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工种）
数控车工

工匠档案
北京市第二届大工匠， 全国

技术能手， 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
高技能人才， 北京市首席技师工
作室负责人， 北京市政府特殊津
贴技师。 多次担任北京代表队教
练，荣获金牌教练等荣誉，培养全
国冠军12人； 曾担任世界技能大
赛数控车项目国家队专家、 教练
组长等职务， 参与培养世界技能
大赛金牌获得者1人、银牌获得者
1人、优胜奖获得者1人。

技能绝活
●专用工装夹具设计， 加工

工艺优化和刀具系统的设计及改
制。 在普通的国产数控车床上，通
过对加工工艺的改进及刀具的选
择对钢材加工的粗糙度掌控达到
Ra0.2—Ra0.4之间 , 精度控制在
IT6级以上；在普通加工中心机床
上通过改制刀柄系统， 实现了难
加工材料的高效率加工， 增加了
刀具寿命，降低了成本。

●车铣复合五轴联动机床上
加工涡轮增压叶轮， 通过改变加
工工艺方案及自制刀具完成深
槽、五轴排式叶片的加工, 可以一
次完成全部加工， 从而大大缩短
了产品制造工艺链。

●创新训练方法， 构建训练
途径， 加快数控技能领军人才的
培养。

匠人匠语
作为一名新时代新技术领域

的高技能人才， 既要做传统技术
技能的传承者， 更要站立时代的
潮头， 不断地更新知识、 研习技
能， 以工匠精神引领时代， 脚踏
实地做事， 用心造就品质。 作为
一名教育工作者， 师者匠心、 止
于至善； 师也者， 教之以事而喻
诸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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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从全国数控车工比赛学生组冠
军，到培养出冠军学员的金牌教练，
他与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结下不解
之缘；从基本功扎实、实操能力过硬
的全国技术能手， 到教授学员理论
知识、 优化学员训练方案的学科带
头人，他从未离开过数控机床半步。
无论是训练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
目中国选手、 参加数控加工专业学
制技师教学， 还是参与航天企业数
控技能人才技能培训、 数控加工技
术难点攻关，王展超都在教师、教练
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校期间曾获全国冠军
毕业后主动留校育英才

“我想要学一门技术。” 王展超的高
考成绩可以让他上一个二本， 可他选择了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数控系。 入学当年，
第一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在北京市工业技
师学院举行。 比赛和选手的作品引发了王
展超对数控技术的浓厚兴趣， 从此， 机械
基础、 工艺基础、 刀具与材料等理论和实
操课程成了他自我提升 、 自我展示的平
台。

第一次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王展超就
拿了冠军。 2006年8月， 北京市举办了第
12届工业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 为参加这
次比赛， 学校从4个数控班中选出20人集
训， 然后通过考核进行末位淘汰， 最后选
出1人参加数控车比赛、 1人参加数控铣比
赛， 王展超成功入选。 “因为这些比赛的
试题都是暗题， 谁也不知道考什么， 所以
选手必须苦练基本功， 什么都得会。” 王
展超回忆说。

进行强化训练时， 王展超每天要练习
十三四个小时， 中午也不能休息， 胳膊都
练肿了。 进入总决赛时， 他面对的是全市
124个单位中选拔出来的130名技术尖子。
他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出色的发挥， 取
得了学生组第1名， 并被选入北京市集训
队备战全国数控技能大赛。 同年10月， 在
第二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上， 他代表北京
市获得数控车工学生组冠军， 登上了人民
大会堂的领奖台。

2008年， 王展超以优异的成绩在北京
市工业技师学院毕业。 当时， 有很多单位
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条件也很优厚， 但他
选择了留校。 他表示， 所获得的一切荣誉
都离不开学校的培养， 他也与学校产生了
不可割舍的感情。 同时， 对数控加工领域
精益求精的执念和全国高技能数控人才短
缺的现状让王展超的信念更加坚定： 要培
养出更多的全国冠军， 训练出更多的技术
能手， 为企业输送更多可用、 可信、 可靠
的数控人才。

王展超坦言， 学校有学校的优势， 有
着其他单位没有的知识量与知识面。 他回
忆， 很多企业还没有购进数控车铣复合加
工中心时， 学校便已经采购了相应的机床
与软件。 当经设备厂家对王展超进行培训
时 ， 他提出了 “双通道加工如何进行 ”
“车、 铣同时加工一个零件怎样操作” 等
问题。 公司培训师面对这些内行且专业的
问题， 苦苦思索后仍然答不出来， 最后不
得不从德国请来生产厂家的工程师帮助培
训， 让他很快掌握了这台先进设备的操作
方法和使用技巧。

