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肖玉江 

内容摘要 ：天津港 集装 箱码 头有限公 司 (简称 TCT)运 用 PDCA方 

法，对空客大部件的安全接卸方案进行策划、实施、检查和总结改进 ．建 

立一整套控制空客 大部件作业质量的接卸流程 ，截止到今年 6月底，TCT 

已安全高效接卸空客大部件 33架次 ．得到空客方和 总承运人 中远 空客项 

目组的高度评价。 

引言 

1．空客大部件接卸项 目背景 

2007年 6月 28日 ．空 中 客 车 

A320系列飞机天津总装线合资企业合 

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空客计划到 

2016年初 ．在 天津组装 300架 A320 

飞机 ．这是空客公 司与中国民航业迄 

今为止最重大的合作项 目 国际上 ． 

大飞机组装厂紧临港 口是全球航空组 

装业发展的大趋势 根据 中欧双方签 

署的合作协议 ．天津组装的空客 A320 

飞机所有大部件都在欧洲经过检测后 

通过海运抵达天津港 ．并运往位于空 

港物流加工区 内的空客 工厂 因此 ， 

天津港理所当然承担空客大部件的接 

卸任务 早在 2005年底，天津港集团 

有限公 司就 开始参与空客大部件运输 

方案的制定工作。经过多方考察论证 ， 

总承运人中远空客项 目组和天津港集 

团公司将空客大部件接卸任务交给了 

TCT 空客大部件价值 昂贵 ．质量要 

求高 、接卸难度大 、项 目周期长 ，因 

此 ．空客大部件的安全接卸对 TCT的 

意 义十分重大 

2．PDCA成为 TCT质量管理根本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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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是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 

循的科学程序 TCT是全国第一家专业 

化集装箱码头公司，公司成立后不久就 

开展全面质量管理 ．积极推行质量管理 

小组活动 ．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到班组 

普通员工都参加小组活动。目前，PD— 

CA方法已深人公司各个管理层。特别 

是自 1996年 TCT通过 ISO9002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以来．始终坚持 “航陆保兑 

现．箱货保平安”的质量方针．为客户 

提供优质的码头装卸服务 PDCA方法 

更是成为 TCT对外服务和生产作业流 

程改进的根本方法 

空客大部件接卸项 目策划 

1．明确组织机构和职责 

2008年上半年天津港集团公 司及 

中远空客项 目组最终确定由 TCT承接 

此项任务 在接卸策划阶段 ．TCT管 

理层高度重视 ．为达到空客公 司要求 ． 

确保接卸质量与安全 ．成立了 由业务 

副总经理担任组长 、操作部经理担任 

副组长的 “公司接卸 空客大部件”领 

导小组 ．以及 由操作部 、技术部等部 

门负责人组成的质量控 制小组。领 导 

小 组负责空客 A320大部件 接卸工作 

的组织领 导．制定计划 ．配置资源 以 

满足客户要求 质量控制小组吸纳各 

部 门、各基层队站业务骨干 ．从操作 

工艺 、机械管理 、现场作业组织 、安 

全防护 、货物 交接等方面人手 。明确 

职责 、责任到人 ，形成操作一监督一检 

查一改进的环环相扣 的执行模 式 ．使 

接卸的各个子过程质量得到很好的控 

制 ．最终实现全过程质量控制 

2．确定空客 A320大部件的质量 目 

标 

根 据 公 司对 外服 务 的质 量 方针 

“航 陆保兑现 ，箱 货保平安”。TCT确 

定安全接卸空客大部件两个 目标 ： 

a．确保空客大部件安 全接卸 “零 

缺陷”： 

b．确保各相关方满意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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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空客大部件接 卸质量计划 

