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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560万条珍贵数据
找到中国婴儿配粉的“金标准”

□本报记者 李婧

SMC（中国）有限公司

尚晓利数控车工首席技师工作室

探索数控设备的无人运转
每年为企业节省百万资金

“探索设备的无人运转是我们创
新工作室成立以来比较重要的课题 。
现在， 经过我们的努力， 我公司生产
的数控设备无人运转的时间不断增加，
最长时间可接近24小时。” 一提到设备
的无人运转， SMC （中国） 有限公司
制造二部2-4课合理化推进负责人 、
高级技师尚晓利滔滔不绝。 尚晓利数
控车工首席技师工作室成立于2016年，
是以尚晓利为领军人， 以数控加工方
法创新和加工成本降低为目标的科研
团队。 自成立以来， 设备的无人运转
就是工作室重要的攻关课题。

什么是设备的无人运转？ 一听记
者谈专业， 尚晓利来了精神， 他以打
印机举例， 按常理， 按了打印按钮后，
打印机就吐出打印文稿。 但是， 打印
机可能遇到卡纸、 油墨不均匀、 纸盒
缺纸等问题， 所以打印时需要有人值
守。 SMC生产的大型设备比打印机复
杂得多， 更可能出现这类问题。 数控
设备需要确认加工尺寸稳定性， 如果
没有人看着， 尺寸会因为各种原因产
生偏移 ； 有时候刀具到达使用寿命 ，
需要交换刀具； 有时需要往机器里补
充材料； 刀具冷却液有损耗， 需要有
人检查冷却液液位， 随时补液； 一旦
设备不稳定， 发生故障， 需要人来停
止设备运转 ， 检查设备和排除故障
…… “虽然自动化的设备不少见。 可

是设备在运行过程中， 可能有很多地
方需要人力干预。 在我们团队及公司
各部门的努力下， 我们公司生产的部
分数控设备基本达到无人运转的状
态。” 尚晓利介绍。

让冷冰冰的机器像长了心眼一样，
能自己完成工作，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尚晓利介绍， 要让设备做到无人运转，
需要提升设备稳定性、 延长刀具使用
寿命、 想尽办法让冷却液恒温……就
拿刀具来说， 为了延长刀具的使用寿
命， 尚晓利和团队成员先是不停地尝
试新的刀具涂层材料。“涂层对刀具的
影响不小。我们试过氮化钛、碳氮化钛、
氮化、人造金刚石等很多种。之后，我们
还对刀具基础材料进行了改进。从硬质
合金到人造金刚石，我们都试过。”尚晓
利说，新刀具的每次测试都要进行上万
次。攻关期间，团队成员经常加班加点。
然而，刀具只是一个设备无人运转的一
个小小的方面， 构成加工设备生产的

因素还很多。 比如， 工艺、 加工环境
温度变化、 材料缠屑……这些都可能
导致加工出来的产品不合格 。 此外 ，
团队还要考虑设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尚晓利介绍 ： “要做到设备无人化 ，
要保证设备中间不能出现报警、 中途
不能出现停机、 不能中断量产、 这些
都是影响连续运转的因素。”

尚晓利一次次带领团队排除设备
故障、 攻克技术难题。 随着时间的推
移， 生产改良改善提案也不断推陈出
新。 通过尚晓利团队对自动化数控车
床设备8小时以上无人值守量产的改
善，公司加工成本实现每年以20%速度
快速降低。尚晓利团队的技术改造累计
达60余项，平均每年为公司节省人件费
100余万元，加工材料费用50万多元，使
课内70多台设备能力提升了17%，每月
为公司节省设备折旧费用与工时费用
20万元。 光改善成型刀加工的稳定性
问题， 每年可为公司节约200多万元。

经过多年的现场磨练与不断打拼，
尚晓利个人技能水平不断提高， 其带
领的团队也收获满满。 尚晓利数控车
工首席技师工作室目前已经申请获批
两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还有四项正
在申请 。 尚晓利在 2016年度被授予
“首都劳动奖章” 和 “北京市政府特殊
津贴技师”， 2018年被授予 “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谈起成绩， 尚晓利说， 工作室的
成绩来自于各方努力。 “首先， 团队
每一个成员都有分工。 在技术上， 他
们都是某一方面的高手， 在工作中都
是能吃苦扛硬仗的汉子 ， 合作起来 ，
也是配合默契的伙伴。 有这样的团队，
我很知足。 另外， 公司对我们创新工
作室也给予了人力财力上的诸多支持。
最让我感动的是， 经开区总工会从政
策到资金， 对我们工作室进行了全方
位的照顾， 让我感受到来自工会的关
心和温暖。”

