质量意识得到有效提升。

同时积极与客户的质量、可靠性、工程部

门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获取客户的需

求，反馈维修过程中发现的质量异常，确

保输出稳定可靠的维修质量，也多次通

过沟通帮助客户机务人员排除机上疑难

故障，为客户提供深层次的延伸服务，保

障客户的利益。

航新电子在关注体系改善和质量

提升的同时，并高度重视质量文化建设，

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对全体员工持续进

行质量教育和培训，提高全员质量意识，

确保每位员工能够理解、遵守和执行工

作标准，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把质量意

识转化为员工的职业素养。为了有效推

行质量管理工作，公司还制订了涉及各

部门、各岗位的《质量奖惩条例》，以进

一步明确质量工作标准，并制定相关检

查和评分细则，并依据该条例对全体员

工进行每周、月度、季度、年度的工作质

量评分，并及时公布检查和评分结果，借

此表扬和奖励质量表现优秀员工，批评

和处罚质量不良员工。同时，把员工在质

量方面的表现与其在公司的职业发展紧

密联系起来，员工的质量表现将直接影

响其晋级、薪资、培训、评优等各项激励，

因此每位员工都能自觉地做好各自岗

创造成本与效率的最佳匹配
采购管理

航新电子特刊

着企业间的竞争加剧，维修

周期的不断缩短，客户需求

的多样性等，节流成为企业

应对环境变化的有效方法之一。而采购

管理处于供应链管理的始端环节，且采

购成本占产品成本的比重较大，采购已

成为企业成本控制的关键环节。航新电

子不仅以提高生产率，降低库存量和周

转期为目标 ；更是以降低客户维修成

本，提升客户满意度为出发点，通过采

用先进的采购手段，规范的采购管理，

整合供应链资源等手段，在保证供应的

前提下，达到降低采购成本的目标。

航新电子有一支高效、专业的采购

团队，他们有多年的从业经历，具备较

强的战略思维能力、抗压能力、谈判能

力、服务意识，坚守着“简单、直接、高

效、可控”的采购业务运作的原则，承担

着公司的维修保障和成本控制的重要

职责。

航新电子具备完善的采购管理体

系，可以保证采购业绩的持续提高 ：

支持体系

1、通过整合的ERP 平台达到数据

共享，并建立分析、比价等系统功能。

2、制定明确的采购目标，建立采购

业绩考核体系。

3、形成员工发展规划岗位轮换规

定等。

4、建立完善的采购管理制度、供应

商管理程序，及明确的工作流程细则。

供应商管理

航新电子有完善的供应商管理流

程 ：供应商分类、评估、选择和绩效管

理。

1、最完备的独立采购能力

建立了与绝大多数原厂的直接采

购渠道，所有供应渠道皆有两个以上备

选。

2、建立了航空公司价格体系

Honeywell、Collins 等6 家主流原

厂已全部达到航空公司价格标准，其中

有两家已达到业内最优价格。这6 家供

应商的年均采购额度位居榜首，已成为

航新电子重点维护的A 类合作伙伴。只

有具备价格优势或鲜明特点的供应商

才能在航新电子供应链中立足。

3、最有效应急解决机制

对于AOG 需求，同时启动国内、

国外渠道全方位查询，迅速定位到供应

商，在两个工作日内可以完成询价、下

单、发货、报关跟踪等系列流程，确保急

件的状态可控，采购人员配合需求连夜

加班处理，成熟有效的解决模式业已建

立。

需求管理

航空维修换件面对的情况更为复

杂，为了即能满足周期需求又不导致库

存积压，航新电子采取了推拉相结合的

订货模式。结合市场预测、历史消耗规

律、供货周期等数据制定了科学合理的

提前备货方案，采取月度、年度，提前、

集中、批量订货的方式。对于无明确市

场需求、部品故障无规律等情况，航新

电子采取拉式订货模式，即排查出具体

故障零件后，根据指令需求下订单，避

免了提前订货风险导致的库存积压。航

新电子目前待件率控制在10% 左右，

为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维修保障。

成本管理

采购节支是采购业绩的重要指标，

采购成本、运输、仓储、关税、汇率、库存

过期等构成了总成本。由于有完善的供

应商管理程序和推拉相结合的订货模

式，合理控制了采购成本 ；同时，采取合

理集中发货的控制方式，节约了运输成

本 ；保税仓建立后节约了进口关税 ；高

效的ERP 比价系统等航新电子所采取

的一系列的成本管控措施，将采购成本

增幅控制在目标值2.5% 以内。

航新电子将立足于战略成本管理

的观点，进行相关的采购计划和成本控

制活动，让采购成为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以降低客户维修成本为目标，最终

实现企业与客户的双赢。

位、每个细节的质量工作，真正做到把质

量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同时公司还高

度重视SMS 文化的建设，建立绿色通

道鼓励员工自愿报告与安全相关的事件

或信息，避免了一些维修工作产生的风

险，同时按制度也及时给予员工适当的

奖励，鼓励员工良好的安全意识和行为。

经过多年努力，航新电子目前已形成全

员参与和改善质量、全员重视质量的良

好工作氛围，质量文化建设已显见成效，

为客户提供满意服务，为公司健康发展

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持续改善质量管理体系，提高质量

管理水平是公司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航新电子将会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确保给客户提供良好的部品维修质量服

务，保持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

通过持续的质量跟踪管理及质量意识宣导，质

量观念已深入人心，员工的质量意识得到有效

提升。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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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标准、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着民用航空业的高速发展，

民航维修业的竞争也日益

激烈，企业竞争归根结底是

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的宝贵资源，对

于一个企业来说如何把“人员”变成“人

才”，培训无疑是最重要的途径。企业培

训已不单是一种知识的传递或技能的传

授手段，更是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的有

效途径。因此，重视培训，重视员工素质

的全面提升，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才能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企业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航新电子作为民用航空电子部件

领先的维修企业，对适航、质量、安全、客

户服务指标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如

何培训符合公司要求的人才尤为重要。

每年初，技术部会同各部门和车间进行

培训需求分析，力求全面、准确的获取各

种培训需求，从而制定员工的初始培训

计划和持续培训计划，做为公司年度培

训计划，在技术部组织下按计划分步实

施。

◎初始培训 ：

培训目的

针对新员工，从入职之初就开始进

行系统、全面、规范、标准化的培训，以期

形成良好的适航质量意识、责任意识、团

队意识和服务意识，培养担当精神，形成

良好的工作习惯和职业素养。

培训课程

公司严格按照批准的《CCAR-

145 培训大纲》和《培训手册》完成对

维修﹑放行﹑管理和支援人员的培训。

培训结束后，要求无论是校招还是社招

的所有学员都参加上岗考试，包括笔试

和答辩考核，只有通过考核的员工才能

获得上岗资格，颁发上岗证，并独立从事

上岗证上所列明的工作。

除了上述培训课程外，还组织新员

工参加户外拓展培训，使新员工通过拓

展培训感受责任、信任、沟通的重要性，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持续培训

为了适应行业发展、规章变化、技

术进步等各种变化，公司每年度都投入

大量的资源开展持续培训，以满足行业

培训管理

航新电子特刊

随
和公司不断的发展要求。持续培训主

要采用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1、内部培训

培训目的

使员工满足持续适航的要求，增

强员工的岗位意识和责任感，改进员

工的工作技能、工作表现，改善产品质

量与客户服务质量，使员工和公司保

持同步的发展。

培训课程

主要有适航规章、人为因素、程

序手册、安全知识、危险品化工品、维

修项目培训，OJT 培训、技术交流和

质量案例讲解等。

2、外部培训 ：

（1） 适航维修管理技能类培训

培训目的

提高管理人员的适航管理能力，

培养高素质的适航管理人才。

培训课程

公司每年都选派管理人员到北

京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参加《民用航空

器维修管理人员资格证书培训》、中国

民空航空维修协会举办的《航材检验

员实操培训》，2015 年4 月安排质量

经理前往美国参加《FAR145 适航

培训》。

（2） 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人员执

照培训

培训目的

让员工掌握行业技术和技能，提

高员工的维修技术能力，开发高素质

Special

的技术人才，提高维修服务质量，使员

工能适应或能接受更具有挑战性的工

作与任务。

培训课程

2015 年，选派符合资格的年轻维

修工程师到中国民航大学参加为期4 个

月的《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人员执照

培训》，包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培训 ；此

外，选派经验丰富的骨干维修工程师到

民航执照培训机构参加基本技能培训。

（3） 技术类和维修项目培训

培训目的

学习和掌握先进的航空电子技术

和维修技能，提高技术素养，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同时引进

新技术、新项目，拓展公司的业务。

培训课程

自 公 司 成 立 以 来，陆 续 选 派 多

批 技 术 人 员 到 国 外 参 加OEM 的 测

试设备技术培训和维修项目培训，包

括 ：HONEYWELL、SMITHS、L-3、

BAE、COLLINS、ALLIEDSIGNAL、

SEXTANT、KANNAD、

UNIVERSAL、ELTA 等。

（4） 企业管理类培训

培训的目

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和知识，

培养国际化的管理人才，增强公司竞争

优势。

培训课程

公司选派中高层管理人员到法国

航空工业公司总部进行了为期数周的

管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战略、财务、生

产、技术、质量、营销、采购等各方面的

管理培训。

此外，公司每年还选派员工参加

MBA 培训，及专项的企业管理技能培

训，如生产、质量、技术、人力资源、采

购、财务、5S 等企业管理课程。

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下，

人才竞争是公司发展的关键，航新电子

通过以上的培训不断培养可用人才，形

成良好的人才梯队建设，为公司快速、

健康地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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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航新电子有限公司与广

州 民 航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于

2010 年经友好协商，决定

在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原则下，签订了

协议，正式合作开展CCAR-147 部件

修理项目培训，并在广州航新电子公司

总部设立培训部。

培训场地

公司的四楼设立独立专用的147

培训教室，实施理论培训和实习培训，三

楼和四楼车间从事日常维修业务，也兼

做维修项目的实习场地，完成培训项目

的测试、分解、修理、检查、清洗和组装等

实操培训，培训场地可以同时开展三个

项目的培训。

教学设施、工具和设备

理论培训室设有电脑、投影设备、

网络设施等教学所需设备，覆盖空调系

统和中央火警警报系统，配备实操培训

所需的各个类型的部件和测试工具设

备。

培训师资队伍介绍

目前，公司获得广州民航职业技术

学院教员聘书的147 项目理论和实操

项目培训的教员一共16 人，拥有民用航

空器部件修理人员执照的占56%。这是

一支高素质、高学历又有着丰富的维修

经验和授课经验的队伍，不断地给公司

内部、兄弟单位以及客户单位培养了一

批批合格的放行人员。

CCAR-147 部件修理项目培训

目前，广州航新电子有限公司已拥有30 个147 项目类别的部件修理项目培训资质，具体项目类别如下 ：

项目

AVC 032 座舱增压系统附件修理

AVC 033 控制面板修理

AVC 034 控制器及处理模块修理

AVC 041 CRT 显示器修理

AVC 042 LCD 显示器修理

AVC 051 机械式仪表修理

AVC 052 电动式仪表修理

AVC 053 陀螺仪表修理

AVC 06  计算机修理

AVC 071  语音记录器修理

AVC 072  飞行记录器修理

AVC 08  娱乐系统

ELC 013  变流器修理

ELC 014  电源控制组件修理

ELC 015  接触器、变压器修理

ELC 016  各类控制开关板组件修理

ELC 03 航空蓄电池

ELC 041  厨房设备修理

ELC 042  照明设备修理

ELC 043  电器附件修理

AVC 011 接收机修理

AVC 012 发射机修理

AVC 013 天线及其耦合器、控制器修理

AVC 014 TCAS 附件修理

AVC 015 测距机与应答机附件修理

AVC 016 通讯与音频附件修理

AVC 017 无线电高度表附件修理

AVC 021 气象雷达收发组件修理

AVC 022 气象雷达天线修理

AVC 031 自动驾驶系统附件修理

广

Boeing

l-3ar

OEM 授权证书

         

.        GARMIN Singapore Pte. Ltd. 
#05-06 Eastgate,  
46 East Coast Road 
Singapore 428766 
Tel : (65) 63480378 Fax : (65) 63480278 

7th September 2012 

TO WHOM IT MAY CONCERN

GARMIN International Inc. with its head office at 1200 E. 151st Street, Olathe, Kansas 66062 
U.S.A. hereby confirms that: 

Guangzhou Hangxin Avionics Co. Ltd 
TianJin Hangxin Avi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re authorized Garmin Aviation Service Centers  

If further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please contact the undersigned.  

Yours faithfully,  

Justin Chen 
Manager
Asia Aviation Sales & Support 
GARMIN Singapore Pte. Ltd

circor

ameteK BecKer

elta

Kannad

rocKWell

Bae

ga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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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项目

件号

115370-XXXX

350E5151XXX

390X130X02

49-170-XX

622-9436-XXX

96153250XX

B546CXM010X

K217XXM1X

名称

FCDC

SDAC

DU

SFCC

SG

DMC

FMGC

FCU

机型

A320

A320

A320

A320

B737/757/767

A320

A320

A320

取证能力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A320/B737NG 推荐项目 ：

件号

1663214301

174101-XX-XX

176200-XX-XX

350E05302XXXX

394512XXXX

3957985XXX

759X0000-02

760SUEX-X

B372BAMXXXX

B397BAMXXXX

C12850XXXX

C13043XXXX

C19298XXXX

E21327XXX

RAI2800MXXXX

SIC5059-1X-XX

名称

PHC

MCDU

FMC

FWC

ELAC

EIU

PC

ATC

SEC

FAC

FCU

FMGC

LCDU

BSCU

SDCU

FQIC

机型

A320

B737NG

B737NG

A320

A320

A320

A320

B737NG

A320

A320

A320

A320

A320/A330

A320

A320

A320

取证能力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ATEC6000/ATEC60A 由欧洲宇航防务集团

（EADS) 研制，航新在2004 年引入ATEC6000，2011

年引入ATEC60A，ATEC6 系列是当今维修波音空

客电子附件的主力设备，采用了集成度较高的板

卡代替原来的独立设备，板卡使用VXI 机架集成。

每台裸机设备价值约一千万。

ATEC6 使 用WINDOWS NT 或WINDOWS 

XP 操作系统，自带板卡故障诊断软件，操作简单。

使用DEBUG 功能可方便地控制测试程序，以便维

修人员更深入的理解测试原理和有针对性的进行

考验排故，ATEC6 还可以统计所有测试过部品的

性能数据，并绘制性能曲线，使工程师能从庞大的

历史测试结果中监控到部品的性能走向。

覆盖机型 ：A320/A330/A340/B737/B737NG

ATEC6000，ATEC60A 介绍

代民航飞机计算机产品的大规模使用，使飞机的

控制更加精确，方便，安全。各种计算机子系统

构成了整个飞机的运行中枢，由它们来控制飞机

各个执行系统的正常运行。

航新电子计算机车间正是承担飞机计算机类产品维修的主

力团队。由于计算机产品的特点和重要性，计算机车间对维修

工程师的要求较高。不仅需要有坚实的技术知识，丰富的维修

经验，更要求工程师们对航空维修业有极高的热忱。

计算机车间所有的维修工程师均来自全国各大重点院校，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多数维修工程师接受过OEM 维修培训，

