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机电专业毕业后，陈铭
宣进入电子公司，从事电脑主板、
线路板等质量检验工作。初入职
场，困难和挑战接踵而来。对质量
管理不清楚，产品也不熟悉，如何
检验？敢拼敢闯的他并未退缩，他
从最基本的产品原材料、特性等学
起，尝试操作和使用各种检验工
具，不懂的问题及时向同事请教。
下班后，他也闲不下来，参加学习
班，翻看书籍和资料，补充电脑知
识。凭着这股子拼劲，陈铭宣对于
质量的检验和把控能力快速提升，
很快在公司独当一面。3年后，他
从一名基层检验员晋升为质量检
验部门主管。

“那时，品质管理还不够普及，
从事质量检验时，生产部门难免有
抵触情绪。”让陈铭宣印象深刻的

是，有一次，检验员小王在检验时，
发现了产品质量问题，告知公司生
产部门进行产品整改，但该部门同
事并不接受，由此双方产生矛盾。
作为主管，陈铭宣前往调和，但他与
生产部门同事的沟通也不太顺畅，
最终在争吵中，产品重新整改，合格
后才得以销售。“他以为我们在找他
部门的麻烦，其实是通过质量检验
帮助公司保障产品质量，获得客户
认可。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
那段经历，让陈铭宣记忆犹新。

当积累了一定的质量检验经
验后，陈铭宣渴望突破，寻找新的
发展目标。当时，正值小天鹅洗衣
机公司改制，招聘质检人才，于是，
陈铭宣正式加入，担任质量部长，
主要负责部门产品的质量检验、管
控、运营和管理等工作。

“在那里，我遇到了对我工作
上有很大帮助和影响的老师。”参
加公司组织的质量培训时，主讲老
师的分享和对于质量检验的解读，
让陈铭宣深受启发。“以前，我以为
质量是检验、设计和管理出来的，
但老师告诉我：‘除了这些，质量更
是一种服务。’”

2005 年，不满足于现状的陈
铭宣进入项目咨询公司，担任质
量顾问师，利用多年经验为不同
的企业提供质量检验、监督、咨
询、解决方案等系统化服务。10
年间，他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
的路上。尽管忙碌，但他乐在其
中，边做边学，补充汽车、制造等
行业知识，同时学习行业检验手
册、检验相关法律法规等，更好地
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服务。

打通质量和服务的“任督二脉”

挑战从未停止，2015年，陈铭
宣进入上海君威钢绳索具有限公
司，开始了新一轮的职场历练。作
为品管部经理，除了负责质量检验
的整理统筹、管理外，他还带领团
队进行原材料性能的测试和研究。

随着公司做大做强，对于产品
质量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4 年
来，在他与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产
品检验标准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
破，并在完善中更加规范和精准。

“工作20多年，我是质量检验
发展与变迁的见证者。”起初，很多
人对于质量检验并不理解，且持怀

疑态度，但如今，质量贯穿企业发展
的任何阶段，受到高度重视。在陈
铭宣看来，不同产品的检验，只是标
准和参数不同，有关质量检验和把
控的原理和方法则是相通的。“质量
检验是一门艺术，那种满足和成就
感让我乐此不疲，多年坚守。”

陈铭宣坦言，这是一份很有
发展前景的工作，且随着工作年
限和能力的提升，薪资待遇也呈
持续上涨，但同样，它对于求职者
的要求也很高。他强调，良好的
沟通能力是做好质量检验工作的
前提，同时需要掌握专业的行业

知识和技能，了解与产品相关的
材料特性、原理等。最重要的是，
要保持质量意识，以服务的态度
做事，才能事半功倍。

从事质量检验多年来，陈铭宣
进工厂，下车间，跟操作工共同尝
试、探索和解决质量疑难杂症。对
他而言，默默无闻的质检人，是产
品质量的“填坑者”，严把检验关、
质量关，才能防止事故发生。“未
来，我们将打通‘质量’和‘服务’的
任督二脉，对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进
行持续、系统化的改进和升级，进
一步提升质量服务的水准。”

自 1997 年从事质量检

验工作以来，陈铭宣（应采

访对象要求，采用化名）边

学边做，不断提升质量意

识。作为资深质量人，20多

年来，他见证了质量检验的

发展和变迁。在他看来，无

论从事哪个行业的质检，一

定要严把检验关、质量关，

做好本职工作，为客户提供

优质质量服务。“我们总共

服务了 300 多家不同类型

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深切

感受到了企业对于质量检

验的重视，也让我对自己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绳索质检]

自2012 年进入公司以来，王
行健便开始了与“质量”打交道
的日子。从最初从事生产线工
艺质量，到逐步聚焦项目质量，
并兼具管理和指导职责，他始终
将“质量思维”放在首位。“我是
实打实的质量人，公司所有汽车
转向系统出货时的质量检验，都
由我们负责和把控，容不得半点
马虎。”

