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管理 4.0
数字化、自动化和AI检测将改变游戏规则

质量管理 4.0

制造业正面临多重危机的挑战, 但是新技术可以从质量管理方面入手加速制造业的恢复, 并提高其韧性和
灵活度。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制造业及其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 对产业链中的采购、物流、生产及质量等各个环节
带来巨大影响。同样, 这场危机为质量管理（QM）带来了新的挑战，暴露了现有质量管理体系中的短板，使

“制造业韧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 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重要性日趋凸显: 通过利用高级分析

技术（advanced analytics）和自动化技术（automation）, 数字化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韧性, 为制

造业恢复元气带来立竿见影且可持续的效果。

质量管理的三个数字化维度

大多数企业尚未完全实现数字化转型, 但由于厂商面临诸多挑战且对生产弹性的需求不断提高, 质量管理
可成为制造业技术转型旅程中的有效抓手。从连接技术（connectivity）、高级分析技术到机器人技术与自

动化, 工业4.0阶段发展出的各项数字技术将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引领质量管理的深刻变革。部分数字化解决

方案已被成功应用于生产, 个别案例证明新技术可以有效将非质量成本降低10%至20%。而一些特定的数
字化质量管理解决方案组合可以减少高达50%的成本开支, 创造巨大的变革机遇。为提高数字化与自动

化生产水平, 制造企业须在生产经营体系中纳入、利用以下三个数字化维度: 数字化生产和质量反馈系统、
人工智能（AI）质量检测和视觉控制、自动化的实时生产和质量控制中心。

数字化生产和质量反馈系统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相关制造业中, 生产经常出现中断, 从而影响整体的生产绩效。劳动力短缺、培训不
足、返工率和报废率上升等均有可能造成生产过程中的波动, 并直接对整体产量和非质量成本造成负面
影响。

一直以来, 制造商试图通过在关键生产步骤中设计质量门（quality gate）来减少这些负面影响。这是一种

耗时且不完全可靠的被动反应过程, 仅在严重情形下才有助解决问题。同时, 数据基础架构的缺乏, 无法提

供生产的实时状况, 同时数据整合不到位, 还会使生产负责人无法全面掌握生产的实际情况, 甚至可能产生
误读。

数字化生产和质量反馈系统使用高级分析技术和实时的生产流程验证进行质量跟踪, 可防止出现生产偏差
或不合格产品, 优化返工, 并更快地消除生产瓶颈。由于采用了易于操作且便于操作员和监督人员理解的

数字化工具, 该反馈系统可将工作程序转换为可视化的操作指引和质量检查。此外, 该系统还可以预测质
量下滑趋势, 从而降低返工率并减少生产瓶颈。

一家全球零部件供应商在其位于美国的工厂里推行了基于平板电脑的质量反馈系统。在不到六个月的时
间里, 该工厂的返工率从25%以上降到了10%以下, 消除了生产瓶颈并且节省了3500万美元的年成本。

这种创新解决方案不需要投资一个庞大的全方位工业物联网平台（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IoT）。
相反, 它从两个方面利用现有的运营数据: 首先, 凭借复杂的数据分析和AI算法所提供的必要信息, 进行有

序且及时的校正, 从而避免打断整个生产流程; 第二, 以简单便捷的形式向生产线工人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
和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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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产和质量反馈系统不会破坏数十年来积累的已优化的工作流程, 而是提供实时且适用的指示以
确保操作符合规范和目标。

AI质量测试和视觉控制

质量流程的另一个挑战是人工检查, 这通常需要大量人手且耗费时间。虽然该流程对于确保产品质量至关
重要, 但由于质检员的变动、未知缺陷和人为错误, 人工检查可能造成一种产品质量有保障的假象。

在生产线上采用基于测试和视觉控制系统和基于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流程和质量控制, 可以