及法国ATEC6 系列自动测试设备的操作和开发培训等。他们

长期工作在维修一线，凭借过硬的维修技术和长年的经验积

累，对一些疑难件和NFF 件有自己独特的维修方案，成功解决

了部分OEM 至今都没有解决的潜在故障，形成了行业内独有

的维修技术优势。

计算机车间所维修的产品覆盖了国内民航所有机型，且

维修的部件都是重要且复杂的计算机产品，同类产品的维修质

量、周期和成本控制在行业内一直处于领先水平。

作为行业内电子维修的佼佼者，计算机车间拥有目前

国际最先进的测试设备：法国EADS 购买的ATEC5000、

ATEC6000、ATEC60A；航新公司自主研发的VATE6000、

VATE7000、VATE8000 等专业自动测试设备。

依托强大的研发实力，航新电子自主研发了VATE6000

综合板级深度维修自动测试设备，通过反汇编源程序，研究电

路板内部运行的规则，开发了40 多个重要计算机核心电路板

的TPS 测试软件。使用板级测试TPS，可以准确、快捷地将

故障定位到具体器件。该设备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工程师

的排故能力，为维修经验的积累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缩短了维

修周期，为用户节约昂贵的电路板成本。该设备完全能够替代

OEM 的原厂设备，打破了OEM 的技术垄断。基于成功研发

了VATE6000 板级测试设备，航新电子也在积极的推广对其

他MRO 的电路板维修业务，也争取到了多个送修客户，已经

为其他单位修理了近百块难度较高电路板，取得了良好的口碑

和经济效益。

计算机维修能力介绍

ATEC5000 由法宇航Aerospatiale 研制。航新公司

于1998 年引入，作为航新电子的第一台大型自动测试， 

ATEC5000 承担了大量的生产任务。在工程师精心维护

下, 其成为国内唯一台仍在正常使用的AETC5000。

ATEC5000 使用独立设备构型，集成度不高，但维

护方便，性能可靠。

覆盖机型 ：A300/A310/A320/B737MG /B757

ATEC5000 介绍

计算机车间主要设备介绍 ：

现

Special

atec6000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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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S 维修能力介绍

TCAS 是为防止飞机之间的危险接近，保障

空中交通安全而研制的一种独立于地面设备的机

载电子系统。它通过询问和监听周围飞机的ATC

应答机，来监视本架飞机周围空域中其它飞机的

存在、位置以及运动状况，使飞行员在明了本机邻

近空域交通状况的情况下，主动地采取回避措施，

防止与其它飞机危险接近。

TCAS 是民航飞机上保障飞行安全的重

要电子设备。目前飞机上装载的TCAS 主要是

Honeywell 和Rockwell Collins 公司生产的。

Honeywell 生 产 的TPA-81A 型TCAS(P/N:066-

50000-XXXX)，主要适用机型为 ：B737NG/A320/A321。

该型号的TCAS 在我国民航机队里占有比较高的装机量，

同时也是拆换率比较高的部品。航新电子使用自动测试设备

IRIS2000 进行测试，针对故障高发部位的射频组件和电源

组件，航新电子专门开发了相应的板级测试设备进行深度修

理。部品具有 ：CAAC、EASA、FAA 放行能力，满足适航要

求。

航新电子针对该部品高发故障的射频组件和电源

组件自主开发了专用板级测试设备。针对射频组件，航

新电子同时借助矢量网络分析仪可以对于射频组件的

射频参数进行精确测量、调整各深度修理 ；针对电源组

件，利用航新电子开发的专用设备可以通过模拟部品实

际工作的负载情况，对组件进行性能测试的和深度修

理。通过借助这些专用板级测试设备，不但实现部品的

深度修理，也为提高整机的维修质量提供了有利保障，

同时也为客户有效地压缩了维修成本和周期。

rF 组件测试现场电源组件测试现场

tpa-81a 型tcaS 处理机

Honeywell 和rockwell collins 生产的tcaS 处理机

A330 推荐项目

件号

065-50000-XXXX

19826601XX

B494AAM0XXX

C12849XXXX

C12858XXXX

LA2B00XXXXX0000

LA2E20XXXXX0000

LA2E50700XXXXXX

LA2G00700XX0000

LA2K2B100XX0000

LA2T0G2XXXXXXX0

RAI2811MXXXX

名称

SFCC

DMC

FCMC

FCU

FMGEC

FCSC

FWC

SDAC

CMC

FCPC

ATSU

SDCU

机型

A330

A320/A330

A330

A330/A340

A330

A330

A330

A330

A330

A330

A330

A330

取证能力

CAAC/FAA

CAAC/FAA

CAAC/FA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CAAC/FAA/EASA

推荐项目 ：

件号

142-147

1803B0000-0X

285A1300-X

285A1600-X

42-935(-X)

965-0779-XXX

965-0976-XXX 

965-1676-XXX

965-1690-XXX

C19266XA01 

名称

AACU

ACSC

EAUA

PSEU

AACU

EGPWS

EGPWS

EGPWS

EGPWS

MCDU

机型

B737NG

A320

B737NG

B737NG

B737NG

A320

A320

A320

A320

A320/A330/A340

取证能力

CAAC

CAAC/FAA

CAAC/FAA

CAAC/FAA

CAAC/FAA

CAAC/FAA

CAAC/FAA

CAAC/FAA

CAAC/FAA

CAAC/FAA

VATE6000，VATE7000，VATE8000 均由航新电子自主研发，属于自动测

试设备。

VATE6000 用来开发板级深度修理，直接定位故障根源，重要的计算机

产品都开发了核心板卡的测试能力，突破了OEM 得技术屏障，成功的解决了

很多疑难电路板的修理，为航空公司节约了大量的成本和缩短了维修周期。

VATE7000 属于专用设备，主要用来对DFDAU 等送修量大，维修难度

高的部品进行考验和排故。

VATE8000 的基本构型和ATEC6 类似，为通用自动测试仪，根据CMM

手册的ATLAS 语言测试需求，开发部分产品的测试TPS。

VATE6000，VATE7000，VATE8000 介绍

Special

vate6000 和vate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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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飞机安全卫士——机载气象雷达

机载气象雷达用于飞行中实时地探测飞机前方航路

上的危险气象区域，以选择安全的航路，保障飞行的安全

和舒适。气象雷达是民航飞机上保障飞行安全的重要电子

设备。目前飞机上装载的气象雷达主要是Honeywell 和

Rockwell Collins 公司生产的。气象雷达系统主要由雷达

收发机、控制面板、显示器、天线支架和平板天线几部分组

成。

Rockwell Collins 生产的WRT-701X 型雷达收发

机(P/N:622-5132-XXX) 和WRT-2100 型雷达收发机

（P/N:822-1710-XXX），具有气象探测、湍流探测、绘制

地形图功能、风切变探测（仅622-5132-6XX 和822-

1710-XXX 具有）、多扫描功能（仅822-1710-XXX 具

有）。航新电子有两套设备设备对此型雷达收发机进行测

试，一套为原厂设备DF-7708 和STD-7000A，另一套

自制设备HXTS-2359。设备完善，从而保障设备需求，降

低维修周期。航新电子具有FAA、EASA 和CAAC 放行能

力，满足适航要求。

Honeywell 生 产 的RTA-4B 型 雷 达 收 发 机(P/

N:066-50008-XXXX)，具有气象探测、湍流探测、风切

变探测、绘制地形图功能。航新电子使用自制设备HXTS-

3049 及原厂设备RDX-7708 进行测试，更能从根本上

检测判断雷达具体状态。航新电子具有RTA-4B 型雷达

FAA、EASA 和CAAC 放行能力，满足适航要求。

航新电子有从事雷达维修近20 年的主任工程师带领

的雷达维修团队，有丰富的雷达维修经验，从根本上对雷

达进行检测排故，多次解决疑难故障，并完善预防处理方

案，提高雷达可靠性，降低雷达索赔率。

航新电子自主开发了WRT-701X 型雷达收发机板

测试设备，能完成对CPU 板和DSP 板性能测试和程序加

载功能。大大降低了维修成本和维修周期。( 主要针对P/

N:622-5132-6XX 的雷达收发机)

航新电子设有环境实验箱测试平台和振动平台，可

模拟雷达在飞机上的工作环境对雷达收发机进行在线试

验。更加有效地排查雷达故障点，消除隐性故障，提高可靠

性。

维修能力介绍

气象雷达系统（天线支架、控制面板、显示器、雷达收发机）

rta-4B 型雷达收发机

 dF-7708 和Std-7000a
（原厂设备）   

HXtS-2359（自制设备）

ttr-921 型tcaS 收发机测试现场

rF 组件测试现场cpu 板dSp 板

Rockwell Collins 公司生产的TTR-920/-921 型

TCAS 收 发 机（P/N:622-8971-XXX,822-1293-

XXX）, 适 用 机 型 为 ：B737-300/B757/B767/B777/

B737NG/A320/A321。该型号的TCAS 在我国民航机

队里也占有比较高的装机量。航新电子使用自动测试设

备IRIS2000 进行测试，针对故障高发部位的射频组件、

CPU 板、DSP 板及I/O 板，航新电子专门开发了相应的

板级测试设备进行深度修理。部品具有 ：CAAC、EASA、

FAA 放行能力，满足适航要求。

航新电子针对该部品的高发故障部位的

射频组件、CPU 板、DSP 板及IO 板，利用自

主开发专用板级测试设备，并借助矢量网络分

析仪可以对射频组件的射频参数进行精确测

量、调整 ；对于CPU 板、DSP 板及I/O 板，航

新电子可以对电路板的各项性能进行性能测

试和深度修理。通过借助这些专用板级测试设

备，不但实现部品的深度修理，也为提高整机

的维修质量提供了有利保障，同时也为客户有

效压缩了维修成本和周期。

总结

航新电子有从事TCAS 收发机维修近15 年的主任工程师带领的TCAS 维修团队，有丰富的TCAS 维修

经验，对于高拆换率的TPA-81A 型TCAS，结合多年积累的维修经验，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全方位的

预防性维修方案。对于TCAS 的核心组件—各种射频组件，航新电子都具备深度的修理能力，这些深度的修

理能力为提高TCAS 的可靠性，降低维修成本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这些能力的形成，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同

时也为航新电子获得大量用户的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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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新电子特刊

基于社会责任，对于维修过程产生的污废水，公司投入几十万购置了污水处理设备，可完全实现生

产中污废水的处理。

取证项目 ：

项目名称

刹车组件

刹车组件

刹车组件

刹车组件

主刹车组件

碳刹车组件

碳刹车组件

主轮组件

主轮组件

前轮组件

前轮组件

主轮组件

主轮组件

前轮组件

前轮组件

零件号

2-1740

S277A016-311

2-1740-1

S277A016-312

2612312-1

C20633000

S277A016-510

3-1674

S277A016-351

3-1559

10-62237-10

C20626200

S277A016-551

C20637000

10-62237-12

OEM

GOODRICH

GOODRICH

GOODRICH

GOODRICH

HONEYWELL

MESSIER

MESSIER

GOODRICH

GOODRICH

GOODRICH

GOODRICH

MESSIER

MESSIER

MESSIER

MESSIER

维护功能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检测、小修、改装、大修

宽阔的喷烤漆房

喷砂机 压力机、高温试验箱、压铆去铆机

ge 涡流检测仪车床、磨床、钻床

给客户提供优质的维修服务，航新电子

在现有电子维修能力基础上，大力扩大

公司维修范围，向本地化机械维修项目

扩展。经过六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顺利通过了中国

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和广东安全监督管理局的

适航审查，目前已正式投入生产。

维修能力 ：已具备波音、空客各类型飞机前轮、主

轮、刹车组件修理及改装能力。目前正在开发瓶体和

救生设备维修能力。

区位优势 ：广州本地化项目车间设在距离机场只

有5 公里的广州花都区花东镇，可以及时、便捷地为客

户提供维修服务。

人员配置 ：广州本地化项目维修人员10 人，骨干

人员都具有五年以上机轮、刹车、瓶体维修或NDT 检

测工作经验，部份人员具备维修放行资质，NDT 检测

人员资质覆盖磁粉、渗透、涡流和超声波四个领域。

设备设施 ：基于机轮、刹车、瓶体对飞行安全意义

重大，航新电子从建设之初，对维修设备设施的选型

极为重视，确保设备设施完全满足适航和维修要求，

所选用的专业维修设备均为国际或国内行业龙头企

业生产制造，其各项性能均处于领先水平。

航新业务新动力
——航新电子本地化机轮维修项目服务介绍

为航新科技董事长卜范胜、总裁柳少娟时刻关注本
地化项目进展，上图为与机械维修员工合影

机轮组装机

轴承清洗机、机轮清洗槽

清洗槽

机轮分解机

静电喷涂式荧光渗透检测线交直流磁粉探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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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新科技党支部
开展纪念七一活动

为纪念七一建党节，9 月13 日，航

新科技党支部组织党员开展了植树和

纪念石揭幕活动。公司董事会及党员参

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仪式上，公司董事长卜范胜

及公司专家为题为“航空报国、新益求

新”的纪念石揭幕，公司董事、专家、党

员为新栽种的芒果树进行了培土。

芒果树，芒果又名“望果”，“希望

之果”，寓意新鲜、快乐、活力，与航新一

直倡导的企业价值观不谋而合。纪念石

上的“航空报国、新益求新”八个字代

表航新一直奉行的航空报国使命和不

断创新进取的精神，航新科技党支部书

记柳少娟表示，党支部在未来将继续不

断支持航新科技的发展，为国家航空事

业发展作出贡献，也希望航新科技能像

栽种的这棵芒果树一样，不断成长，不

断散发活力。（编辑部）

广东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郑勇明副主任
到航新科技参观考察

7 月29 日，广东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郑勇明副主任一行到航新科技参观考察，了

解公司发展和运营情况。航新科技董事长卜

范胜、总裁柳少娟等领导予以了接待。

航新科技领导向郑主任介绍了公司的

发展历程、公司主营业务及现阶段发展状况

等，郑主任对航新科技的发展给予了肯定，

表示航新科技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经信委将一如既往支持航新科技

发展、做大做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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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新科技党支部开展纪念七一活动

广东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郑勇明副主任到航新科技参观考察

航新电子通过EASA 年度质量审核及新增类别质量审核

航新电子顺利通过孟加拉适航年度适航审查

航新电子推行车间现场高效晨会管理

航新科技开展机载设备知识培训

航新科技召开新入职大学生欢迎会

航新科技举办中秋晚宴

航新电子顺利通过山东太古、东方培训、波音公司质量审核

航新电子顺利通过海航质量审核

上海航新成为中航商用发动机公司供应商

上海航新通过民航安监局审核

上海航新通过海航等航空公司审核

上海航新通过孟加拉国局方等单位换证审核

上海航新签署起动机技术合同

天津航新员工在航空技能大赛中获奖

天津航新举办夏季体育比赛

35

October  2015



新闻动态

航新电子通过 EASA 年度质量审核
及新增类别质量审核

2015 年8 月18 日-20 日，

eaSa 审核员对广州航新电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航新电子）进

行了年度质量审核和新增类别质

量审核。

在审查见面会上，航新电子

总 经 理 向eaSa 审 核 员 介 绍 了

公司过去一年整体发展情况。在

审核过程中，航新电子质量部从

“人、机、料、法、环”等方面阐述对

欧洲航空安全管理局145 规章的

落实情况。随后，eaSa 审核员深

入细致地检查公司的质量系统，

生产控制系统，培训管理系统，检

查新增类别的维修能力情况，从

“人、机、料、法、环”等方面进行符

合性审查，并对moe 符合性情况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neWS dynamic