根据船公司的要求 ．公司制定 了 

{TCT接卸异型货类——飞机组件工艺 

方案》，为中远在空客 A320项 目最终 

中标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意味着 TCT 

是船公司分承包方。 

TCT为了满足这个特殊顾客 的要 

求 ．认真了分析接卸空客大部件各个 

过程 ，在此基础上 ，制定 了 《空客大 

部件接卸质量计划》，其中包括 《接卸 

作业危险源识别方案》、 《接卸作业现 

场 清理 方 案》、 《船 舶 靠 泊 方 案》、 

《接卸作业现场组织方案》、 《接卸现 

场安全控制方案》、 《临时储存及防护 

方案》、 《大部件交接方案》、 《接卸 

安全应急预案》、 《接卸防风应急预 

案》等九个方案和 《装卸作业机械检 

查管理规定》、 《机械设备维护、保养 

规定》、 《装卸机械控制程序》、 《大 

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处置工作的基本程 

序》、 《质量计划编制管理程序》等规 

定与管理程序 ．形成以空客大部件接 

卸工艺为核心 ．涉及码 头设施 、现场 

组织 、储存保管 、安全 应急等多个方 

面的特殊货类作业模式 

4．严 格 培 训 ．确 保 操 作 人 员能 力 

达标 

E∞ N0MIC OLITL~ K THE BOHAl SEA 

TCT对项 目作业人 员进行严格的 

选拔 ．参与作业人员全部采用岗位技 

术能手 。为保证接卸质量 ．接卸领 导 

小组成员通过组织观看 “中远西雅图” 

轮在汉堡港装船 的录像资料 ．仔细研 

究大部件吊装要求 ．认真进行相关实 

验 ．并对选拔出来的操作人员进行专 

业技能培 训和模拟演练 ．如对桥 吊司 

机 的培训主要是使起钩速度 、小车运 

行速度、落车速度均保持平稳：而对 

装卸人员的培训则主要集中在货物 的 

拆加固、挂扣 、摘扣过程中规范保护 

货物的动作等方面 。通过严格 的培训 ． 

保证所有作业人员熟悉作业流程 ．操 

作准确率 100％ 

5．建立并落实船 前会 和接 卸后质 

量评审会制度 

在 了解气象信息和大部件在船上 

的装载位置后与中远空客项 目组沟通 

作业时间 、水平运输路线 ．向作业人 

员布置安全操作要求并落实相关的准 

备工作。接卸后召开质量评审会 ．对 

每一个环节进行细化和改进 ．加设了 

操作 、监护 、确认三道环节 ，将一切 

可能发生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通 

过对每次接卸记录的研究和探讨不断 

深化细 节．提出创新课题 ．并由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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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小组进行流程改进活动 ．在保证 

质量的基础上接卸效率大幅提高．作 

业时间由最初的 2小时40分钟稳定在 

目前的 1小时 30分钟以内。 

空客A320大部件接卸实施 

1．对作 业准备 、水平运输、储 存 

过程 实施 质量控 制 

作业前开船前会．主要布置空客 

大部件接卸作业过程中注意 的问题 ． 

做好事前的预防与控 制。作业前要对 

作业现场进行清理．并对空客大部件 

作业现场采取隔离措施 ．无关的车辆 

和人员不得进入 所有的现场作业人 

员．必须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并佩 

戴作业的标识 

空客大部件在场 内水平 移动时 ． 

必须封闭道路 ．在各个交叉路 口都安 

排人员值守 ．禁止一切车辆进入大部 

件移动的路线 ，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 

为大部件设专用储存区域 ．用围 

栏和隔离墩做好隔离 。该区域附近设 

置专门监控室．安排专门人员24小时 

看护 该区域还安装摄像探头全天候 

监控．周界围墙设置防穿越系统。 

2．严格按程序 实施监督 

制定程序重在执行 ．在实施质量 

计划上 TCT一直坚持细节管理 ．专人 

专项．执行与监督反馈相结合．大部 

件接卸 的几个重要环节由中远项 目组 

和港方确认，真正做到规范化、制度 

化 、标准化。 

在机械设备 、电气设施 的维修保 

养方面．TCT根据质量计划要求．每 

次作业前实施装卸机械的运行检查与 

强制保养．并详细填写记录．保养完 

毕后由负责人进行检查验收签字．便 

于过程 中控制与作业后追溯 ．从而保 

证设备时刻状态良好 、运转正常。 

在安全保障方面．公司除根据合 

同协议 ．对空客公司提供的吊架 、吊 

带等专用工属具进行管理控制外．还 

采购并安装了防护绳以减少作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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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晃动 

