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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机场去年底正式跨入千万级
运输机场行列，进一步提升综合保障能
力，提高机场运行保障效率，改善旅客
出行服务体验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烟
台机场在落实今年除冰雪方案过程中
将远机位慢车除冰正式纳入保障计划，
全方位谋划，积极协调各驻场单位和航
空公司；全面动员，机场机务、运行、场
务、航务等部门。通过增加设备、培训
人员、划定除冰机位和飞机滑行线路、
加装夜间照明设施、开展多次实战演
练，检验运行保障能力，验证除冰雪预
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并由公司领
导牵头启动慢车除冰综合风险评估。

2020年1月7日，烟台机场雨夹
雪转中到大雪，14:30，机场决定启用
慢车除冰方式为本场出港航班除冰。
按照除冰雪预案，机场机务4台除冰
车和1台加液车到达南除冰坪指定位
置，运行保障部门现场监控。15:32，
机务人员引导待除冰飞机进入机位，4
台除冰车进入指定作业区域实施除冰
作业，5分钟后，完成除冰任务，飞机
自滑离场，烟台机场除冰坪慢车除冰

模式正式启用。烟台机场除冰作业持
续到1月8日凌晨1:30，机场空管、运
行、场务、机务等部门密切配合，烟台
机场第一次慢车除冰工作圆满完成。
当日除冰雪作业机务保障部共出动除
冰车6辆，加液车1辆，共为48架次飞
机除冰，其中慢车除冰33架次，消耗
丙二醇跟乙二醇混合型除冰液30000

升，丙二醇型防冰液600升，整个保障
过程安全顺畅。

烟台机场本次实施大规模慢车
除冰，是华东地区第一家、全国第六家
采用慢车除冰模式的机场，大大提升
了烟台机场冬季运行保障能力，为下
一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安全监查部 田南阳

烟台机场首次启用航空器慢车除冰新模式

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航
空食品公司领导带领相关科室工作
人员携带精心准备的礼物和慰问品
慰问了公司11位退休老干部职工、
老党员。

食品公司党支部书记张晓莉
首先向退休干部职工、党员通报了
今年机场客流突破1000万喜讯和
公司一年来的生产经营情况，并汇
报了支部经费一年的使用情况。慰
问过程中，张晓莉书记仔细询问了
退休干部职工、党员家庭情况和身
体状况，叮嘱他们照顾好身体，安享
晚年生活，希望他们如果在生活上
遇到困难，及时向公司反映，公司一
定会积极帮助解决，并认真听取了
退休老干部对今后机场建设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临别时，她还嘱咐大
家春节期间要注意安全，并预祝他
们春节快乐。

退休干部职工、老党员对公司
的关心关怀表示深深的谢意，纷纷
表示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
公司的发展，为机场又好又快发展
贡献力量。 食品公司谭文博

食品公司慰问退休干部职工、老党员

1月7日，烟台机场迎来2020
年首场降雪，也是今年冬季首场强
度较强的降雪，气象服务科提前准
确预报雨雪过程，为机场各保障单
位、航空公司和机组提供了及时准
确的气象服务。

6日夜间至7日夜间，受低压倒
槽带来的暖湿空气与北方强冷空气
共同影响，烟台机场出现持续时间
较长的小雨转雨夹雪转小到中雪天
气。受其影响，6日21时前后，本场
开始出现小雨天气，7日中午11时
前后，本场开始出现降雪天气，降雪
过程一直持续到7日夜间20时前
后，主要降雪过程持续发生于7日
11时至18时，短时中阵雪天气，由
于白天温度相对较高，降雪融化导
致夜间出现一定程度积冰。

自5日开始，气象服务科准确
研判天气形势，及时发布气象预
报。5日值班预报员刘英英发布的
《一周天气预报》中准确预报6日、7
日降水及降雪天气。6日气象服务
科科长、值班预报员胡瑞杰发布《烟
台机场及周边天气预报》，准确预报
6日夜间及7日白天降水转降雪天
气。7日，按照《气象服务科运行手
册》中“复杂及灾害性天气气象保
障”的相关要求。气象服务科全体
值班人员密切监视天气情况，值班

预报员张春晓、王小蕴，准确发布天
气快讯3份，值班观测员罗风池、隋
春丽，发布例行气象观测报文9份、
特殊气象观测报文7份。气象机务
员张新彦、杨奇光及时检查修复由
于恶劣雨雪天气导致的23号跑道
超声风传感器故障。