航新电子推行车间现场高效晨会管理

晨会对车间业绩提升和员工激励

有着重要的意义。现场晨会可以帮助车

间确定目前所处的状态，传达公司的信

息，制定目标，总结过去的不足，掌握工

作的方法等，通过晨会可以提升整体的

现场士气和员工的工作技能，最终达到

提升整个车间的生产效率。

另外，通过晨会可以给予员工及时

的激励与援助的机会，使大家保持良好

的精神状态，进而将之转化为提升效率

的契机和动力。      

在航新电子总经理的要求下，在生

产部精心组织与指导下，航新电子维修

车间推行了车间现场晨会管理模式。为

了保障晨会的效率与质量，航新电子规

范了晨会流程、形式、内容、及会议跟进

等，并制定了《生产车间晨会管理制度》。

通过三个月的晨会实施，维修车间的现

场管理、工作计划达成、员工士气、团队

凝聚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无

线电车间在晨会的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率先进行了晨会中技术经

验的分享、交流环节，从点点滴滴中去扩

充大家的思维边界并取得了良好的成

果。每天一位同事的分享，可以是工作中

的经验教训、学习到的新技术、设备使用

的新方法、及遇到的疑难问题等。通过分

享的主题，大家热情的参与讨论及进行

问题延伸，不仅将成果应用到日常工作

当中，更是提升了大家的沟通、总结、分

析问题的能力。     

航新电子接下来将继续采取一系

列措施，不断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提高

生产效率，为内、外部客户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航新电子 刘金华）

航新电子顺利通过
孟加拉适航年度适航审查

2015 年8 月24 日至25 日，孟加拉民航局官员

对航新电子申请孟加拉民航局145 维修单位资质更

新进行了现场审查。

本次审查范围包括FAA、EASA 适航管理体系

的程序文件及维修现场。通过对航新电子适航管理体

系的全面审查，孟加拉民航局官员认为航新电子的质

量管理体系运行具备持续满足孟加拉适航当局要求

的能力，并对航新电子的适航管理情况表示赞赏，航

新电子顺利通过孟加拉民航局145 维修单位资质更

新审核。航新电子将持续为孟加拉航空公司提供优

质、快速的维修服务。

（航新电子 何丽芬）

航新科技开展
机载设备知识培训

为提高机载设备部科研生产管理水平，加强员工质量意

识，推进追求质效的质量文化，规范引导开发流程及有效控

制与保证项目质量。近期，由公司总质量师秦玉宝亲自主讲，

对员工开展机载设备相关知识的系列培训。  

秦总有着三十余年的行业专业从业经验，善于总结、乐

于分享，并具备丰富的授课经验，严谨认真、由浅入深、细致

全面的授课方式得到了学员们的广泛认可和喜爱。此次培训

主要围绕新编制的装备科研生产流程培训大纲，对行业标

准、法律法规、装备科研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详细阐释。截止

到目前，秦总已完成第一阶段的培训，并将在下阶段里，继续

将机载设备的相关知识传授给员工。（编辑部）

exposition）进行详细审查。通过审

查，eaSa 审 核 员 认 为 我 司 的 质 量

管理体系运行非常良好，持续符合

eaSa-145 规章的要求，航新电子顺

利通过eaSa 年度质量审核和新增类

别的质量审核。

eaSa 新类别质量审核的顺利

通过，意味着航新电子在eaSa 适航

管理上又迈上了新台阶，增强了公司

整体竞争力，为公司拓展国外市场、为

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维修服务奠定坚

实基础。( 航新电子 何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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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新科技召开新入职大学生欢迎会

2015 年8 月7 日，航新科技召开2015 届大学毕业生迎新

座谈会。公司总裁柳少娟及其他相关领导、指导人、大学毕业生

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公司总裁柳少娟向新入职大学生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

航新科技目前具有良好的发展土壤，上市使公司发展平台更坚

实、发展的机会更多。希望新员工能在这片土壤上尽快成长，尽

快融入公司。各部门负责人、指导人要给予新员工更多的关心

和帮助。希望新员工的加入，为航新增添新的助力。

会上各位入职大学生分别作了自我介绍，人事行政部向新

员工介绍了企业概况、组织架构、毕业生工作安排及培训计划，

与毕业生进行了职业生涯的沟通。（编辑部）

航新电子顺利通过

海航质量审核

2015 年5 月28 日，海南航空公司审

核员对广州航新电子有限公司进行了质

量审核。审核过程中，审核员依据适航规

章及相关要求，审核了公司的维修能力、

维修记录、维修管理手册等。审核结束后，

海航审核员对航新电子的适航管理体系

的运行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航新电子顺

利通过海航的年度质量审核。

( 航新电子  何丽芬)

航新电子顺利通过山东太古、

东方培训、波音公司质量审核

2015 年5 月-7 月，山东太古、东方

培训、波音公司分别对广州航新电子有限

公司进行了年度质量审核。

在这三次的审核中，审核员围绕航新

电子的资质符合性、维修能力和管理现状

等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束后，审核员均对

航新电子的规范化管理和质量体系的运

行表示高度赞赏，并认为航新电子满足客

户持续适航的要求，审核顺利通过。

( 航新电子  何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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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新科技举办中秋晚宴

为使单身和亲属不在广州的员工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

义的中秋佳节，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关怀下，2015 年

9 月23 日晚，由航新科技工会筹办的员工中秋晚宴在广州

如期举行。公司董事会、管

理层及员工共一百余人参

加了此次晚宴，共庆中秋佳

节。

晚宴上，公司董事会和

管理层向员工传达了中秋

佳节的祝贺，希望公司员工

在航新科技这个大家庭里，

与 公 司 同 心 协 力，共 同 发

展、共同成长。（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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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航新员工

在航空技能大赛中获奖

天津航新举办夏季体育比赛

2015 年5 月底，天津航新迎来喜讯，赵子强、李

世聆两名员工获得天津港保税区《空港经济区》" 中

航工业津电杯" 航空职业技能大赛奖杯及奖金，分别

荣获比赛二等奖和三等奖。      

通过此次比赛，不仅提高了自身专业素质和职业

技能，同时也为公司争取了荣誉，提高了公司在空港

经济区的知名度，希望全体员工向两位员工学习，发

扬航新人勇于争先、技术创新的优秀传统。（天津航新 

汤志凤）

2015 年6 月中旬，天津航新夏季体育比赛拉开

帷幕，历经三周，比赛圆满结束。本次比赛项目有 ：台

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天津航新全体员工都积极参与

了本年度的各项比赛。      

比赛首先采取淘汰赛，之后采取积分赛，比赛中

轻松与激烈兼具，友谊与竞技并存。本次比赛普及了

员工健身的意识，在提高员工自身身体素质的同时，

也展现出了天津航新员工之间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

识，更促进了员工之间的友谊建设和情感交流。（天津

航新 汤志凤）

上海航新签署起动机技术合同

6 月30 日，上海航新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金

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签署CJ1000AX 起动

机实验外委合作技术开发合同，为上海航新后续介入

国产飞机附件研发项目打下良好基础。（上海航新 汤

蓓蓓）

上海航新成为

中航商用发动机公司供应商

5 月26 日，由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部、质量部会同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对

上海航新ATS 测试平台进行评估，最终上海航新成功

加入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外委供应商，双

方并就国产AT42S 测试正式开展业务合作。 （上海航

新 汤蓓蓓）

上海航新通过民航安监局审核

六月初，民航上海安全监督管理局对上海航新进

行年审，主要在质量管理体系、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培训

和现场管理等方面进行重点审核。监管局领导对上海航

新的发展给予了肯定，并希望上海航新继续加强安全管

理体系的建设，针对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进行风险防控，

规避和减轻风险。 （上海航新 汤蓓蓓）

上海航新通过海航等航空公司审核

4 月27 ～28 日，海南航空公司对上海航新进行审

核，主要对厂房、人员培训、设备维护、维修过程、质量内

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审核。 

审核员对上海航新各项工作给予了一致好评，对

上海航新大流量项目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同时希望上海

航新能在B787 飞机部件修理方面有所突破。上海航新

顺利通过审查。

此外，上海航新亦分别于5 月12 日、5 月26 日通

过上海东方飞机维修有限公司、奥凯航空公司供应商审

核。 （上海航新 汤蓓蓓）

上海航新通过

孟加拉国局方等单位换证审核

2015 年8 月26 日-28 日，上海航新分别接受了

孟加拉国局方、四川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公司的换证审

核。审核组对上海航新维修管理体系与民航法规的符合

性、维修记录、技术资料、零部件管理、计量工具设备管

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审核，对上海航新的维修管理体

系、维修能力、公司发展都表示了赞许，审核均顺利通

过。 （上海航新 汤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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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以客户需求为关注点

经过21 年的发展，航新科技已经

成为一家在广州、上海、天津、哈尔滨、香

港等地拥有分子公司的集团公司，业务

涵盖部附件保障、航材贸易、机载设备研

制、测试设备研制、飞机加改装等。其中

部附件维修涵盖了各类电子和机械类

项目，拥有一批国际先进的专业测试设

备和深度修理设备，获得CAAC、FAA、

EASA 等主要适航体系以及多个亚太

地区适航体系的批准。

全面的航材保障能力

2015 年4 月22 日航新科技在深

交所成功上市，公司发展迈入快车道。

针对航空公司对航材管理思路的改变，

航新科技依托全面的部附件维修能力、

稳定可靠的航材供应商渠道，以及大量

的航材库存，从单一航材周转件维修支

持，转变为航空公司提供全面的航材

保障能力（包括周转件和消耗件），包

括pooling、寄售式周转件管理、维修服

务（固定价、小时付费、工时+ 器材等）、

航材采购& 交换& 租赁、消耗件寄售、

PMA、本地化、航材资产管理、航材工程

管理等方面的服务。用户可以选择单一

或组合式的服务，提高航材的使用效率。

航新科技在国内已建有航材库（包

括周转件和消耗件），通过航新科技自

有的航材保障航空公司航材周转，支持

航班的正点运行。目前已拥有400 多件

A320 和B737 航材周转件，并将每年针

对国内国际广泛使用A320、B737NG、

E190、A330 等机型持续丰富和完善国

内航材周转件库存，同时航新科技可以

对合作的供应商所拥有的2 万多件周转

件进行调拨使用，以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目前已经为国内和国际多家用户提供了

航材综合保障服务。

灵活的服务方案

航新科技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灵

活的服务方案，提供资金、库存、维修、管

理等一系列服务，作为合作者参与航空

公司的日常工作，为用户的正常运行和

成本控制提供支持。通过航材周转件可

靠性的提高和维修周期的缩短，提高周

转件使用效率，降低使用成本。通过完善

的工程管理，保障周转件处于适航可用

完好状态。通过航新周转件对用户库存

的补充，航空公司可以达到使用原有的

航材周转件支持更大的机队运行，或者

零库存支持现有的机队的运行。

如航空公司原有2 件某件号航材库

存支持10 架机队的运行，后续规划将运

行15 架机队，通过选择航新服务，航新

科技提供周转件1 件供用户使用，航空

公司无需购买新的周转备件。若后续航

空公司将该机队退出运行，航新科技可

以回购航空公司的航材库存，并在机队

继续运行过程中继续提供总体的航材保

障服务。通过这样的服务，在保障运行的

前提下，使航空公司最大利用公司资产，

降低航空公司的周转件的投入资金和后

续周转件的财务折旧成本。

航新科技持续扩大本地化维修服

务的能力和地点，扩大为客户提供服务

的范围和便利。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将

在不同地区建设提供机轮刹车、瓶体、救

生设备、厨房、客舱设备等本地化维修服

务，提高航材周转速度，降低维修成本。

目前已经在广州、南宁、上海、天津、哈尔

滨开始建设工作。

——航新科技部附件优质、贴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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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以客户需求为关注点

航空器材销售、仓储与物流服务

航新科技E190 维修能力介绍

实现用户与维修单位的利益双赢

再取硕果 航新电子成功研制VATE8000

自动测试设备

天津航新积极拓展新能力新业务

上海航新圆满完成ATS 维修培训

市场部 / 茅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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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航空器材销售

航新科技自2003 年开始

开展向国内外合作伙伴提供剩

余航材的业务，目前与多家国

内外航材贸易商形成良好的合

作关系，销售网络遍及东南亚

及欧美国家。根据最新的剩余

航材清单，航新科技的电子项

目可销售零备件共5000 多项，

涉及计算机、无线电、仪表、娱

乐系统 ；机械项目可销售零备

件共2500 多项，涉及瓶体、液

压、气动、电气系统。

航空器材销售、仓储与物流服务

产品类别

覆盖机型

电子类 ：计算机、无线电、仪表、娱乐系统 ；

机械类 ：泵、伺服，作动器、PDU, 气动，电气系统等

B737 Classic、B737NG、A320 系 列 等BOEING

和AIRBUS 多种机型

周转件服务与支持

航新科技与多家部件库存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B737 Classic、B737NG、

A320 系列等多种机型各类机载设备周转件的交换、租赁、销售等服务。

近年来航新科技积极开展航空器材、测试测量仪器等产品的销售与支持业务。主要包括剩余航材销

售、周转件销售及租赁、交换，各类航空器材及相关产品代购以及仓储与物流服务。

OEM 产品服务

多年来，由于航新科技在业绩增长、创新及安全方面的卓越表现，多家国际知名

OEM 厂商授权航新科技为其在华或亚太地区的服务中心，为中国及周边地区航空客

户提供OEM 产品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广州、上海、香港提供

符合航空行业标准的

保税仓储服务。

提供货品文件办理、

重新包装、质量检验

等额外增值服务。

完善的物流

运输及进出

口代理

服务保障

航材分销商资质

快速响应

oem 原厂授权
证书

快捷灵活的进出
口操作

丰富的渠道和
资源

完善的售后服务

主营业务介绍

剩余
航材
销售

周转件销
售、租赁
及交换

各类航空器材及
相关产品代购

oem 产品
服务

仓储与物流服务

Kannad BecKer l3ar circor elta Kidde l’Hotellier

rocKWell collinS 
各系列航空电子产品

ge( 原SmitH)
各系列航空电子产品

HoneyWell
各系列航空电子产品

triumpH actuation 
SyStem 各系列航空液压部件

eaton
各系列航空液压部件

dieHl aerospace gmbH
各系列航空电子产品

SFcc 产品
meggitt aerospace asia 
pacific pte ltd
各系列航空液压部件

thales group
各系列航空电子产品

moog controls limited 各
系列航空液压部件

liebheerr group
各系列航空液压部件

Safran group
各系列航空电子部件和各系
列航空液压部件

由于与OEM 的紧密合作，在以下部品及零备件产品上航新科技都可提供完善的支持

美国

东南亚

中东

欧洲

1 2 3仓储与物流服务

香港航新 / 周贞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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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新科技 E190 维修能力介绍