在应急措施方面．详细研究探讨 

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制定和执 

行应急管理 、应急响应预案 ，确保能 

够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工作 ．避免货 

物损失与人员伤害 如在一次接卸过 

程 中 ．由于大部件 出厂时加 固问题 ． 

导致机身前段距离岸桥横梁仅 60em． 

给接卸作业带来了极大困难。为此 。 

公司迅速组织相关人员启动应急措施． 

经过采取控制下降速度和横向晃动、 

加垫气囊等方法 ．最终顺利完成接卸 

任务 

空客大部件接卸效果检查 

1．全方 位效 果跟踪检 查 

首 架 空 客 A320五 个 大 部 件 于 

2008年 7月 24日抵港。当日下午 14： 

00空客大部件开始首次接卸 。首次接 

卸时 ．TCT停止 了码 头的所有作业 ． 

操作人员按照 “空客大部件接卸过程 

质量计划”的要求．稳扎稳打．细心 

操作 ．历时 2．5小时 ．圆满完成 首批 

空客大部件的接卸任务。 

第二架空客大部件于 2008年 9月 

28曰抵港 TCT在认真总结上次接卸 

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工艺流程 

和 “空客大部件接卸过程质量计划”． 

在确保安全接卸的同时． 大部件接卸 

与该轮的其他作业线同时作业．不到 

2个小 时就将该批空客大部件顺利接 

卸 ．再次赢得了法国空客公 司和中远 

项 目组的赞誉 

在第三架次及以后空客大部件的 

接卸过程中．TCT经受了夜间作业、 

与其他班轮混合作业、节假 目作业、 

恶劣天气作业等困难的考验．确保空 

客大部件安全接卸 “零缺陷”。 

2．完成预定的质量 目标 
‘

截止 2010年6月．TCT已安全、 

优质、高效接卸空客大部件 33架次， 

也验证了 《空客大部件接卸质量计划》 

可操作性、合理性、准确性、安全性， 

使得 TCT的第一 目标即确保空客大部 

件安全接卸零缺陷得以顺利完成。 

空客大部件的安全接卸得到了法 

国空客、中远项 目组的充分肯定和赞 

扬 ．大家一致认为空客在天津港的接 

卸在工艺制定、作业速度、作业质量、 

人员操作等各个方面均优于汉堡港的 

装船作 业 ．达 到了各 相关方 满意 率 

100％的预定目标 

总结改进 

1．作业评审 

每架次空客大 部件 接卸完成后 ． 

TCT都要召开评审会。会议主要内容 

是总体评价大部件质量安全操作问题、 

各相关方评价意见以及作业效率和时 

间与策划的对比评价。与会人员共同 

研究改进措施．在下一次的接卸过程 

中严格落实 

2．不断完善 《空客 大部件接卸质 

量计划》 

空客大部件的接卸是一项长期的 

合作项 目．因此在今后的接卸过程中 

还要对现在的装卸工艺标准和作业模 

式进行不断的完善 ．确保它的可操作 

性 、有效性 、符合性 ，实现 了空客大 

部件全天候安全接卸。 

成功接卸空客 A320大部件的启示 

TCT公司运用 PDCA方法建 立空 

客大部件接卸的流程 ．并进行不断完 

善．在接卸空客大部件的工作获得成 

功．为公 司带来了一定的收益 。也彰 

显了公司在接卸特殊集装箱货类的优 

势．进一步扩大了 TCT大件作业的名 

牌效应 ．为公司在今 后的市场竞争中 

添加 了获胜 的筹码 ：另一 个方面 是 

PDCA管理思想已经成为 TCT公司实 

现 “打造世界一流数字化集装箱码头” 

远景的重要法宝。 

(作者单位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 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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