然而，初入行时，困难与挑战
并存。作为工程师，王行健既要
设计检验作业指导书、指导培训
工人操作，还要定期抽检产品是
否合格。为了方便与工人沟通、
交流，每天一大早，他就穿好防静
电工作服和劳保鞋进入车间，认

真检验产品装配环节，一忙便是
一整天。

更让他犯愁的是，进入公司不
久，团队就遇上了质量难题。“生产
线投产时报废率高，良品率偏低，
大家的交付压力非常大。”王行健
回忆说，那段时间，为了克服困
难，公司抽调不同部门的同事组
成攻坚小分队，针对各种不良问题
寻找解决方案。加班研讨、反复试
验、与欧洲总部电话会议商议……
在团队的努力下，历时半年，终于
将产品不良率降到0.1%以内，成功
交付。

“攻坚克难让我很有成就感，
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对于
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培养质

量思维和质量意识。”王行健坦言，
虽然是科班出身，但在校期间所学
更多是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于质量
思维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质量管
控”上，不够深入。

直到有一天，生产线检验
员的做法给了他启发。“那天，
检验员做好日常检查工作后，
发现产品质量的装配存在细微
问题，虽然这不属于他的职责范
围，但依然及时上报复查，有效
保证了产品质量。”这件事对王
行健的触动颇深，自此，他意识
到：质量思维无处不在，除了简
单的“质量管控“外，还需要时
刻保持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才
能保障客户安全。

质量检验容不得半点马虎

在日常工作中，除了做好汽车
零部件的质量检验，还需要了解汽
车其他部件的构造，具备电气知
识、汽车维修技术等，才能实现产
品适配整车。为了提升个人质量
检验水平，工作之余，王行健积极
参加公司培训，学习使用检具、夹
具等检验工具，并在具体的产品检
验过程中，积累经验，思考总结。

“有时，在车间解决不了的问题，下
班路上，同事们也会一起讨论，思
考如何解决质量方面的疑难杂
症。”

功夫不负有心人，7 年间，王
行健在生产线上持续实践、学习
和锻炼，并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

提升了质量检验和解决产品问题
的能力。一路走来，他从一名普
通的工艺质量工程师，逐步晋升
为公司项目质量工程师、项目质
量主管，开始带领团队完成项目
检验。

王行健坦言，是那份对产品质
量的执着和责任心，让他坚守至
今。尤其多年来，公司对于产品质
量的严格把控和高要求，让他印象
颇为深刻。“我们没有返修，所有不
良产品绝不能流到客户手中，这是
对客户负责，也是为质量安全把
关。”

作为项目质量主管，王行健
每天的工作忙碌而充实。他强

调，质量是汽车行业永恒的话
题 ，没 有 质 量 ，一 切 则 无 从 谈
起。尽管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
除了人工检验之外，机械设备检
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
在王行健看来，严把质量关，依
然是每一位质量人的责任和义
务。“凝心聚力，将质量安全进行
到底。”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质量
人”？王行健强调，除了学会使用
检验工具、看懂图纸外，还需时刻
保持一颗“质量心”，责任在肩，细
心观察。“关注产品细节，切莫存在
侥幸心理，才能为质量安全保驾护
航。”

在蒂森克虏伯普利斯

坦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

公司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

这样一张海报：一名可爱的

小女孩正坐在汽车后排的

儿童安全座椅上，开心地玩

耍。海报下方的德文翻译

成汉语，意思为：“这辆汽车

的转向系统是我爸爸制造

的。”每当看到海报中可爱

而温馨的场景，项目质量主

管王行健的内心都为之一

振。倍感自豪之余，他深知

肩上责任重大。“道路上千

千万万的驾驶员、乘客，包

括这名小女孩，都坐在我们

生产的转向系统的汽车里，

安全无小事，唯有严把质量

关。”

[汽车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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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三一五国道”质量关 维护“消费者权益”放心道

听青年质量工程师谈质检那些事
今天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在这个与产品质量安全

息息相关的日子里，无数各行各业的质量工程师、检验员
等质检者们在岗位上紧守生产门槛，做产品质量的把关
人。无论是汽车零部件的生产，还是生活家具的制造，产
品质量检测工程师们在数据方面下工夫，在标准上强要
求，打通质量和服务的“任督二脉”。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陈晓颖

“粉末冶金这一名词对不少人
来说有些陌生。”上海家声粉末冶
金公司总经理蒋鸿介绍说，粉末冶
金指的是将金属粉末放在定制的
模型里压制，并放入1120摄氏度
的烧结炉中进行烧结。经过高温
后的金属粉末固化成型，成为商户
想达成的产品模样。