随着国内外E190 机型的数量的

快速增长，国内对E190 的维修能力

需求也快速提升，为了满足E190 日

益增长的维修需求，航新科技加大对

E190 机型能力的投入，目前已经在

飞行控制和管理部附件、大流量气动

部件、电气部附件、瓶体、飞行记录器

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维修能力，同时

获得了KIDDE、L3 等OEM 的商保修

理授权，可以代理OEM 进行本地商

保服务，满足用户对该机型维修能力

的需求。

针 对E190 的 部 附 件，航 新 科

技依托国外进口自动测试设备和工

装（ 如TESTEK 的 大 流 量 设 备、

AVTRON 公司的AVTRON350 等）

完成相关的测试工作，这些设备获得

OEM 厂家的授权，在测试条件满足

部附件测试所需的要求（包括测试电

气性能、温度、压力、流量等），测试步

骤和测试参数完全满足CMM 手册要

求，并能自动完成全面测试，无需人工

干预，测试精度高，误差小。同时提高

修理深度，降低用户的成本和维修周

期。同时航新科技在深度修理和工艺

处理方面，采购和开发工艺处理和深

度修理的设备（如三轴测量仪、动平

衡机、数控加工中心等），用于装配工

艺精度测量和部件深度修理等方面，

以提高整体的维修能力。

航新科技选择有十年以上工作

经验的维修人员负责E190 项目的维

修，以主任工程师为负责人，加强整体

修理能力。并针对E190 的项目准备

约50 万美元的备件库存，以降低修理

待件周期，提高用户航材周转率。

推荐活门项目

件号

1001246-3

1013952-1

1013952-5

21425-01

名称

BLEED PRESSURE REGULATING AND SHUT

BLEED PRESSURE REGULATING AND SHUT

NAPRSOV

VALVE OUTFLOW VALVE

机型

E190

E190

E190

E190

取证能力

CAAC

CAAC

CAAC

CAAC

大流量活门测试系统主要包括工控机和

测试台，测试台中配备有一个真空测试舱，测试

台可以控制或监测大流量活门上下游压力、流

量和活门关闭时的渗漏量，并将这些参数通过

传感器或流量计采集到工控机中进行分析对

比。航新科技子公司上海航新具备全套测量与

检测工装夹具与设备，可实现全产品零件的全

面检查，可靠性得到了保证。维修能力处于行业

领先水平。

●气动活门

其中具体系统产品介绍如下

大流量活门测试系统

推荐项目

件号

1002832-1

1002793-2

1001657-1

名称

DUAL HEAT EXHANGER 

PRECOOLER 

CONDENSER 

机型

E190

E190

E190

取证能力

CAAC

CAAC

CAAC

上海航新使用热交换器测试台（LPCS-1418-1）进行热交换器泄漏测试，使用大流量ATS 测试台

（TESTEK ：102382-P6）进行热交换器流阻测试，另外，航新科技按热交换器的维修要求建立了热交换器维

修工艺流水线，可以按手册要求完成热交换器项目的清洗、维修、测试。

上海航新使用美国AVTRON 液压综合测试台，能完全模拟飞机上的工况，测试故障判断准确，测试

精度高，效率高 ；其次，在维修各个环节，具备全套测量与检测工装夹具与设备，可实现全部零件的全面检

查，可靠性高。研磨深度修理采用进口精细研磨台，保证维修质量。

针对飞机液压泵，采用美国AVTRON H502 液压泵综合测试台，可按手册要求完成各类液压泵产品

的测试。引进高精度平面研磨台，可进行液压泵零件级别深度修理。

●热交换器

●液压附件

 avtron 液压伺服综合测试台 

热交换器维修设备

 avtron H502 液压泵综合测试台

BuSineSS and training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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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液压项目

推荐电气项目

件号

51164-04/-05

415400-1009

38-957500-1

39-891—2/3

51166—03/04

414900-1005

件号

4510-28UG-00

4101638

4101722

21425-01

60-5174-1

3400-22-10

170-05034-403

171-04650-401

170-17293-403

170-02748-41X

170-00628-409

170-00679-XXX

170-00675-40X

170-00676-40X

170-00634-40X

170-13667-413

191-07578-401

170-04955-4XX

191-13443-413

170-00623-4XX

170-00595-40X

285A1300-1

名称

ENGINE DRIVEN PUMP  HYDRAULIC

RUDDER ACTUATOR

BRAKE SHUT OFF VALVE

BRAKE CONTROL VALVE WITH FILTERS AN

AC MOTOR DRIVEN PUMP HYDRAULIC

GROUND SPOILER ACTUATOR

名称

COFFEE,MAKER-ELECTRICAL,GALLEY

轴流式风扇

FAN  RECIRCULATION

VALVE OUTFLOW VALVE

频闪灯供电组件

应急灯电源组件

观察员插孔板

内话面板

内话面板

电气控制面板

飞行控制面板

配平控制面板

照明控制面板

照明控制面板

空气/ 气动控制面板

座舱维护面板

座舱维护面板

信号灯控制面板

信号灯控制面板

座舱灯光控制面板

外部灯光控制面板

 发动机附件组件

机型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机型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E190

取证能力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取证能力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CAAC

上海航新机电附件维修组具备多种专用测试仪器、设备，测试工装夹具齐全，测试故障判断准确，测试精

度高，效率高 ；在维修各个环节，具备全套测量与检测工装夹具与设备，可实现全部零件的全面检查。

●电气附件

业务与培训

上海航新从KIDDE 购买烟雾探测器专用测试设备（CT210/211），

测试故障判断准确，测试精度及效率高，可以实现烟雾探测器全面检

查，保障测试修理的可靠性。

航新科技子公司航新电子从OEM（L3）购买记录器专用测试设备，测试故障判

断准确，测试精度及效率高，可以实现飞行记录器全面检查，保障测试修理可靠性，并

可代理OEM 进行商保服务。

●烟雾探测器

●飞行记录器

推荐烟雾探测器项目

推荐记录器项目

件号

473597-18

件号

2100-30XX-XX

S161-1120-10

名称

SMOKE DETECTOR  MODEL 2000

名称

CVADR

SSCVR 控制组件

机型

E190

机型

E190

E190

取证能力

CAAC

取证能力

CAAC/FAA

CAAC

>> 烟雾探测器测试设备（ct210/211）

<< 飞行记录器测试设备

上海航新采用先进的水静压测试设备测试能力齐全，可按照维修

手册要求对氧气瓶和灭火瓶进行全面的水静压测试，测试精度满足手

册要求。其中KIDDE 授权上海航新从事灭火瓶（474152-1、474153-1）

的商保修理，用户可以在享受本地化商保服务。氧气瓶综合测试台适用

范围广泛，能全面完成氧气瓶瓶体测试工作。

●瓶体附件

推荐瓶体项目

件号

5500-C1W-BF15A

4441111-077

474152-1

474153-1

名称

PORTABLE OXYGEN CYLINDERS

CYLINDER  OXYGEN

FIRE EXTINGUISHER, CARGO 378 CU HRD

FIRE EXTINGUISHER,

机型

E190

E190

E190

E190

取证能力

CAAC

CAAC

CAAC

CAAC

>> 水静压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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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50007-XXXX 无线电高度

表是Honeywell 公司生产的一款轻量

级、全固态、数字式机载高度表，该高度

表主要装机于 ：B737NG 系列和空客

A320，A330，A340，在我国现役飞机

有较大的装机量。

该款高度表的射频组件由于存在

设计缺陷，导致部品的拆换率一直很高，

OEM 原厂发布了大量的服务通报对

射频组件进行改装，涉及的改装面比较

广泛，涉及接收通道、VCO 模块、发射

通道等。对射频组件可靠性影响较大的

改 装 有SB ：ALA-52B-34-12，ALA-

52B-34-19，ALA-52B-34-25( 按需

执行)，ALA-52B-34-26 等。

由于射频组件工作在4.3GHZ 高

频频率, 且一直处在连续扫频状态，这对

射频组件的可靠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同时组件采用微带电路设计，印制电路

板及元器件的分布参数如果受温度影响

而发生变化，就很容易使得组件工作不

稳定从而导致部品间歇性故障。航新电

子通过自主开发的射频组件板级测试设

备，借助矢量网络分析仪来实现对射频

组件的微带电路进行参数调整，使组件

在常、高温工作在最佳状态，同时可以借

助这套设备对射频组件进行完整性能测

试以及深度修理工作。 

该项目航新电子一直由2 名资深

维修工程师担任修理工作，他们有着十

多年的维修经验，特别对解决疑难故障，

实现用户与维修单位的利益双赢

无线电高度表射频组件深度修理1

如对间歇性故障、NFF 件的处理有着一

套完善的解决方案。通过对部品里的核

心组件—射频组件深度修理，为用户节

约了成本和修理周期。同时也使得该项

目的维修能力在同行业中有着明显的优

势，获得了大量的送修市场。

●改装 ：可以满足客户提出的所有

改装

●能力情况 ：CAAC EASA

●ata: 34-42-35/34-42-36

 066-50007-XXXX 无线电高度表测试

射频组件测试

与用户积极有效沟通实现S 模式应答机疑难问题的解决

型 号 为XS–950 S 模 式 应 答

机是美国ACSS 公司设计一款全固

态，数字式的S 模式应答机。该型号

的 主 要 件 号 为 ：7517800–1XXX/ 

5XXX/6XXX, 我国民航机队主要装

机件号为 ：7517800–1XXX，装机型

主要为: B737NG 系列和空客A320，

A330。

该型号的S 模式应答机不管是

从硬件设计和工艺来看都是比较前

沿和成熟的，同时从整体装机时间来

看都有着不错的表现，所以我们认为

该款S 模式应答机是一款设计比较成

熟，可靠性比较高的机载导航设备。但

是该型号的S 模式应答机中件号为 ：

7517800 -10004 出现反常现象，该

件号的ATC 在某航空公司出现反复

索赔，每次飞行小时在200-400 小时

不等。部品返到航新电子后测试无故

障，无故障信息，航新电子维修技术人

员对部品实行了高低温在线测试，振

动都没复现故障。考虑到无故障，无故

障信息，初步开始怀疑是机上的原因，

通过与某航空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电

话沟通，获取的信息是基本是一致的，

在机上故障表现形式 ：应答机1 部失

效2 部高度报告消失。在后续的沟通

中航新电子维修技术人员详细寻问了

某航空公司关于机上的具体故障表现

形式，获知具体情况如下 ：

1、一部应答机不工作，即按下面

板自检测试按钮，无反映，通过控制面

板，切换到第二部ATC, 由于一部应答

机故障，从而导致第二部应答机无高

度报告。

2、在出现该故障时，只有对部品

重新上电故障就消失。

原因分析：第一部应答机的失效，

导致429 高度数据无法正常传送给第

二部应答机，因429 高度数据是共用

ADIRU 的大气高度数据 ；关于重新

上电后故障消失，加上出故障时按自

检测试按钮，无反映，可以初步推断是

部品主程序没有运行导致的。

通过与用户沟通和初步的分析，

可以判断导致这种间歇性故障的还

是部品本身，我们奇怪的发现为什么

只有这个件号的ATC 会出现该故障

情况了，航新电子维修技术人员通过

对部品的硬件对比发现与其他件号

状态是一至的，而唯一不同的是部品

运行的软件不一样，后来他们查阅了

OEM 发布的所有SB，发现关于SB: 

7517800–23–6012 可 以 将 件 号

PN ：7517800 -10004 升级为PN ：

7517800 -11006，该SB 主 要 内 容

是对部品进行软件升级，通过航新电

子的维修数据发现，航新电子承修过

的PN ：7517800 -11006 没 有 出 过

类似的故障，最后，技术人员通过与用

户的继续沟通，提出了对-10004 件

号的部品进 行 软 件 升 级 的 方 案，得

到 了 用 户 同意，从改装后的使用情

况来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目前改装

后装机的有近4 个月，再也没出现返

回。

2

 XS-950 S 模式应答机   XS-950 S 模式应答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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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te8000 由 两 个 机
柜组成，其结构示意图
如图所示 ：

再取硕果 航新电子成功研制
VATE8000 自动测试设备

VATE8000 是航新电子继VATE6000、

VATE7000 后，再一次自主研制成功的自动

测试设备，以测控计算机为核心，采用以PXI 总

线为主、GPIB 和RS485 等总线为辅的复合总

线形式和扩展与VXI 仪器总线，来构建硬件系

统集成。设计目标是面向民用航空部件的TPS

开发和调试、TPS 运行测试和维护的模块化通

用测试系统。系统聚集了各种测量仪器、信号发

生器、各种通信接口（GPIB、RS232、RS485

及ARINC429 等）、离散信号、电源以及继电

器矩阵等资源，其接口符合ARINC608 接口标

准。依据CMM 测试需求，可在该系统上进行设

计，编译自动测试程序，并开发对应件号TUA，

生成某个件号部件的测试能力。

另外，可以根据测试状态生成测试报告，在

测试过程能生成临时测试报告，测试完生成完

整测试报告以及有故障的测试报告 ；通过界面

设定测试次数，达到对部件长时间考验功能 ；通

过界面可以选择所需的测试项、暂停和打印功

能。方便操作者对UUT 故障的排查与定位。

VATE8000 测试系统是开放的测试系统，

灵活可变的资源架构 ；目前用于开发的TPS

适 用 件 号 以 主 流 运 营 机 型B737NG，A320 

Series 装机电子部件为主 ；未来用户可以按自

身需求，采取升级系统硬件，软件的办法扩展系

统的综合测试能力。

航新电子/ 易国生

天津航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航新）是在天津市空港经济区注册的一家

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航空综合性高新技术企

业，是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航新科技）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为民

机和通航机载电子和机电部附件维修。

在民机航空部件维修领域，天津航新具备

波音、空客、ERJ190、MA60、Y12、直九系列、

米系列、欧美系列等多种机型的维修能力，是目

前国内维修项目最多、能力最强、机型最全面的

通航维修企业之一。在通航业务维修领域，为武

警、公安、森警用户提供航空机载部附件服务，

能力已覆盖大部分直升机型，在无线电/ 导航/

雷达系统、自动驾驶计算机、陀螺仪表、燃油系

统、液压系统、发电机等项目上优势明显，同时

也将逐步开展其它系统的维修。

近年来，天津航新以机载部附件维修服务

为基础，积极开展新能力新业务，努力将公司打

造成为国内知名的民航和通航飞机维修的综合

运营保障服务商。

新能力

1. 飞参系统售后保障 ：基于航新科技研发

的机载设备综合维修检测系统建立飞参系统音

频监控器、采集器、快取记录器的维修能力，配

合航新科技总公司做好飞参系统的售后保障。

2．发电机维修业务 ：天津航新机电车间

在自行研制HTS-033 型起动发电机综合测试

台及其配套直流负载柜、HTS-056 型交流发

电机综合测试台及其配套交流负载柜，并配备

了起动发电机电刷研磨台、动平衡机、绝缘电阻

测试仪、线圈测试仪等专用设备的基础上，建立

了较为完备的直流起动发电机/ 交流发电机的

维修能力，覆盖主流直升机机型。经过两年的时

间，该维修项目获得用户的广泛认可。由于业务

需求后续拟新增起动发电机测试台和扭矩测试

台，进一步完善该项目能力，使其成为天津航新

的精品项目。

3. 建立机轮刹车维修能力 ：针对天津和北

京附近的客户建立机轮刹车的本地化业务，涵

盖MA60、B737、E190、A320 等机型的机轮刹

车维修能力。此投资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预计

在2015 年底完成厂房建设、设备安装、CAAC

取证等工作。

新业务                                          

为客户开展本地化服务，主要维修项目包

括MA60 的起动发电机和电瓶、B737 机型的

烤箱等，并针对其建立机轮刹车维修能力。

与航空公司初步签订维修协议 ；申请加入

航空公司维修供应商清单，针对天津航空开展

本地化维修业务。

天津航新积极拓展新能力新业务
天津航新 / 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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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 ：勤学善思 文武兼备