即时识别操作员的错误、产品质量偏差和生产流程变化。该系统通过多个摄像头处理视频图像, 使用深度

学习模型来检测产品缺陷和异常情况, 并充当数字化助理, 为操作员预警潜在问题, 提供解决问题的指令。
此外, AI视觉控制系统提供输入，通过数字孪生（digital twin）, 为工厂运营、生产计划和质量管理提供实时
洞见。

一些具有多重人工操作和生产流程的装配行业都采用了站内自动化生产和质量控制系统, 这些系统通过向
操作员提供直接、实时的反馈, 大幅降低返工率, 从而避免了下游工序的许多问题。

这一系统还有诸多优点, 例如, 通过自动检测缺陷缩短周期时间（提升高达20%的缺陷检测效率）, 减少对下

游生产线人工检测的依赖; 该系统还能更好地跟踪精益管理的改善措施, 生产率的提升, 以及质量问题改善
的有效性。

自动化的实时生产和质量控制中心

即使是生产和质量负责人, 对单个或多个工厂中的实时数据、运行情况和质量绩效的了解也是有限的。

在管理产量提升的同时, 还要应对较为滞后的质量问题, 这就增加了生产系统压力, 为实现产量目标带来

挑战。另外, 如果在运营或生产的各站点之间没有实现数据共享, 那么生产负责人就只能局限于热点问题
的改进, 而不是端到端的整体优化。

生产和质量控制中心可以应对这些挑战, 并实现预防性的质量保障（见图表1）。
该质量管理体系内部互相关
联, 并包含三个关键要素:
•
•
•

从单个车间到多层级工厂均可实现实时操作监控, 并快速识别偏差、解决问题并进行决策
提供高级分析预警、性能趋势预测及可行的改进意见, 以防止上游生产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通过使用集中数据和跨部门的关键绩效指标, 为质量管理和附属职能提供端到端的生产流程绩效,
从而展现生产运营的综合情况

例如, 一家全球领先的零部件供应商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和质量控制中心, 使其产品和流程的质量信息从产
品开发到成品交付都能实现可视化。生产和质量控制中心投入使用后, 制造返工减少17%, 非质量成本降
低15%, 整体设备效率（overall equipment efficiency, OEE）也间接提高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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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质量控制中心应用程序界面（浏览器操作界面）

沿线排列的摄像头或视觉控制系统与
人工操作配合 → 直接反馈给操作员

第一级

质量项目概况
提供下列项目的实时概览
•
•
•
•

所有质量项目根据重要性和影响
程度排序
按职能划分的现有质量门绩效
质量门的综合状况供审阅

对质量、时间及成本（QTC）有重
大影响的信息, 为下一步决策提
供支持

数字化质量监控舱可对产品质量进行
即时、预防性的把控，解决客户应对的
严峻挑战

可通过平板电脑进行人工质检的质量
反馈系统

第二级

第三级

质量项目详情
绩效监控舱通过下列项目辨别早期
偏差
•
•
•

加权绩效指标驱动进一步决策的
完成率
以前五大关键绩效指标跟踪每个
职能在质量门之间的运营状况
对标最佳实践中的绩效表现

绩效分析
高级分析技术可有效解决瓶颈难题

•
•
•

AI绩效跟踪, 辅以质量门成果预
测和预警

跨质量项目的相互依赖（模块建
设、组件和供应商）

自动化分析驱动的问题升级与解
决过程

资料来源: 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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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未来几年, 制造业很可能会继续经历需求端的不确定性以及供应链中断的情况。对制造商而言, 通过采用

数字化解决方案来提升“生产韧性”至关重要。现阶段, 实现质量管理的三个数字化维度所需的技术已经成

熟并且较容易获取。这些技术的应用将在短期内帮助制造业平稳运行, 并提高其发展质量。而长远来看, 数

字化应用将通过预防质量问题和减少产量升级时出现的波动, 提高生产韧性, 并减少由供应商导致的生产
中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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