在本次降雪过程中，气象服务
科三个岗位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为
机场各保障单位、航空公司和机组
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气象服务。下
一步，气象服务科将持续关注天气
动态，全力保障春运期间烟台机场
气象服务。 航务保障部 张春晓

气象服务科圆满完成
2020年首场雨雪天气气象保障

1月25日16:40左右，在国内旅
检13号通道执勤的X光机安全检查
员张明航发现一名儿童旅客过检衣物
X光机图像存在异常，在通知开箱检
查员检查时发现该旅客衣物口袋内装
有9颗未燃放的鸣沙；无独有偶1月
26日19：20左右，开机员刘建宏在国
内旅检9号通道执勤时同样是在一名
儿童旅客过检的衣物里，查到了13枚

摔炮。在安检员说明相关乘机规定
后，其随行父母均同意对该物品做自
弃处理。

鸣沙摔炮在春运期间是常见的
儿童类烟花爆竹，其特点是无须明火
点燃，轻微撞击或挤压即可达到燃放
效果。在航空客运过程中主要危害体
现在旅客不知情的情况下受挤压燃爆
后容易造成恐慌，因此属于限制随身
携带的烟花爆竹类物品。

结合以往经验，春运期间儿童属
于极易携带烟花爆竹类物品人群，因
此旅检科按照安检部“总结经验，加强
培训，提升技能，保障春运”的春运保
障要求，在1月17日开展了“烟花爆
竹制品专题培训”。培训工作主要包
括以下几点：一是结合以往春运保障
经验加强对儿童旅客及其随行物品的
检查，包括行李车、卡通箱包及具有盛

放功能或暗格的玩具等，要求思想重
视，熟练检查儿童携带物品；二是针对
烟花爆竹类物品的X光机成像特征，
加强此类物品的辨识。要求牢记成像
特点，准确辨别烟花爆竹类物品；三是
针对儿童衣服口袋、内袋、裤袋易遗落
相关烟花爆竹类物品，要求安全门检
查员熟练运用按、压、摸、问等方法加
强对儿童衣物角落的检查。

通过此次培训，旅检科全体员工
强化了春运保障安全意识，明确了检
查重点，重新熟悉了烟花爆竹类物品
的成像特点及人身检查方法，并有效
地运用到了春运保障实际工作当中，
成效显著。春运保障工作才刚刚开
始，安检部旅检科全体安检员会继续
绷紧安全弦，熟练运用安检知识技能，
筑牢空防地面防线。

安全检查部 孟军李洪亮

春运培训有成效，鸣沙摔炮无处藏
——安检部旅检科针对春运开展培训并初显成效

春节临近，烟台机场收到来自飞
行检验中心的通知，要对机场现有的
两套仪表着陆系统及屯里导航台组织
实施2020年的首次飞行校验工作。
通导部在接到通知后，周密计划，准备
充分，确保了校飞工作的顺利进行。
整个校飞工作自1月17日起，到1月
19日结束，准确高效的成功完成了
23#和05#两套ILS设备各7个科目及
屯里导航台的校验工作，确保了烟台
机场起降航班的飞行安全，为“春运”
工作做好了重要的技术保障。

校飞开始之前，为确保本次校飞
的顺利开展，导航科工作人员早已积

极待命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提前保
存好各个台站的设备参数，完成了设
备的性能参数检测，对校验通话频率
进行了测试，确保校验工作顺利开
展。1月16号晚7点，随着校验飞机
3642的落地，烟台机场迎来了本次校
飞成员。校飞飞机落地后马上召开校
飞协调会，与会各个部门协调好具体
事宜，并与机组校验人员积极沟通，约
定了通信频率，协商了具体校验高度、
范围以及校验科目。

考虑到部队管制，塔台管制，天
气状况，航班运行等各个因素的综合
影响，以节约飞行时间，缩小成本，确

保最好的校验质量为基准，校飞开始
时间都是定在早晨，烟台机场第一批
出发的航班起飞之后。导航科技术员
每天6点半早早进场，到达台站机房
做好调试准备。校飞过程中，导航工
作人员聚精会神，严阵以待，以最严格
谨慎的工作态度来调整校验参数。由
于机载通信设备不佳，导航机务员的
耳朵都紧贴到手台上，生怕错过校验
机组的每一个报数，做到了校验参数
调整一次性通过，减小了塔台管制调
配的压力，降低了每小时五万多的校
飞成本。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导
航科技术员一起查阅往期校飞资料，
数据，以及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解决
方案，在吃饭时间也不离工作，彼此探
讨影响校飞数据变动的各种因素。由
于塔台进近管制指挥缜密，校飞机组
驾机取值准确，地面调整人员调机精
准，各个保障部门协调到位，1月19日
下午 2点半，3642 校飞飞机顺利落
地，本次导航设备校验任务圆满完成，
各项校验结果均符合民航相关标准和
规范。导航设备现已开放使用，为烟
台机场新一年的航班飞行安全提供了
可靠的物理保障。