师 说

岗位上默默绽放的“金花”

年轻的技术能手

低调做人  踏实做事

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陆全水

上海航新圆满完成 ATS 维修培训

上海航新航宇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航新）于2014 年完成

了气动系统大流量部附件维修能力的建

设，拥有美国进口的Testek 试验设备

三套，分别是空气涡轮起动机（ATS）

测试台，空气循环机（ACM）测试台和

大流量活门测试台。目前，上海航新的

ATS 维修已取得CAAC、FAA 等资质。

同时，上海航新拥有一批经验丰富、业务

水平一流的气动维修工程师，能完成各

类维修和培训业务。

2015 年8 月，上海航新接受了国

外客户提出的ATS 培训需求。9 月8 日，

历时16 天的ATS 维修培训圆满结束。

此次来上海航新学习的维修工程

师曾从事航空电子维修二十余年，应公

司发展战略变化的需要，希望能从上海

航新的培训中掌握ATS 维修技能和借

鉴相关经验，为以后开展ATS 维修业务

做准备。接受培训的工程师并无相关机

械维修经验，但在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上

上海航新 / 蹇雅梅

海航新工程师的耐心指导下，沟通学习

进行的十分愉快和顺利。

参与ATS 维修项目培训的主要成

员有上海航新管理层、气动维修工程师、

质量管理员，及其他部门同事的鼎力支

持。培训工程师有10 年以上的ATS 维

修经验，修理过各种机型和种类的ATS

至少1000 件以上，实战能力强。

培训工程师对ATS 结构原理和修

理过程及每个维修环节应注意的事项

对国外客户进行全面详尽的理论讲解，

然 后 开 展ATS 修 理 的OJT（On Job 

Training）。ATS 维修过程可拆分为预

测试、分解、清洗、检查、修理、组装、最终

性能测试和存储。为确保客户真正理解

和掌握ATS 的整个修理过程，工程师在

现场按照CMM 手册上的每个章节和步

骤进行详细讲解，然后进行实操演练，

在客户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指导其亲自

动手操作。针对不同构型的ATS, 工程

师进行了对比和差异化讲解，以便客户

能在一种ATS 的OJT 培训中做到对维

修方法技巧的融会贯通和在具体维修

ATS 时做到举一反三。

在培训结束的会议上，该客户表

示 ：非常感谢上海航新高水平的培训，

也很满意此次的学习交流，上海航新工

程师们的专业知识贮备、丰富的维修经

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都让

其受益匪浅。同时，不仅学到了ATS 维

修方面的知识，也对如何组建ATS 维修

部门、引进先进设备、获取资质、甚至开

展业务、以及如何对修理质量、周期和成

本的控制和三者之间的优化有了更明确

的思路。他希望能与上海航新这样一个

拥有一流的厂房设施、国内外先进设备、

经验丰富的维修人才储备、全面的修理

资质的行业内标杆性企业建立长期的合

作关系，共同促进双方的业务发展。

上海航新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

会与国内外同行一起学习，共同交流分

享行业经验。

上海航新总经理（右） 给客户颁发结业证书 上海航新维修工程师给客户进行部品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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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积累大量经验，这样才能在关键时

候解决问题。

某航空公司在YDC（偏航阻尼耦

合器）部件维护过程中，会经常出现故

障，导致反复出现部件更换。而这些问题

并不都一定是部件本身的问题，航空产

品的专业、复杂、高技术的特点导致故障

很难准确界定。在YDC 部件维修和维

护过程中，张勇通过查阅CMM 手册和

AMM 手册，仔细分析YDC 部件原理，

后来发现在装机检测出现故障的原因

很多在于机型匹配的问题，在不同机型

间装机时，YDC 就会显示故障。掌握了

YDC 原理后，张勇与机务直接联系，讲

明了部件的原理及解决的办法，最终顺

利排除了YDC 的装机故障。后来又通过

电话、邮件等方式，帮助多个航空公司用

户解决了类似的问题。甚至多年以后，张

勇去航空公司走访的时候，用户对当时

沟通排故的情形还记忆犹新。

张勇不仅技术精湛，解决了许多疑

难问题，同时还主动站在客户的角度，为

客户排忧解难。在DFDAU（数字式飞

行数据采集组件）维修过程中，他积极的

与用户沟通，去航空公司走访，与用户方

各工作岗位的人员进行交流，对他们进

行操作培训，及时解决用户的问题。通过

前端的有效沟通，避免了用户的误拆和

索赔，也了解了不同用户的个性化的需

求。因DFDAU 修理的较好，得到了用户

的高度认可，DFDAU 一度成为公司接

收量最多的部附件。

他还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推进项目

的修理深度。在利用ATE 测试无法复现

DFDAU 故障时，通过与MCDU 进行联

试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通过建立

联试，以及对在联试条件下测试和排故

方法的探索和总结，将DFDAU 的修理

能力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甚至在某些方

面超越了OEM。

因其出色技术，张勇在深度修理方

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能发现的问题越

来越多，修理的如A3 板、A5 板这样的

复杂电路板数量比往年增加了很多，大

幅减少了板卡的更换，节省了大量维修

成本。

自航新电子开展质量评比以来，张

勇连续六年获得维修质量奖，更是公司

内唯一一个获得质量贡献奖的员工，该

项记录至今尚无人打破。“对于质量，要

常怀敬畏之心。”这是张勇的座右铭，也

是经常给新人分享的心得。每个细节都

一丝不苟，每个垫片每个螺丝都容不得

半点马虎。张勇表示，要时刻谨记安全重

于泰山，质量更多的是责任心的体现。除

了加强质量意识外，同时还要在各个方

面勤于学习，提升自身综合实力。

厚积薄发 从技术到管理的转变

多年的技术积累造就了沉稳、善于

思考、勇于创新的张勇。今年3 月份，张

勇被任命为车间经理，走上管理岗位。7

月，航新电子无线电车间与仪电车间合

并，张勇又出任合并后的车间经理，成为

航新电子管理人员最多的一个经理，足

见公司对他的重视。航新电子总经理就

表示，张勇不仅技术能力出色，同时表达

能力强、沟通良好，管理思路清晰、有想

法，是公司重点关注和培养的对象。

人多了，对于刚上任的张勇来说，

面临的压力更大了。谈到与做技术的不

同，张勇表示，由之前的和设备打交道变

成了更多的和人员打交道，需要考虑的

事情更多、更灵活多变，还需要多多学

习。不过他也表示，在做主任工程师的时

候带了很多徒弟，对人员培养、指导和管

理有一定的经验和思考，算是有了一定

的积累。上任后，张勇在车间开始推行晨

会制度，短短十几二十分钟的会议，让员

工自由发挥、交流，分享工作中的技术经

验和困难，让员工更团结，技术交流更彻

底。对于日常工作，他积极倡导和推行精

细化管理，将日常工作做的更加细致、有

计划。对待新入职和刚进公司不久的员

工，他有意识地给予新员工多一些机会，

培养独立承担工作的能力和责任，促进

员工尽快成长。

在业余时间，张勇喜欢读书，各类

名人警句信手拈来，有自己的一套为人

处世哲学 ；他也喜欢摄影，喜欢各类文

体活动。以前教导徒弟时他就是以理服

人、以德服人，可以说是文武兼备。对于

未来，张勇表示，他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多

多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在履

行好车间经理职责的同时，重点加强车

间团队、人才培养的建设力度，打造更和

谐、更有创造力的员工团队，为航新创造

更大的价值。

员工榜样

张勇：勤学善思 文武兼备

字脸，经常挂着淡淡微笑的张

勇，给 人 沉 稳、踏 实 之 感。自

2002 年加入航新以来，张勇

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公司的中坚骨

干。他是公司数一数二的技术能手，处理各

类疑难问题既快又好 ；他是得奖专业户，每

年的各类优秀评比，他必定榜上有名 ；他教

导有方，循循善诱，已带出徒弟六七名，并

都成为公司的主力 ；他博学多才，思路清

晰，引经据典信手拈来。

解决疑难件的专家

在航新电子里，他是解决疑难件的专

家。工作十余年来，他维修过计算机、无线

电等多类型部件，维修总计超过2000 余

件。近几年来，因其出色的维修能力，他经

常承担疑难件修理的重任。

事实上，勤于学习、善于钻研是张勇一

直以来的优点。早在张勇工作不久的时候，

他就开始独立承担重任。曾经有一段时间，

麦道90 飞机的MCDU 部品索赔率达到

40%。而该部品在车间试验一直正常，但是

装机后却出现故障。虽然之前维修人员解

决了大部分问题，但是该问题一直没有彻

底解决。面对此种情况，很多人会考虑到是

部品本身存在设计缺陷，而放松了解决问

题的决心。张勇并没有放弃，而是对部品进

行反复测试考验，测量各个关键点的信号，

分析每一点信号异常会带来的故障情况。

有一次在进行检查时，MCDU 部件突然闪

烁，并记录了一组代码，虽然故障现象转瞬

即逝，甚至来不及进行任何的测量，但张勇

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根据之前积累的

丰富经验，仅凭看到的一眼故障现象，推理

出了故障部位和故障产生的原理，解读了

故障代码，圆满解决了MCDU 部件的问

题。自此以后，该部件基本没有索赔。张勇

表示，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遇到困难

时，要有解决困难的信心。同时，也要不断

2000 年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毕业

2002 年加入航新，荣获

优 秀 员 工9 次，技 术 攻

关奖3 次，节约成本奖3

次，维修质量奖5 次，质

量贡献奖1 次     

2012 年任命为主任工

程师

2015 年晋升为无线电

车间经理

人物简介

国

tHe employee eXample

航新电子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优秀员工的辛勤付出。他们爱岗敬业，用自己的努力

推动着航新电子不断做大做强。在此发展历程中，航新电子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员工，本栏

目中所刊选的部分员工，仅仅只是众多优秀员工的代表，还有众多同样优秀的航新人，他

们共同为航新电子的发展，作出着重要贡献。（本版块文字/ 郑先涛）

编者按

“对于质量，要常怀敬畏之心。”

这是张勇的座右铭，也是经常给

新人分享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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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新电子各个生产现场，航

材库、车间、外场，经常看到

一位女性四处奔波的身影，

她穿梭在以男性员工为主的各个生产区

域，统筹指挥、协调调度，很少见她能完

全歇下片刻。她温婉可人，对待下属春风

化雨、关怀备至，她又敢担当、重责任，会

为了公司利益据理力争，绝不妥协。她是

生产控制的掌舵人、员工心中的大姐姐，

她就是生产部经理刘金华。

2001 年加入航新电子的她，已是

不折不扣的老员工了，十余年的工作

经历，铸就了乐观、自信、业务娴熟的刘

金华。看起来柔弱娇小的她，做事干练

利索、雷厉风行、井井有条，这是她的标

签。她柔弱的肩膀担负着航新电子的重

任——目前她同时负责生产管控、采购、

保税管理的工作。因她专业、娴熟的业务

能力，她也是领导眼中的“救火队员”，

临时的急难重任务一般都交由她完成，

而她也是不负众望，经常超值完成交办

的各项任务。

随着民航维修业市场形势的变化，

各大航空公司对周期、成本、维修保障服

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给生产管理控

制带来了极大考验。航新电子作为同行

业首屈一指的电子电气部件专业维修公

司，无论是周期控制、维修质量还是客户

服务，都时刻领军行业前沿。在公司高标

准的要求下，也给生产部、给刘金华带来

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航新电子2013 年搬入新厂区后，

适航体系因为要重新认证，生产出现了

一段空白期，积累了五六百件的积压件。

当时航新电子架构重新调整，新生产部

刚成立，如何尽快完成积压的待修件，是

刘金华面临的一个大难题。虽说刚上任

生产部经理，但刘金华没有推脱，勇担重

任，她主动分析如何快速解决待修件的

办法，在重点流程处设立管控点并实时

跟踪，跨部门间进行沟通协调，常常是一

个人肩挑起各方面的压力。同时她带领

部门人员认真学习、梳理各项流程业务，

做好生产明细安排，通过几个月的努力，

最终较好的完成了全部积压件的处理，

为公司创造了效益和声望。

2014 年航新电子承担了某航空公

司批量飞机退租的业务，这是航新电子

第一次承担如此重任。退租涉及到多个

部门的协调，如技术取证、物流协调、部

件进程跟踪、产品质量、周期管控等，刘

金华对外积极与客户沟通协调，定期向

客户汇报，对内加强控制与管理，同时她

注重团队建设，借此不可多得的工作契

机，培养了一些重点员工，最终在客户要

求时段内顺利完成了退租任务。

善于学习、勤奋敬业是她不可多得

的优点。也因此，她成了航新电子业务

精、专、全的代表，也是领导心中完成急

难险重任务的最优先考虑者。2014 年，

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航新电子希望能

建立电子保税仓库，从没有接触过保税

业务的刘金华再次得到公司信任，勇担

重任。她积极查阅各种资料，研究各种规

章要求。在整个保税仓库申报过程中，她

近一个月时间没有休息，吃透建立电子

保税仓库的工作要求，并通过制定规章

制定、梳理和完善业务流程，积极改进相

关欠缺点。她的努力付出获得了审核组

的一致通过，航新电子保税仓库顺利建

立，为航新电子的业务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在履行好日常工作的同时，刘金华

还经常关注公司管理的持续改善，主动

思考并提出改善措施，怎样更快的提高

工作效率，为公司创造最大效益。2014

年她制定了维修部品周期管控措施，细

化每一步工作流程，最终将公司内部维

修周期控制在15 天以下，创造了公司记

录。目前她正在制定重点客户周期管理

方案，旨在通过更细化的主动服务，以进

一步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在团队建设方面，刘金华不仅关注

某个点、某一层面，而是把目光放的更长

远，她更关注部门整体运作情况，注重体

系的持续改善，同时针对每个员工的优

缺点进行积极引导。在团队里，刘金华是

关怀贴心的大姐，她注重团队成员情感

上的沟通，创造坦诚愉快的工作氛围，让

团队成员互相信任。她明确团队目标，让

个人目标和团队目标结合，同时给予员

工合适的激励，公平，公正的发展平台。

不仅仅做好眼前的工作，尽可能的

向其他方面延伸，这是刘金华一直崇尚

的工作方式。也正是她的勤奋学习，她的

平台也越来越高。目前在课余时间她还

在读工商管理MBA，她表示，学无止境，

航空业是个高技术、系统程度化高的行

业，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掌握更多的

知识和技能，自己才能为公司和客户创

造更大的价值。

员工榜样

师 说

父说 ：“该做的事情要一步一

步做，不能急。”我刚刚毕业，

看着师父完美的电路板，而我

却对着到处都是的锡渣抓耳捞腮，方才知

道，焊接之前，要先把清漆洗掉。师父所教

会的，远不止此，他总是和颜悦色，所教授

的又如此细致。

师父说 ：“把测试做完整了，把各种情

况都试完了再下结论。”