出于对数控专业的喜爱和对先进技术
的不懈追求， 2014年， 王展超代表北京市
参加了第六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加工中心
（五轴） 赛项比赛。 在当时， 第六届全国
数控技能大赛是该项赛事创办以来参赛人
数最多， 规模最大， 技术水平最高， 也是

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届比赛， 比赛共分为理
论、 软件、 实操3个比赛环节， 对参赛选
手的综合职业能力要求很高。 最终， 王展
超凭借高超的技术水平， 全面的专业能力
和丰富的比赛经验， 获得了该项赛事中技
术含量最高的加工中心 （五轴） 赛项院校
教师组冠军。

用耐心打磨学生“棱角”
用严格锻技能尖子

王展超经常通过一些基本功训练来考
察学员和选手的耐力 、 专注力和细心 。
“有时我会用一个月的时间， 让学生只练
习车一个外圆类零件。” 王展超说， “不
拿仪器测量， 这些零件用肉眼看上去都是
合格的 ， 可一测就知道是谁做的质量高
了。” 王展超表示， 数据不会骗人， 他不
是让学生们简单地加工一个形状， 而是在
让学生们练心。 “车一个外圆用一个月，
其实时间算不上长， 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
是让他们将来成为服务企业的技术工人，
到那时候可能一年都只生产同一件产品，
这份耐力是必要的。 这些学生和那些没有
被精密加工过的外圆是一样的， 我的职责
就是发现他们的问题、 弥补弱点， 磨去他
们的 ‘棱角’， 为企业送去可靠的人才。”

给学生讲课时， 王展超常拿数控加工
零件与装修时给墙面找平做对比。 给墙面
找平是做增量， 数控加工零件是用刀具为
零件做减量。 然而， 给墙面找平并不需要
仪器去测量， 而数控加工则不然， 要在数
据上精确到毫厘。 他也将加工企业实际需
要的零配件得到的启发传递给学生： 平时
在课堂上学习加工的配件， 多是凭想像来
的， 方圆分明、 有棱有角， 而工厂的零配
件多异型结构， 没有规则的图形。 要加工
它， 需设计专门的胎具。 所用的刀具， 也
不再是常用的钢、 铝材料， 更多的是不锈
钢、 钛合金或其它复合材料。 在课堂练习
和比赛中获得90分以上就是优秀， 而制作

产品达不到100分就是废次品， 禁止流入
下一道工序。

创新思维与职业道德并重
致力培养车铣复合人才

“不要通过问题去找方法， 要学会通
过方法去找问题。” “要学会让人控制机
器， 而不是让机器控制人。” 王展超常和
学生说， 要培养举一反三的能力， 同时也
要培养创新思维， 成为复合人才。 早在学
生时代， 他就听前辈说过， 数控领域需要
大批的车铣复合人才。 成为老师后， 他在
这一教学领域进行了强化， 让学车工的学
生去了解铣工，学铣工的学生去了解车工，
搭建了两学科的“桥梁”。 “培养复合型思维
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 ”王展超说，“其实
车床上是工件旋转刀具移动， 而铣床上是
刀具旋转工件移动， 我们只需要把车刀旋
转一个方向， 就能将其理解为是铣刀的一
部分， 二者有着相通的联系。”

让学生在学习中求变的同时， 王展超
也在向学生强调有些不变的东西： “规范
意识不能变， 质量意识不能变， 工匠意识
不能变 。” 他表示 ， 无论业务水平如何 ，
一名从事数控加工的工人首先要具备诚实
守信的准则， 工件做坏了就是做坏了， 要
勇于承认错误， 解决问题， 绝不能滥竽充
数、 掩耳盗铃。 很多通过数控加工的精密
仪器件都用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命脉产
品， 一旦失去这个准则， 就可能给企业和
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选择了数控
加工， 就要做好长期坚守一线的准备， 要
耐得住寂寞， 经得起考验， 才能成为技术
顶尖的大国工匠。” 王展超说。

作为第42至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
项目国家队教练和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数
控车项目国家队专家， 王展超系统总结世
界技能大赛集训、 参赛经验， 并结合学院
的自身特点， 与团队成员一起总结提炼了
“四阶段”训练模式、“五步骤”基本技能训
练法及“六特征”选手选拔标准等，形成了
科学、高效、完善的训练体系， 培养了大批
优秀选手、 技术能手和企业骨干人才。

“用力做工作只能做到合格，用心做工
作才能做到优秀。 ”王展超常对学生们说，
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人会在兢兢业业干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 不断动脑子琢磨解决技术
难题的方法， 让自己的岗位产生最大的效
益，并用自己的行动来赢得大家的信任。

———记第二届北京大工匠、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王展超

执匠心金刀
育数控人才

备战比赛的优秀选手合影

王展超（左三）为学员们讲解数控知识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