“我们的团队专注乳业科技创新，
致力于为民族乳业， 尤其为母婴健康
贡献自己的力量。” 北京市劳模、 北京
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陈历俊工作
室” 领头人陈历俊介绍说。

2010年， 三元就创办了 “陈历俊
工作室”。 团队核心陈历俊不仅是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还担任着国家母婴乳品
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乳品
健康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食品科
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由他领导
的创新工作室目前有40多名成员，其中
不乏研究生、 博士和博士后。

“母乳是金标准， 母乳成分受基
因、 地域、 饮食等影响， 且母乳成分
个体差异较大， 只有清楚中国母乳成
分及其喂养效果指标， 才能有中国婴
配粉的判断标准。” 陈历俊工作室成员
赵军英介绍说， 因此， 他们坚定的开
展了母婴队列研究， 用数据说明母乳
喂养的重要性， 并获得健康母乳及其
喂养效果的标准， 持续升级评价婴配
粉。 为了建立代表性母婴队列， 陈历
俊工作室的成员们奔走于西藏、 辽宁、
河北、 河南、 湖南、 广西、 北京等地
的10多家医院 ， 最终才谈下来7家合
作。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 招募孕妇是

最难的。 现在， 女性孕期一般都在工
作 ， 时间紧张 ， 身体还有诸多不适 ，
很多人一听到他们介绍项目， 尤其还
要采集母乳， 立刻会回绝： “没有时
间”、 “不想参加”。 “这个时候仅靠
物质奖励、 酬劳是不行的， 我们会告
诉孕妈， 您的参与对未来开发母婴产
品和更多宝宝的健康非常重要， 我们
非常需要您的支持……跟100个人说，
只有几个人愿意试试。” 赵军英表示，
志愿者招募上来， 挑战才刚开始， 接
下来半月一次健康随访， 2~3月一次样
本采集。 每次， 往往需要打三五个电
话才能约上这些新手妈妈。

记者了解到 ， 母乳样本采集后 ，
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 但是仪器价格
又相当昂贵， 恰逢三元正在筹建 “国
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加上自筹经费， 投入近千万采购了先
进仪器。 经过5名博士后， 近二十名硕
士通过长达5年的攻克， 才建立起覆盖
不同区域 、 阶段 、 分娩方式 、 孕周 、
体重等560万条信息的中国母乳数据
库。 这些数据为他们开发并持续升级
适合中国宝宝的奶粉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资料。 除了打造 “国家队”， 开发婴
幼儿奶粉， 陈历俊和团队成员还将研
究拓展到了备孕女性以及超重、 肥胖
孕妇身上。 “现在， 推迟生育、 高龄
孕育以及少子化已经慢慢成为我们社
会的一种常见现象， 但是伴随而来的
就是女性生育力的减退， 甚至是不孕
不育率的提高。 其中， 我们最关注的
是菌群紊乱对生育力的影响。” 陈历俊
工作室成员刘彦品说。

刘彦品介绍， 他们选择了多囊卵

巢综合征作为在生殖领域展开的第一
个课题。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生育
年龄妇女常见的复杂内分泌及代谢异
常疾病， 患有该疾病的女性受孕困难。
我国5~10％的育龄女性患有这一病征，
且患病率呈逐年增加趋势。

从去年中秋节到今年2月， 他们与
医院合作， 共招募了45名多囊卵巢综
合征患者和20名健康女性作为志愿者。
之后， 为志愿者们提供了12周的 “新
型复合益生菌发酵型酸奶”， 期间定期
收集志愿者的初始粪便和饮用酸奶后
的粪便 。 “经历了招募难 、 取样难 、
随访难， 最终的研究结果还是可喜的，
我们发现通过益生菌调节， 可以改善
妊娠期便秘、 减低妊娠期糖尿病发病
率， 有助于提高母婴健康水平。” 刘彦
品兴奋地说。

□本报记者 陈曦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陈历俊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