我开始接触产品，对每一

步测试都不甚了了，看到

一处异常就要撸袖揎拳

的大做分析，师父却总是

做一步笔记，并不着急。

慢 慢 的，我 接 触 了 更 多

的产品，分析了更复杂的

故障，养成了记笔记的习

惯。

师父说 ：“工作有段

日子了，思维上要自己注

意上个台阶了。”我明白师父的用意，却并

不知该从何做起。隔了几天，他让我把费了

许多周章的一个产品写一篇修理总结，我

洋洋洒洒好长一篇，他看了后却只说了句

思路太窄。然后面对气短的我，提出了好些

思路的方向。

师父说 ：“这个你自己看，不要问我。”

面对一个全新的产品，我看不了两页手册

就溜去师父那里，总希望师父能一语道破

天机，他却总是不搭理我，我知道这让他不

高兴了，只能回去再研究。当我终于取得了

突破，他微笑着赞了句不错，然后不忘提醒

我记笔记。

师父说 ：“我新看了本《双雄会》，你

也看看。”我一周看完，意犹未尽，又找了

其他的书看，然后跟师父

大侃北周北齐，把书里看

来的论调装作是自己的

总结和他显摆，他说这个

倒没有听说过，让我给他

讲讲，完了又摇摇头，说

我说的不对，具体列出了

一二三四。

离开师父一年了，不

常联系，却常想起师父说

的很多话，他既会说一个

信号的来龙去脉，也会说

今晚家里包了饺子，既会说我的分析完全

没道理，也会说天冷了记得加衣服。我知道

有句话叫做“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

传道受业解惑也。”，师父没说过这样的话，

却说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话，传道，授业，解

惑，一样也没落下。

师说，师父说。

上海航新 / 邓波

( 注 ：此文作者为张勇徒弟)

师父没说过这样的

话，却说过很多很

多其他的话，传道，

授业，解惑，一样

也没落下。

师

tHe employee eXample

在

岗位上默默绽放的“金花”
——记航新电子生产部经理刘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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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榜样 tHe employee eXample

年轻的技术能手
——航新电子主任维修工程师曾权

012 年2 月才进入航新电子的

曾权，如今已是公司的中流骨

干、维修主任工程师。加入公司

短短三年来，他已成功维修数百件部件，且大

多数都是疑难件。喜欢琢磨、善于思考的他，

是公司不折不扣的技术能手。

2014 年某航空公司送来了自由油门计

算机排故修理 ：该部品为B747-200 机型老

旧件项目，近年送修量很少，且很少有厂家能

进行修理。其内部有28 块电路板，相应CMM

手册有近30 本。该件为手动测试项目，完整

测试一遍最少需3 ～5 天。而主要测试设备由

3 个6U 试验器组成，为1996 年设计制作，曾

权接手该项目时该设备已处于故障状态。在

寻求不到任何可用信息后，他只能先对试验

原理进行研究并对测试设备进行修复。经过

反复深入理解CMM 手册及试验器原理图等

相关设计图纸文件，他对试验器内部电路、连

线及外部电缆连接关系进行逐项排查验证，

最终顺利修复该测试设备，为进一步测试修

理打下了基础。

该部件很多故障点涉及到多信号交联

的复杂反馈环路，甚至多重反馈环路交叠，极

大增加了排故难度。且该部件送修量只有一

件，无法得到参考，只能采用对故障点反馈环

路逐个假定故障点进而验证的思路，工作量

巨大，而如何选择尽可能少而准的假定点成

了关键。在对每块电路板内部电路进行细致

分析的基础上，对各电路板之间信号交联关

2

系及整体工作过程作了大量分析之后，曾权

最终凭借扎实的技术，顺利找到了真实故障

点，故障得以顺利排查，极大节省了成本与

周期。此项目的顺利合作也给客户留下了较

好印象，为后续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曾权不仅有出色的维修技术，同时还

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2014 年3 月为配合

上海航新完成烟雾探测器的取证工作，他提

出测试方法、编制测试程序、工作单等，自制

及改造测试设备。并顺利完成后续部品测试

修理工作 ；以及其它各类烟雾探测器的能

力开发。

公司原无烟雾探测器修理能力，属新

建维修项目能力类别。开发此类项目能力难

点在于 ：一是公司之前并无此类项目维修

经验 ；二是该类项目多数属不完善项目开

发。大多OEM 厂家CMM 手册仅给出原厂

测试设备测试步骤及非常简略的原理描述，

单根据CMM 手册自身信息不足以开发出

等效测试修理能力。

在此背景下，曾权从研究烟雾探测器

自身工作原理入手，结合光电式烟雾探测

器、电离式烟雾探测器的共性及个性特点，

综合专业技术规范等资料，最终成功开发出

各型测试设备，编制出相应的测试方法步

骤。烟雾探测器型号众多，为此他特意开发

了多种专用功能测试设备，同时最大程度的

保证了测试设备的通用性，很多都可一机多

用，直接或只需新做配套测试电缆即可适用

于其他型号部品，有很好的通用性和扩展

性。目前我司已取得PAI2800 电离式烟雾

探测器序列、PPA1102 光电式烟雾探测器

序列、473597-X 光电式烟雾探测器序列

等多厂家、多序列、多件号维修能力，曾权功

不可没。

曾权维修的产品不仅杂、多，而且很多

都是公司老机型项目，通过他的努力，很多

项目的能力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极大的提

升了公司的品牌形象。AEVC 是A320 系

列飞机电子设备通风系统的控制核心，用

于控制飞机电子舱的通风，并监视其控制下

的所有设备。该项目历年来送修量大，但同

时其往年索赔率较高，公司内部多次组织技

术分析，并与客户座谈、交流，改善却并不明

显。2014 年曾权他接手该项目后，他改进

了试验器，排除测试设备设计缺陷，改进测

试电路，解决了部品测试中存在的虚假故障

信息，保证了测试方法的可靠性。通过分析

TPS 自动测试程序，对手动测试中未涵盖

的测试项目进行了评估，进一步完善了测试

方案。通过分析ATLAS 程序及部品电路，解

决了造成长期困扰的不能读BITE 代码的问

题。针对仍有部分件在常规处理后短TSR

索赔，测试考验均为NFF 的情况，在对部品

电路及原理进行深入分析，并在维修过程中

不断验证后，最终取得突破进展，确定一个

涉及电路设计问题的关键器件，并通过计算

确定了其参数临界值范围。至此，AEVC 的

故障问题得到了圆满彻底解决。通过他的持

续改善，AEVC 索赔率大幅下降，得到了客

户的多方好评！

技术优秀的曾权，平时还是一位文艺

青年。他喜欢读书、写诗，诗歌多情又多才。

平时低调、温和、内敛，他既有着工科男的

钻研劲，又有些文科生的文雅风，是航新不

可多得的优秀人才。也正因为有了像曾权这

样年轻、善于钻研、勤于思考、充满活力的新

一代优秀航新人，航新的发展注定会越来越

好！

也正因为有了像曾权这样年轻、善于钻研、勤

于思考、充满活力的新一代优秀航新人，航新

的发展注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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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榜样 tHe employee eXample

低调做人  踏实做事
——航新电子主任维修工程师马高

为航新电子无线电仪电车间

主任维修工程师的马高，自

2011 年加入航新以来，一直

兢兢业业，出色完成公司交办的各项任务。

他主要负责公司TCAS 处理机、无线电高

度表、导航接收机、测距机、S 模式应答机

等部件的修理工作。其为人低调，工作能力

出色，多次被评为公司的优秀员工、质量之

星等。

马高技术能力出色、喜欢钻研，其负

责的无线电高度表维修业务属于维修难度

比较高的项目，在他的努力下，目前该项维

修业务已成为航新电子的品牌项目，在行

业内名列前茅，一些疑难件、索赔率高的项

目都得到了明显改善。之前无线电高度表

换拆率和索赔率较高，主要原因为其中的

射频组件较易损坏，其频率高、信号弱，测

量和参数调整又比较困难，给维修带来了

较大难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得不到圆

满解决。马高接手该项任务后，发挥其不怕

困难、敢于钻研的特点，在长达近一年的时

间里，对整个部品原理进行了深入学习和

理解，详细了解所有服务通报，通过各种实

验反复摸索、验证，独立开发出一套测量精

准、效率高的试验器，准确进行了深度修

理，最终较好的解决了此类问题，使其可靠

性明显改善、拆换率明显下降，既使公司质

量得到了改善，也为客户节约了成本。

细心、严谨、认真，思维细腻，对每一个

疑难问题都绝不放过，这是他给同事的印

象。2013 年马高接受了一项天线耦合器故

障维修的任务。该天线耦合器正常调谐时

现

马高的笔记本

工作正常，但是自检测试时不过关。之前其

他维修人员将部品里所有组件隔离检查完

后发现一切完好，但是故障依然存在。临危

受命后，马高发挥细心的特点，经过对各项

零部件反复不断的排查，最终发现一个组

件上有1 个100 欧姆的绕线电阻存有问题。

该电阻的阻值经反复测量是正常状态，一

般人基本都是测量电阻发现没问题后就会

置之不顾，转移到下一个部件，但马高凭借

扎实的技术功底以及仔细探索的精神，经

过反复探索后发现该电阻的分布参数- 电

感值和正常器件相差较大，正常器件的电

感值为60mH，故障器件的电感值为5mH，

最终将该电阻更换后，解决了此次故障现

象。他的此次修理也给公司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财富 ：对于射频类的部件，除了关注本

身基本值以外，还要关注其分布参数。这一

财富的所得都要归功于马高的这种执着、

严谨的工作态度。

马高不仅技术出色，同时他也乐于分

享自己的成功经验。上面的天线耦合器修

理中，他发现故障原因后，毫无保留的告诉

给周围员工，在以后的类似修理中也发现

了同样的问题，最终亦较快较好的完成了

修理。平常工作中，他带领的团队技术交流

氛围浓厚，学术氛围良好，很多年轻的员工

都喜欢找马高问问题，他也毫不藏私，将自

己所学都尽情传授。他的徒弟就表示，马师

傅非常有耐心，指导人很详尽，知识面很

广，维修经验丰富，从马师傅身上不仅可以

学到维修知识，也能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

道理。马高自己也表示，对于航空电子维修

行业来说，维修经验对于员工成长非常重

要，好的经验很难获取，通过和同事的分

享、交流，能得到互补和互相进步。有鉴于

此，公司也多次邀请他对员工进行授课培

训，提升公司人员整体维修水平。此外，对

于其负责的团队人员，他常常以身作则，严

格要求自己，做好标杆表率，他更注重用自

身的行动去感染，而不是言语去要求团队

成员。“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是马高的

处事哲学。

勤奋的马高，在现在网络化的时代，

还保持着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就是做笔

记。工作十余年来，马高已积累了厚厚的一

摞笔记本，里面都是他每次的维修经历，用

重点线标出的维修重难点以及维修心得和

体会。这些他自己的工作财富，他也从不藏

私，任何员工都可以拿来学习取经。这也是

他希望年轻员工能继承和发扬的一点，马

高表示，对于维修的案例，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他建议年轻员工做好日常笔记，做好维

修经验的积累。此外，他也建议年轻员工要

熟读CMM 手册，深入了解SB 及SIL 的改

装信息，同时可多关注民航维修行业发布

的一些权威信息，如AMC（航空电子维护

会议）等，从多种渠道去学习和提升自身专

业水平。

对于维修的案例，

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他建议年轻员

工做好日常笔记，

做好维修经验的积

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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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陆全水

新电子无线电仪电车间的陆

全水，2007 年加入航新电子，

主要负责窗口加温控制组件、

发电机控制组件、备用电源组件等部件修

理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严

谨认真，为了追求工作最大效益，常常加班

加点完成工作任务，是员工学习的典范。

他维修能力强，维修项目种类多，维修

效率高，各项维修指标在车间名列前茅。他

在产品质量改善方面尤其突出，很多以前

高索赔率的部件，经过他的修理和质量改

善后，所维修部件的可靠性大幅提高，同时

很多部件的送修量得到大幅增加。在新产

品开发能力上他同样业绩出色。

陆全水最让人称道的是他对工作的态

度。他善于思考，思维深远，常常有着自己

独到的见解。除了完成日常正常的维修业

务外，他能站在更长远的角度，分析质量、

周期、成本等因素，找到最合适的方式达到

最好的效果。他提出的多个部品改装方案，

经过最终实践，都得到了较好的验证。对于

车间、公司的管理，他能敏感的发现存在管

理漏洞，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同一届进来的员工有些已离开航新，

而陆全水一直坚持到现在。他表示，是航新

电子的工作氛围、老一辈员工的优良品质

吸引了他长留航新。他积极倡导公司企业

文化的传承，倡导学习公司老员工的优秀

航新经过 21 年的发展，很多老员工具备很多优秀的品质，他们不仅传

承了优秀的技术，还传承着航新人的勤劳、创新、乐于奉献的精神。

品质。他表示 ：航新经过21 年的发展，很多

老员工具备很多优秀的品质，他们不仅传

承了优秀的技术，还传承着航新人的勤劳、

创新、乐于奉献的精神。新一代的航新员

工，要继续学习和发扬这种优良精神，要有

更长远的大局观，不能仅仅在乎眼前利益

得失，公司发展应如此，年轻员工发展也应

如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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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样的幸福，就那么几年

知苦而乐

工作体会

“神仙”之旅

 遇见最好的自己

——济州岛之旅

烦恼是成长的必修课

祝航新科技荣耀上市

向日葵

如梦令·六一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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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佳节未至，乍暖还

