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匠心、作匠人
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传承者

          ——王鹤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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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n 就职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电装工艺中心
n 从事航天PCB手工焊接、授课及培训工

作
n 参与完成了神州系列、天宫系列、风云

系列等十几项航天空间载荷项目，并圆
满的完成了各项任务。



METCAL OK智能电焊台

        PCB就像是航天器的大脑，我的工
作就是要把元器件焊接到PCB上，并保
证其满足航天最高标准要求。
        航天产品运行环境极为特殊和复杂，
选用的每个器件都有特殊工艺和焊接技
术要求。用在航天器上的元器件，便宜
的要几百元，贵的要几百万元。责任和
压力巨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6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
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
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工匠精神”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让人耳目一新，有媒
体将其列入“十大新词”予以解读。古语云：“玉不琢，不成
器”。工匠精神不仅体现了对产品精心打造、精工制作的理念
和追求，更是要不断吸收最前沿的技术，创造出新成果。 

下面结合我的实际工作浅谈一下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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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入长春光机所从事航天PCB焊接
工作，十几年来一直专注从事这一项工作，
不曾改变。准确的说前几年是在坚持，工资
低、劳动强度大，从事的都是基础的工作，
感觉没有什么前途，好多同批来的同事都纷
纷离职，而我之所以选择留了下来，是因为
我的老师教导和引领。
        我的老师从事PCB焊接几十年，当时因
为圆满完成了某型号任务后，得到了中央领
导的接见，那时很年轻的我心里有种无比的
敬佩和羡慕，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
做出出些成绩来，这也许就是老师榜样的力
量吧。
         
    



        后来随着自己的不断学习，钻研，老师
的耐心指导和部门的大力栽培，能力慢慢提
升，开始承接高端的焊接工作，并且在行业
崭露头角。虽然工作还是那么繁重，但不会
觉得辛苦，慢慢的爱上了这份工作，变成一
个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当你专注于自己的
工作，变成一种爱好时，工作与生活就变得
轻松和有意义。



       年轻人都会犯一些同样的错误，刚工作时会比较
浮躁，沉不下心来，感觉一个工作太简单，没有什么
可以发挥才能的空间，总想去尝试一下这个，尝试一
下那个，结果就是什么都接触，什么都懂点，但是什
么都不精，也不会出来什么成绩。
        这时候是最需要老师的教导和引领，这时候的心
里疏导往往要比技术指导更为重要。
        我的老师经常跟我说：既然我们选择了自己的职
业，就要专注于他，力争把他做到最好，就要不断的
挖掘、研究。



这些都是我们行业深入挖掘后的研究成果

CCGA、BGA、LCC、3D封装等复杂器件的装联与返修

CQFP等高端器件的成形



无铅带来的问题

高温问题

PCB变形、变色

PCB通孔断裂

爆米花现象

焊点氧化

曼哈顿现象 焊点剥离 焊点蠕变 晶须生长



        只要专注于自己的行业，心无旁骛，坚定
的走下去，终会得到和你努力相应的成绩。





2013年作为中国区选手代表
参加美国圣地亚哥举办的
IPC全球手工焊接锦标赛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绩，与以下几点是分不开的
1. 部门的专注：我们部门一直专注于高可靠的电子组装，

学习国外先进焊接技术，深入研究高可靠装联工艺，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顶尖的航天产品高可靠装联单位。

2. 老师的专注：在平时的工作中，我的老师专注于对我
技术的辅导---不论干什么都要规范，心里辅导---不论
干什么都要颗坚定的心，在后来的比赛中就是因为我
的不怯场、不紧张、操作标准规范而比其他选手更胜
一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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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产品的第一要点就是要求高可靠，由于
发射之后不能进行维修，且航天产品价值昂贵，一
个微小的失误就可能导致数亿或数十亿元的重大损
失。
    要保证一个载荷几百万至上千万个的焊点均满足
航天高可靠要求，就要求对每道焊接工序精益求精，
每个焊点精益求精。



小的建议：
        在对于技术学生的培养中首先要注重质
量意识的培养，在这个各领域高速发展的时
代，大家最后拼的就是质量，拼的是品质，
不论干什么行业的工作，做一个产品就要做
成精品，特别是最初的学习阶段，做事要规
矩，基础要牢靠，质量意识要加强，要有一
颗做极致产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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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这是航天精神的四个特别，也是工匠敬业精神的体现。
        心无旁骛，一心为了工作，十几年如一日，加班是常态，
从来没有修过完整的假期，有过大年三十才忙完，有过大年初
一便来上班。
        要说不辛苦，那是假话，但是每每看到由自己参与完成的
航天器发射成功，遨游太空，为国家保驾护航，为人民全心服
务时，心里是无比的开心、骄傲和欣慰，所有的一些都是值得
的，也是我愿意为之付出的 。
        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是如此。



小的建议：
        敬业是工匠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和职工
的敬业精神很重要，不仅仅把工作当作赚钱养
家糊口的工具，而是树立起对职业敬畏、对工
作执着、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注重细节，不断
追求完美和极致，给客户无可挑剔的体验。将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个环
节，做出打动人心的一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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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科技创新的部署，以及中美贸易的对垒
升级，各行各业的自主创新势在必行，从中兴事件中
可以看出，电子行业的自主创新刻不容缓。
       电子行业的飞速发展，很多新器件、新材料随之
而来，这就需要我们这些PCB焊接者有着新技术、新
工艺进行保障。
        



焊锡同步焊接法

防放电球形焊点焊接工艺

……

板间连接器半线去金工艺

这些我们的自主创新技术





        对我们来说，除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也同等重
要，学生不要只考核成绩，职员不要只单纯的追求
KPI，不断的拿业绩考核考核。
       要注重对学生和员工心灵上的疏导和技术特点上
的发掘，树立榜样，寻找每个人的优势，扬长避短，
天生我材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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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PCB虽然可以用高倍放大镜和X光等设备来检测
焊点质量，但很多焊接工艺过程却不能检验，全凭焊接
者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焊接技术和高度的责任心来
保障！责任心有时要比高超的技术还要重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需要大批科
学技术专家，同时也需要千千万万的能工巧匠，我们需
要肩负起身上的责任。



  
对于管理者来说：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职业精神，是企业
员工提升个人精神追求、完善个人职业素
养、实现个人成长进步的重要道德指引。
尊重员工的价值、启迪员工的智慧、实现
员工的发展，不仅是员工个人成长的强烈
需求，同时也是现代企业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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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形成良好社会氛围
Ø畅通职业培养机制
Ø融入企业文化建设
Ø建立激励保障制度



            我个人认为，其实大家的聪明程度都相差无几，只是
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心境不一样，我们培育人才的时
候更应该注重人的品性的培养，尤为重要。

            热爱自己的职业，有颗高度责任心，乐观向上。
            恒心、细心、耐心也很重要，技术是可以慢慢学的。        

培育传承，道德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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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吉林省十大工匠的颁奖过程中，结识了许多人
，各行各业的都有，轻轨、客车、石油、医药、教师
等等，虽然行业各不相同，但是大家都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转过来对于我们教育者和学生来说，其实没有什
么好专业和坏专业之分，只要专注于一个行业，心无
旁骛，兢兢业业，踏实敬业，不断创新，追求卓越，
就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赢得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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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给了我
们新的平台，我们要抓住新的机遇，发挥
我们新的能量，做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传承
者、实践者和创新者，为了民族的伟大复
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感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协会、吉林省
职业技术教育协会、吉林省中华职业教育
社、长春职业技术学院给了我这个与大家
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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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