通信导航保障部刘志刚 陈明清

迎新春验设备一丝不苟保平安

2020年的春运大幕正式开启,为
有效防范春运期间消防安全事故的发
生，消除安全隐患因素，车辆保障服务
科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有关工作要
求，按照“全覆盖、零容忍、重实效”的
总要求，提前部署，开展了拉网式的消
防安全隐患大排查。

期间，车保科已经对机场集团公
司所属的全部公务车辆进行了一次技
术状况大检查，检查车辆安全部件是否
完好、车内硬件设施是否松动，机油防

冻液是否充足，电池是否老化，检查车
载灭火器、安全锤、车载行车记录仪、车
辆灯光是否齐全有效，坚决杜绝带病车
上路。对排查出的消防事故隐患、问题
制表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方
案，采取果断措施做到彻查彻改、除患
务尽，严格防范消防事故发生。

为切实加强驾驶员的安全意识，
车保科科长还对全体驾驶员进行了一
次节前安全教育培训，要求大家持续
保持好一日三检制度，并坚持做到三

勤（勤擦拭，勤检查，勤保养），四好（清
洁好、检查好、润滑好、固定好），四会
（会检查，会使用，会保养，会排除故
障），并针对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逃
生自救能力等方面加强培训，对发现
的问题立即整改，确保车辆安全上
路。车保科全体驾驶员严阵以待，打
起十二分精神，保障好机场集团公司
的公务用车和确保节日期间安全无事
故，为新的一年开个好头。

综合保障部 陈冠雨

车辆保障服务科开展节前安全隐患大排查

经过前期的雷达管制基础模
拟机培训、ADS-B管制理论培训、
模拟机培训，烟台管制员按照有关
规定和程序取得了ADS-B管制执
照。烟台管制区于上半年正式实施
ADS-B管制。

随着烟台机场的发展，旅客吞
吐量屡创新高，航班增长突飞猛
进。可是过去程序管制手段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航班的增长，这是因为
程序管制下的烟台管制区容纳的航
班是有限的，这跟烟台机场日益增
长的航班是矛盾的。为此在机场的
大力支持下，烟台空管决定改变管
制手段，提高空域容量，满足机场增
加航班和旅客吞吐量的发展要求。

烟台空管积极向机场和局方
申请并协调有关单位，在原来雷达
基础培训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密切
衔接，过渡到ADS-B管制的培训。

历时一年多，在机场和航务部
的共同努力下，民航局正式批复烟
台管制区实施ADS-B管制。烟台
是全国第一家实施ADS-B管制的
机场，它是一种类似雷达管制的管
制手段。跟传统的程序管制相比，
ADS-B管制缩小了管制间隔，利
用ADS-B的技术手段对航空器实
施更加有效的监视。它改变了以
往烟台管制员的管制方法，大大提
升了管制效率，同时也极大地缓解
了空域限制，增加了空域容量，也
使得管制手段不再是限制航班增

长的原因，并且航班大流量和雷雨
大范围绕飞情况下的管制压力有
所缓解。烟台机场的管制手段有
了质的飞跃。在这一年多时间里，
航务部领导和所有管制员在统一
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认真学
习理论，反复模拟训练，大胆探索，
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摸索
出适应现阶段烟台空管发展的管
制运行模式。

结合了卫星导航、通信技术、
机载设备以及地面设备等多种先进
技术的ADS-B，能够提供更加安
全、高效的空中交通监视手段，是国
际民航组织确定的未来主要监视技
术之一，也是近年来全球民航最为
热门的新技术之一。被誉为“眼睛”
的监视技术，为管制员和飞行员提
供了所需的航空运行态势感知信
息。在2019年的我国民航工作报
告中，全面启动ADS-B管制运行
被列入2019年民航主要任务。

烟台机场是全国第一家将
ADS-B的监视技术过渡到管制运
行的机场。它顺应了烟台机场的发
展，满足了机场航班增长的需要，并
且为去年机场的年吞吐量破千万的
目标成功助力。同时作为中国民航
启动ADS-B管制运行的先行者，
烟台机场的ADS-B管制也为其他
机场的ADS-B运行提供了经验和
实施标准。

航务保障部 蒋守金

烟台进近管制区实施ADS-B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