寒时候，一辆银色轿

车穿行在还略显冷清的花都的各

个工业园区、村落工厂，每到一

处，都会从车上下来一个人，问一

问这里是不是有厂房出租。

这就是广州航新电子本地

化项目开动马力开始前行的日

子，当然在此之前，项目经理刘会

军已经为项目的实施围绕“人机

料法环”进行了详细的预算与计

划。

然而万事开头难，以白云机

场为中心，直线距离10 公里以内

的花都、白云，遍布项目组的脚

步，可依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厂房。

数次的无功而返之后，航新电子

总经理侯绪明亲自上阵，烈日下

穿过草丛，钻过铁丝网去找厂房。

功夫不负有心人，厂房的问

题最终解决了，接下来各项工作

紧锣密鼓接踵而至，对整个团队

的考验也更加严峻。装修布局、设

备提订、工装制作、适航取证，每

一项工作都是一项工程，每一项

工作都充满变数，每一项工作却

都要做到无微不至，而对于每一

项工作，作为先行者，都要义无反

顾的摸着石头过河。

还好，航新电子的团队是经

得起磨砺，顶得住压力，勇于担

当，直面挑战的队伍。为了争分夺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航新电子/ 张鲁琼 

——记航新电子本地化项目筹备历程

秒，大家彻夜探讨装修方案 ；为了

选到合适的设备，负责人遍查资

料，向同行咨询，直到满意为止 ；

为了保证维修人员可以方便阅读

手册，技术开发人员逐词逐句的

把手册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有人才，才有未来。从5 月份

开始，本地化项目的员工开始陆

续到位，他们都是在这一业务领

域有着丰富从业经历的人才，他

们的到来也开始让项目的筹备有

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渐渐

形成了航新最新的一个团队- 广

州航新电子有限公司机电车间，

而这里最新的人恰恰是在航新做

了15 年维修工程师的车间经理

龙继国。从电子走向机械，从技

术走向管理，40 岁的龙继国开始

了他人生新的征途，40 岁的他像

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一样激情澎

湃，夜以继日的跟进项目，钻研技

术，学习管理。用他每天清晨微信

群里的问候，对每一个人的关心

打动着员工，凝聚着团队。

时间如白驹过隙，必须争分

夺秒。项目组开始加班加点落实

进度，技术开发团队连续两个月

披星戴月，加速取证，质量审核与

设备管理人员频繁往返萝岗与花

都，力求现场尽快进

入适航状态，花都的

机电车间团队，更是

全力以赴，每天灯火

通明……

8 月27 日，航

新电子总经理侯绪

明满怀信心，亲自带

队迎接广东安全监

督管理局的审查，经

过为期两天的严格

审查，审查人员对航

新的适航标准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航新顺利通过了本次本地化

项目的审查。花都瞬间沸腾了，为

遍尝酸咸苦辣后体味的甜美 ；幸

福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为团

队拼搏的胜利。

从春寒料峭到夏日炎炎，从

冷风扑面到挥汗如雨，从初时艰

难到畅快淋漓，六个月的努力终

结硕果，六个月的付出终于实现

了航新向客户的承诺，航新电子

本地化项目作为航新最新的业务

增长点终于开足马力，扬帆启航。

2

员工心声 tHe employee eXample

这样的幸福，就那么几年
航新电子/ 张鲁琼 

你看着他呱呱坠地，

激动而又小心的抱

着他整夜无眠，而又

因为喂他奶粉他却连奶嘴都含不

住，你万分担心的时候，幸福的时

光开始了。

他的成长像一个时间刻度，

每一天都发生着新奇变化，当你

看到他每一个第一次拼尽全力抬

头，翻身、倚坐、站立、迈步前行，

当你看着他笑逐颜开，露出两颗

洁白的小牙，当你听到他冷不丁

的喊着“妈”“爸”，惊喜总会不期

而至，幸福敲开了你的心门。

他的快乐总是那么简单，于

是你的幸福也变得那么简单。

当你双手把他举过头顶，让

他感受抑或腾空而起，抑或飞翔

天空的刺激时，他开怀大笑 ；

当你用被子捂住自己的头，

佯装在他面前消失，然后突然掀

起被子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哈哈

大笑 ；

当你看着一岁的他踢着皮

球，一边追一边伴随着爽朗的笑

声从你面前经过，这就是他的笑，

总是那么简单、纯粹、爽朗，萦绕

耳畔。

于是和他在一起，你的冰箱

脸也化了，你仿佛也时光倒流穿

越了好多岁。

当你看着他音乐响起时摇

头晃脑的手舞足蹈，你和他一起

蹦蹦跳跳，笑容满面 ；

当 他 厌 倦 饼 干，你 突 发 奇

想和他你一口我一口的抢起来，

饼干一根一根吃完了，两个相差

三十岁的人就这样玩的不亦乐

乎。

三十岁的你，却总是被他感

动，于是笑着笑着你就哭了。

当你沉浸在微信里盯着手

机屏幕的时候，他一把夺过手机，

认真的指着你陪他玩，笑着笑着

你就哭了 ；

当他在白云山顶爬来爬去，

伴着夕阳的余晖，他抬起头笑着

望向不远处的你，笑着笑着你就

哭了 ；

当你说给爸爸把衣服拿过

来，他转身走进卧室，然后拿着你

的衣服出来，大人模样的递给你

的时候，笑着笑着你就哭了 ；

当他让奶奶抱着在小区门

口，倔强的等你下班，夜色里开心

的朝你笑的时候，笑着笑着你就

哭了。

当你用被子捂住自己的头，佯装在

他面前消失，然后突然掀起被子出

现在他面前时，他哈哈大笑；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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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外奔波，疲于拼命的

时候，他给你坚强。

当你在为你的看护不利让

他不慎磕到桌角，哇哇大哭流血

不止的时候，他突然冷静下来重

新开始愉快的玩耍 ；

当他初入泳池，手脚碰不到

边际，无助的套在泳圈上大哭，几

分钟后却突然在泳池中嬉戏畅

游 ；

当他发着39℃的高烧，贴着

退热贴专注的玩玩具，有一瞬突

然抬头看着你开心的笑起来 ；

当他陪着你辗转囧途，飞奔

着去赶火车，在机场从白天等到

深夜的时候，他却淡定从容，不哭

不闹 ；

当你带他去拍一岁写真，饱

受病痛折磨的他以为又进了医

院，开始嚎啕大哭，当他终于乐在

其中，尽显萌态摆POSE 拍照的

时候，你却哭了。

他的爸爸不是个骗子，是他

让你变成他的英雄。

当你坐在阳台洗着尿布，他

跑过来看着你呵呵直乐 ；

当你第一次抱着还在哭闹

的他，慢慢哄他在你肩头甜甜睡

下 ；

当你一个人陪着这个不停

哭闹的小精灵，使出浑身解数终

于把他搞定 ；

当你第一次喂他喝下150ml

奶粉，你在心里告诉他，爸爸会赚

奶粉给你喝，爸爸会保护你。

分离的长短，不在于时间，

而在于思念。

当你跟他分离，说要享受一

个能够睡几个整觉的假期，可你

听说他每天都会到门口看看，然

后满含失望回到家里，情绪低落

的看一眼照片里的你，你辗转反

侧。

当你阔别一个月和他重逢，

他寸步不离的跟着你，生怕你再

消失不见，他从桌子上拿起所有

能吃的东西塞给你，看着你的吃

相开心不已，你泪眼朦胧。

15 个月大的他，已经能够叫

着“妈妈妈妈”上蹿下跳，15 个

月大的他，每天还在给你带来新

的惊喜。只是他这样黏在你身边

的幸福就那么几年，既然就只有

那么几年，那就张开双臂，拥抱这

几年的幸福吧！                    

                   

谨以此文献给我30 岁的妻

子和15 个月大的儿子

谨以此文向所有辛勤养育

子女的父母致敬

员工心声 tHe employee eXample

只是他这样黏在你身边的幸福

就那么几年，既然就只有那么

几年，那就张开双臂，拥抱这

几年的幸福吧！ 

知苦而乐

上海航新 / 李梦晗

——热交换器修理体会

起刚进入航新的气

动车间时，崭新的测

试台，崭新的面孔，

还有“崭新”的热交换器维修项

目，一切从零开始。那时，心里暗

想 ：还好有师父！呵呵！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工装没

有耗材，把热交换器搬到室外，用

洗烤箱的小喷嘴慢慢“洒”水，直

到把热交换器内部“洒”满水，直

到从热交换器中流出的水是清澈

的，每天最正常的一件事是看着

别人下班，然后被别人抛下一句

“又加班啊”！好像是被上帝抛下

的人一样，伴着星星，伴着蚊子，

伴着水声，伴着寂寞度过了那年，

现在想想，如此近又那么远。

有 一 天，我 洗 完 了 热 交 换

器，把东西搬回车间，回到桌位，

打开电脑 ：哟，凌晨了啊！一个

人收拾收拾东西，拖着昏昏沉沉

的身子离开公司。忽然想，我为什

么不离开这个公司？每天只让我

洗洗洗，难道我就只会洗洗洗？

想了想自己在公司里每天干的那

摊子事，心中顿时委屈起来，可是

委屈又能怎样，从学生到工作岗

位，每个人都要经历，都要面对现

实，吃点苦就怕了？经常想自己

能多学一点就多学一点，反正自

己是洗热交换器的，学点东西又

不吃亏，干嘛想那么多，简单点多

好。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虽然之

前来的热交换器少，但修出去的

每一件都像新的一样，公司越来

越重视，客户送的量慢慢变多。

热交换器越来越多，然而维

修热交换器最重要的环节清洗还

是那样慢。每天顶着太阳，背着月

亮夜以继日地干个不停，时间变

得越来越不够用。实在想不出好

办法，于是跟着师父回到手册，看

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果不其

然，手册是维修的根本。

在上海航新副总工程师许

总的全程跟进下，程师父带着我

边修边学，热交换器的维修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我们把工装改过来，

晚上一定要搞定，做不完夜晚别

睡了啊！”经常从我的卧室传来

师父的声音。哎，跟师父住同一个

出租屋可不好受呀！回到家还不

让懒一下，呜呜。

工装制作很快有了答案，可

是当时在热交换器压力损失测试

方面的理论很欠缺。师父和我都

不是环控专业，其中又涉及大量

专业公式，经过许总牵头，得知李

超师父是相关专业，最终经过多

想

李梦晗正在进行热交换器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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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如梭，不知不觉中，我来天津

航新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个

月的日子是我从青葱校园走向

社会的过渡期，也是我人生历程中很重要的

一个转折点。虽然一个月的时间很短，但我

也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让我慢慢褪

去了学生的浮躁与稚嫩，真正地接触这个社

会，渐渐地融入这个社会，这都是在学校中

学不到也接触不到的。

 还记得在第一次来公司的途中，我的

内心充满了好奇，在幻想着 ：这是一家怎样

的企业，自己会是怎样的岗位，一个人在陌

生的城市会怎样地生活。未来的不可预知

让我有些期盼也很忐忑。但是来了公司以

后，我才发现种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公司

的每位师傅和同事都很友好，也很乐于帮

助我们，让我充分感受到公司这个大家庭

的团结和温暖。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我

满怀信心地开始了我的工作。进公司后，我

被分在了技术部，跟随王师傅学习。师傅人

很和善，传授给我很多经验，教给了我很多

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东西。各位师兄也会及

时指出我的问题，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更

快地融入公司。

进入公司后，我们学习了公司的企业

文化，对公司有了初步的了解，还进行了很

多培训，了解了公司的工作流程，对公司的

部门分工也有了大致的了解。接触和了解的

越多，越能感觉到自己的不足，需要学习的

也就越多。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知识，更多的

是学习师傅们的职业习惯和工作态度，要严

谨也要有创新精神。只有真正地工作了，我

们才能实际掌握学校教给我们的理论知识，

将它恰当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学会活学活

用，切实提高自己的能力。

虽然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我还

是从中体会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懂得以后要

学习努力去做的也很多。首先，态度决定一切。

你的态度，决定了你做事的结果。事无巨细，凡

事都要认真对待，保持良好积极的心态，才能做

好自己的工作。然后，要有责任心。我们必须要

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对自己的岗位负责，要对自

己的工作负责。如果没有完成当天应该完成的

工作，那我们必须得加班 ；如果不小心出现了错

误，也必须负责纠正。当然，我们还要不断学习，

不断进步。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多看多问多学。

看师傅们工作的细节，问自己不理解的问题，学

习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最后，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每一项工作或多或

少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和配合，拥有良好的人际

关系和和谐的工作氛围才能更高效率地完成自

己的工作，提高公司的业绩。

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我感到很充实，

这和学校相比完全是不一样的生活。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还要更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

习手册，虚心向优秀的同事学习，继续努力改正

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断总结，有所创新，并在

实践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争取早

日为公司做出自己的贡献。

祝航新的全体员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

祝公司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工作体会
天津航新 / 于为

我们的每一项工作或多或少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和

配合，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的工作氛围才

能更高效率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提高公司的业绩。

时

员工心声 tHe employee eXample

方集思广益，终于初步把热交换

器这块的空气动力学摸了个大

概。后来有一天夜晚大脑一热，

感觉自己学的涡喷发动机不就

是讲这玩意儿么？把老家的涡

喷发动机书本巴拉巴拉扒出来，

又拿回来学。果不其然，和涡喷

发动机的尾喷管原理一样。从能

量守恒定律到伯努利定理，从理

想气体状态方程到气体密度修

正，一套套理论知识浮出水面，

热交换器的原理也渐渐清晰，付

出的精力只有自己能懂。

随着热交换器维修量越来

越多，自己慢慢接触维修，发现

自己越来越不会修。很多东西自

己只知道这么修，却不知道为

什么这么修。弄不懂的时候问

师父，后来慢慢的重回CMM 手

册了，糊涂的时候AMM、SPM、

MSDS、TDS、IPC、TSM 乱 翻，

虽然有时候作用不大，但有时候

也得到一些小惊喜，发现一些大

秘密。

有 一 天，我 发 现 热 交 换 器

冷路和热路金属颜色不太一样，

问了其他人，都不清楚是什么

金 属。后 来 在 书 里 看 到“ 涂 镍

肋片”，热交换器会在肋片表面

镀 镍，镍 有 什 么 用 呢？ 民 航 飞

机巡航飞行高度大概在8000-

12000 米高空，这个高度的大气

温度很低，而且含一种对人体有

害的气体——臭氧。目前分解臭

氧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高温高压

强行分解它（ACM 压气机，发

动机压气机等有此功能），另一

种就是用镍除臭氧了( 整个空调

系统都在分解臭氧)。臭氧却不是

对人体完全有害，低于0.2% 的

臭氧不仅可以杀菌，保持机舱的

空气清新，而且可以提神醒脑，使

人略微兴奋，乘坐感更舒适，在热

交换器中镀镍既可以很好的降低

臭氧含量，又不至于完全分解它。

问题又来了，这种特制的热

交换器真的像机务大哥说的那样

用“超声波”清洗么？答案是否

定的。就像镀镍的硬币一样，镀镍

的热交换器表面光洁度很高，超

声波采用长时间的高功率密度清

洗会对物体表面产生“空化”腐

蚀。而它采用的碱基清洗剂和活

门等机械附件采用的碱基清洗剂

也不同，主要是因为空调系统中

初级热交换器经常工作在高温环

境下，耐高温油漆中的酚醛环氧

树脂在高温环境下（230 摄氏度

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引气相关的

传感器会在230 度左右的原因）

会慢慢分解变形，所以必须要退

漆！

说到退漆，设计人员很巧妙

的利用了化学反应来解决这个难

题。众所周知，在洗衣粉里加入磷

来洗衣服就像加了催化剂一样，

有很好的清洗效果，后来随着科

技的发展，有了酶才放弃含磷洗

衣粉。而热交换器的清洗就很好

的用到了磷元素和酶。阿罗丁可

以提高油漆与金属的结合能力，

含磷底漆帮助碱基清洗剂退漆 ；

碱基清洗剂里添加磷酸盐，可以

帮助褪色，并和内部裸露的铝镁

合金反应形成一层新的淡黄色保

护层。碱基清洗剂里添加的离子

表面活化剂调节酶的催化作用使

清洁热交换器变得简单。环环相

扣的化学反应把各类热交换器的

清洗过程串联一起。

热交换器的检查在CMM 手

册中并未提及很深，没有多少参

考标准，而在SPM 中有大量参考

图片，标准一目了然。

热交换器修理是宽度式的

维修，它的修理不一定很深，但是

所涉及的面很宽，修理步骤比较

麻烦，经过整理和不断改进，我们

终于掌握了自己的一套标准化修

理措施。

热 交 换 器 的 一、二 类 修 理

中衬套、托盘螺母及阿罗丁维护

很简单，不多做赘述。二、三类修

理中切割及焊接内容显得尤为

重要，一位焊接技术过硬的老师

傅 会 起 到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上

海 航 新 采 用 的 奥 地 利 Fronius

　MW3000 氩 弧 焊 机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焊 接 原 理 ——TIG 焊 接