虽然这个名词对多数人来说
并不常见，但是质量工程师高国柱
介绍说，“粉末冶金不是新事物
了。20世纪中期国内就使用过这
种制作方法，但因技术不成熟等
原因，粉末冶金在国内发展速度

较慢。”不过随着当下对工业制作
环境保护、材料有效利用的要求，
低成本、低污染的粉末冶金成为
了工业制造中受欢迎的形式。通
过粉末冶金制造出的产品则贯穿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粉末冶
金所制造出的产品广泛应用于
汽车、摩托车、电动工具，还有办
公设备、医疗、健身器材、家用电
器、纺织机械、环保机械、仪表等
领域。由于粉末冶金是使用铁
粉压制零件，因此制造方法具有
杂质少、锻件加工余量多、成本
少、能耗小等优势。谈到所处行

业的发展，高国柱表示粉末冶金
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在汽车零
件领域，目前越来越多汽车零件
是通过粉末冶金工艺制造的。
粉末冶金制造的每一个零件都
在 其“ 岗 位 ”上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因而，每个零件所担负的安
全责任也很高。对质量工程师
们来说，他们手中监测的粉末冶
金产品可谓是各行业产品安全
的基石。因此，对每一个生产部
件和生产流程的严格把控，是高
国柱和他的质检工程团队日常
工作的重要任务。

零件都容不得半点瑕疵

之前从事材料工程师的高国
柱是在一年前加入公司质量部门
的。在高国柱看来，两份工作有着
异曲同工之处，即都需要产品流程
监控保证质量。具体落在质量检
查流程中，质量工程师们则需要在
产品研发阶段控制每一个零件设
计时在外观、尺寸及性能等5个方
面都达到符合标准的状态。

同时，每个零件需要通过SPC
过程能力计算确保生产过程中机
器设备能否满足要求以及监控过
程中的异常现象的发生。“零件制
造的每一个环节都十分重要，成
型的检验可谓是重中之重。”高国
柱介绍道。由于零件是由铁的粉
末压制而成，若在设计研发时不
把控细节，部分产品可能会出现
表面毛刺，或是突起的情况。一

部分还会出现压制不牢固导致的
掉粉或裂纹。这些情况都会引发
严重安全隐患。因此在开发前
期，质量团队需要反复验证方案
的实际效果。在完成设计后的生
产过程中，高国柱和团队成员同
样不能懈怠。团队需要巡检和抽
检来及时处理不良品。由于业务
繁忙及订单量比较多，工厂24小
时生产不间断，而质量保证工作
也需要不间断护航。目前他所在
公司的质量工程部门分质保、质
检两部分，一共有4名工程师。质
检部分包括过程巡检、实验室、遏
制小组，公司的质量是靠过程去
控制的严格按照 TS/IATF16949 体
系运行。“公司通常在年底会收到
较多的订单量。质量部门同事加
班是难免的。”高国柱说道，他每

天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但遇到紧
急的项目时，哪怕是加班到凌晨
有时候也是不可避免的。

“质量工作岗位不但要控制生
产中的问题，同时要做好售后质量
的保障。”高国柱说道。一旦客户在
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加工产品的问
题，高国柱和他的团队需要及时与
客户沟通，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
通过开启8D报告进行调查，检查和
发现研发与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如
最终结果发现产品密度控制有问
题，则需要告诉技术团队优化工艺
车间调整参数，设置合理的密度范
围减小不同部位的差别。若是工人
在加工时出现的问题，质量团队则
需要对工人进行培训纠察。以质量
团队为轴心，带动上下游的配合解
决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日常生活中随

处可见的桌子、椅子、家用

电器、健身器材，还是马路

上疾驰的汽车、摩托车，其

中的金属零部件都可能是

“聚沙成塔”而来的粉末冶

金产品。“质量安全无小

事。”在上海家声粉末冶金

公司质量工程师高国柱看

来，质量安全是贯穿于产品

制作全流程的重要环节。

无论是在前期开发设计上，

还是在全流程工作制作中，

质量安全前期策划及日常

的抽检、巡检都是保证产品

安全的重要方式。

[粉末冶金]

好
情“薪”

不良率降至0.1% 做实打实的“质量人”

在项目质量主管的岗位上，王行健严守质量关。

（本版均受访者供图）

陈铭宣在质量检验岗位坚守20余年。
在粉末冶金领域，质量工程师们细心检查每个生产环节。

质量思维

关注产品细节 不良产品直接报废
坚守至今

补足行业知识 把质量看成一种服务
意识提升

改进管理体系 质量检验前景广阔
见证变迁

粉末冶金产品贯穿日常生活中
聚沙成塔

粉末冶金制造的零件容不得“毛刺”
坚持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