（Tungsten Inert Gas): 钨 极 惰

性气体弧焊，是在氩气等惰性气

体环境下，使钨电极和母材产生

电弧，使母材以及助焊剂熔融、焊

接的方法。热交换器本身就是手

工焊接的产物，每个尺寸都掌握

在焊接师傅的手上。切割方面是

采用了等离子切割，它适合铝镁

等材料，虽然会在切割面留下硬

化痕迹，但切割材料所受形变极

小，相比其它切割方式优势明显。

热交换器维修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却有那么多学问。跟着热

交换器项目一步一步走过来，慢

慢成长，我也对这个项目维修产

生了越来越多的兴趣，有了越来

越深的感情。再也不会像当初觉

得觉得自己只会洗洗洗，这份工

作让我发现了新的人生价值。希

望能在这条维修道路上越走越

远，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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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的夏天，天津航新

来到了很是清凉的河

北涞源，两天的游玩

选在空中草原和白石山，在空中

草原个人感觉景色平淡，染了凡

尘。纷飞的尘土破坏了辽阔的绿

色空间，不过也不遗憾，航新员工

快乐的笑脸让它有了美，有了美

好的画面。晚上在涞源宾馆，度过

了整个夏天唯一凉爽的夜晚。第

二天，到了白石山，从汽车开上盘

山道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神就没

有离开过这片山。起起落落，高耸

深川。

 游山由踏上栈道开始，我的

心也有了美的开始。第一印象，这

里凉爽宜人，空气清新。白石山的

景色有它独特的美，有那种绝壁

峻峰的震撼，有自然山色与生俱

来的纯美，很纯，很静。近看峰色

醉心，远望逶迤绵绵。这里一定是

炎

员工心声

神仙经常休闲小栖的地方，不然

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境地。每数步

回头，景色就有不同，每每都想拍

下来，结果弄的手忙脚乱，几次快

步追赶，才不被公司同事落下。登

至高处，更是好似天上看人间。在

仙人晒靴石、太行之神、息心台、

双雄石、飞云口等处一定都有神

仙留下的痕迹。还有姜太公钓鱼，

真的有个鱼竿在那里。这奇险的

悬崖峭壁，谁能放上去呢？一定

也是神仙了。如果不是天空太过

晴朗，我想就会有白云轻飘，清雾

抚山的神秘佳境可欣赏。

“神仙”之旅

天津航新 / 曹玉萍

——空中草原、白石山欢乐畅游

tHe employee eXample

经过一段很陡的石阶，快到

山顶时，看见几朵紫色的圆圆的

小花开在崖壁间，如仙人款款衣

阙遗落下的珠饰幻化而成。在这

大山里，泛出一丝丝温柔，珍贵的

不忍摘拾。这里也许不能和南方

的各种奇山秀水相比，但在北方

我用“碧涧绿川亦永恒，慧质兰馨

经为典”描述这里的山石、树木、

花草应该不为过。

一天下来，完全快乐的心情，

渗不进一丝丝的烦。我明白了，白

石山因无心可以纯美，可以永恒。

如果它有心，世界的纷扰，红尘的

在车上我还想象着白石山云飘雾绕的样

子 ,白石山别忘了我，因为我欣赏你。

侵蚀，它也会碎的。心清才能看到

万物的本质，心静才能听到远方

的声音。层层山岩记录了远古以

来风雨日月的光顾，那笔直开裂

的山峰积蓄了天地空间的巨变。

群峰在告诉我 ；几千年因不近红

尘，所以依然纯美，所以才能展示

壁耸谷幽海拔约2000 米的神奇。

印证着吟太行老祖中的“巍巍太

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

荒”的句子。一天过去了，时间真

的好短暂，美好的事物总是来去

匆匆。我们天津航新的员工结束

了一年一次难得的旅游，返回天

津。在车上我还想象着白石山云

飘雾绕的样子, 白石山别忘了我，

因为我欣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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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一小条，但是服务员一剪开，

量好大，肉很有嚼头，那黑皮猪的

肉香，夹着几丝辣椒粉、大蒜末的

香味，到现在仿佛还飘着我的鼻子

前呢！加上一盆海鲜葱饼，外酥里

嫩，非常香。

参鸡汤，韩国人很讲究“补”，

并且认为“食补及药补”，参鸡汤

就是韩国“食补饮食”的代表。原

本只是想入乡随俗的尝一尝罢了，

但是参鸡汤的味道却出乎我们预

料，汤锅里既有人参又有童子鸡，

在鸡肚子里还塞满了米饭和香菇，

汤汁饱含了鸡肉和人

参的精华，浓郁而不油

腻。是一道吃后不忘的

美食。

济州岛的鲍鱼和

海参是很常见的。只

要有海边有小摊，一

定会有人在卖新鲜的

鲍鱼和蠕动的海参，

只要花上几万韩币，就能占着芥末

品尝了，可是我们都没有勇气生

食，最后选择了海鲜火锅。

辣芝士排骨锅，用餐方法不

会，服务员全程给我们操作，吃这

一餐不仅吃到了美味的排骨锅，还

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韩国人的热

情、负责任。

济州岛的便利店很多，时不

时 的 都 能 看 到Seven Eleven 的

店，冰激淋绝对不能放过，还有啤

酒配炸鸡，必吃，韩式烤土豆片也

是我的最爱，摊贩主把土豆切成

遇见最好的自己
——济州岛之旅
上海航新 / 汤蓓蓓

月15 日的一清早，我

和小伙伴们背上行囊，

一起踏上了去往韩国

济州岛的旅程……

这次短期散心旅游选择济州

岛的原因就是毗邻中国，最最关键

的是只要有护照，可以免签停留，可

以说走就走，由于是自由行，事前做

了点攻略，住宿、景点、餐饮，基本上

都很顺利的找到，当然要感谢一路

上遇到的好心人，特别是出租车司

机，还有度假村会一点点中文的美

眉，每每想起都会感到很温暖。我们

设计了4 天的行程，而且我不想匆

忙赶路，把自己累的要死，更不想走

马观花，我想好好沉下来真正体验

当地人的生活，所以我的行程并不

赶，但是每天都很充实。

5

eat

韩国的烤肉是出了名的，中

文区新罗苑黑猪肉，刚上来的时

候我们感觉肉是不是太少了，只

有六小条，不过吃吃就发现可能

还有点吃不了呢，因为黑猪肉看

吃

员工心声 tHe employee eXample

来为国家节约物资，二来保护环

境。小别墅简直就像自己家一样，

有客厅，阳台，厨房等设施。第一

天的晚上，我们前往度假村附近

的菜场和超市，亲手做了一顿夜

宵和第二天的早餐，在这里，每

天早上都是在鸟叫声中醒来的，

拉开窗帘，眼光照射进来，走到阳

台，左侧望远过去有一大片薰衣

草花园，右侧有个马圈，让我一整

天都想呆在这里悠闲度过，这里

真的是非常适合度假。

灰色火山石做成的岛屿守护神、

吉祥物，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石

头爷爷”。听说这些“石头爷爷”除

了具有岛屿保护神的特征外，还

是男根的象征，传说摸摸石头爷

爷的鼻子可以生儿子，摸摸肚子

耳朵可以发财，摸摸手可以升官。

有 小 女 生 喜 欢 的Hello kitty 馆、

泰迪熊馆和“3D 照相馆”，这些

都必须亲眼所见的嘛。其实不只

是朴实的民风和美景佳肴让我们

快乐和开心，购物同样也让我们

充满着愉悦。当在乐天免税店为

亲朋好友买到物美价廉的护肤品

时，此行已是非常地圆满了。

国外旅行选择自由行是我人

生中的第一次，不仅锻炼了

自己的语言水平，还设计出行方

案，锻炼了独立生活能力，更有意

义的是能让自己身体慢下来，与

大自然和谐交融中，与陌生人坦

诚相处中，让自己重新与自己联

结，国外旅行选择自由行是我人

生中的第一次，遇见最好的自己，

认识自己。

片，串成一串，撒上特有的调料，

但是济州岛食物价格比中国要

高，例如 ：六个橘子1 万韩元（60

人民币）我和小伙们都惊呆了，不

过长得丑丑的橘子意外的很好

吃。

live

line

住

行

济州岛的房子都是矮矮的，

因为是靠海，所以房子不能造的

太高。我们入住的是在西归浦市

的别墅度假村，前台美眉是会一

点中文的，自由行的救星啊，坐着

度假村的浏览车，来到属于我们

三的219 号独栋小别墅，进门是要

脱鞋子的，地板一尘不染，光着脚

走上几圈，脚底还是很干净。韩国

人没有一次性用品，牙刷、拖鞋、

筷子、调羹等都不是一次性的。一

济 州 岛Jeju Island

是韩国最大的岛屿，岛上

景色很美。有“龙头岩”，远

远望去龙头岩仿佛就像神

话中的一条巨龙，很威武。

有“神奇之路”，它看起来

像上坡，但是停在这里的汽

车会沿着上坡的方向滑动，

神奇！在日出峰脚下，住着

一群海女，她们吹着响亮的

口哨，一口气就可钻入20 米

深 的 海 底。最 漂 亮 的 是“ 汉

拿山”，汉拿山是济州岛最高

的山，爬完汉拿山要用10 个

小时，去的时候是下午，没时

间爬了，有点遗憾。济州岛的人也

很美，那里的人天天早上都要化

妆，连老人都要化妆，每个人看上

去都很漂亮。有岛上最特殊的景

观——“石头爷爷”。据说是因为

岛上的女人太多，阴气比较重，是

用他们来增加阳气的。这些用黑

让自己重新与自己联结，国

外旅行选择自由行是我人生

中的第一次，遇见最好的自

己，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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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是成长的必修课
上海航新 / 周伟

时候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烦

恼，似乎也没什么烦恼。

小 学 那 几 年，风 平 浪

静，父母为我撑伞，老师为我挡风，过着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生活。我这棵幼苗

在全方位的呵护下，丝毫没有受损。

初中时，在语文课上学会“烦恼”

员工心声

一词，凝神想想，走入初中的我并没有烦

恼。我生性活泼大胆，那时的我就像是吴

承恩笔下的孙悟空似的毫无拘谨，父母

的告诫，老师的教诲全部被抛在了脑后。

以至于成绩就不是优异的的我，在班级

中渐渐的隐去了踪影，每次座位都是在

最后一排。

高中时，又同样是语文课烦恼这一

词，又一次浮现在我的心头。我开始思考

了，我为什么不开心，座位依旧是那靠

近垃圾桶的最后一排。我上课开始认真

听讲了，可毕竟拉下的功课太多，在高考

中，我遭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滑铁

卢. 高考名落孙山。父母没有怪我，老师

没有怨我，同学更是真诚地鼓励我。我摔

倒了，没有流血，但那个青紫块叫我更

疼。我沮丧，我自责，我的心在淌血。我开

始懂得到烦恼了，我辜负了那么多人，伤

岁月不会回头，抓住今天的每一秒，

把希望系于明天的彩云，成长就是

希望编织的彩带，串连回忆和向往。

小

tHe employee eXample

了他们的心，我对不起老师和家长的辛

勤培育。

大学了，我有了更多的烦恼。经历高

考的苦痛，在大学中我全身心的投入学

习，班级活动中，并且通过努力进入学生

会当上了一名干部。烦恼更多了……因

为我还没有找到怎样去解决这些烦恼。

现在，我工作了，站在人生又一个

岔路口的起点上，我将面临新的选择。如

今，是为了如何努力工作，挣钱，买车，买

房。说实话，心里真没底儿! 我不想再尝

摔跤不流血的滋味。人为什么要长大呢?

为什么一定要跌跌撞撞才能长大呢?

成长的烦恼如满天的星星，数也数

不完，于是我有了答案 ：不要为失意而烦

恼，更不要为烦恼而烦恼。人是生命的主

宰! 踩着时代的节拍，让我们勇敢面对成

长的烦恼。

时间从指间不经意地弹落，往昔的

格子爬满了蜘蛛的足迹，它正在里面结

网，把每一个格子都尘封起来，只是有的

地方密密麻麻模糊难辨，有的地方稀稀

疏疏明朗清晰。这种感觉是用灰土裹着

的黄金，如果不去品它，便永远不知道它

的真正价值，那就是成长的故事。

成长是一曲刚健的歌谣。走进田间

地头，听拔节声声，走进森林旷野，听万

籁和鸣。噪动与喧腾，追逐与奋争，这就

是成长的旋律。在成长的行列里，弹奏的

是辉煌的音响。

成长是—道色彩的流程。飘去了鲜

艳的连衣裙，飞走了粉红的蝴蝶结。一身

校服，一围凝重的色彩。不见了童话书上

多彩的封面，看到的是教科书一脸的严

肃。堆积的课本一如大山的深沉。—切浮

躁归于沉静，昔日绚丽的色彩只去装点

青春的梦境。

成长是缓缓流淌的溪流。悄然地，我

们就长大了。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坦然。

同时，也学会了修饰与包装。似水流年，

流走了少年的纯净与质朴，正如苇岸在

《白桦树》中所述 ：在白桦树的生长历程

中，为了利用生长，总是果断地舍弃那些

侧枝和旧枝。可以说成长是—个兑变的

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幼稚至成熟。每

蜕去一层躯壳，痛苦在所难免。作家刘墉

说，成长是—种美丽的痛。

成长也是艰难的跋涉。穿越《伤心

地铁》后，是—条曲折的山路，身后蜿蜒，

脚步依稀前面，长满荆棘，堆满鲜花。勇

敢地追寻，路就会在脚下延伸，成长即

路。

成长的故事很多很多，有欢乐也有

悲哀; 成长的岁月很长很长，需要我们一

点一滴去感悟。岁月不会回头，抓住今天

的每一秒，把希望系于明天的彩云，成长

就是希望编织的彩带，串连回忆和向往。

所以成长是烦恼的必修课，回首过

去直到现在，因为有烦恼，所以我们一直

在成长。并且解决了这些烦恼我们才能

在成长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走出自己的

一条开阔大道。

勇敢地追寻，路就会在脚下延伸，成长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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