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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实水平与智能制造
文 | 刘仁杰

本文首先分享三年多来在第一线与

制造现场伙伴的互动过程中所观察到的

智慧科技应用趋势。其次，结合所属团

队的两个相关研究成果，探讨精实系统

与智能制造之间的互动与拉抬。最后加

以整合，提出不同精实水平的制造现场，

实践智能制造的可能模式。

智能科技应用的三个趋势

检视新近实务观察，导入 MES、

数字化管理、战情室等的华丽展示，以

及对未来智慧化实践的过度期待，已经

不复存在。与此相对的，实体系统优化

的体会、现场引进智慧科技的痛点或怀

疑，不仅丰富了对话，也反映在三个重

要趋势。

(1) 智能科技应用的基础建设，不

仅是虚拟系统的通信标准，更着重实体

丰田精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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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作业标准。

譬如：智能排程软件虽然有助于对

应市场需求，但现场疲于因应插单与催

料的结果，可能长期荒废实体系统标准

的建立与优化。许多一流的现场都已经

体会到，不必急于连结营销 AI 或导入

智能排程软件，让制程稳定的标准作业

改善、透过制程链接缩短 LT，才是智

能制造的治本之道。

(2) 自动化可立即节约人力，但可

能掩盖改善机会。

一家汽车零组件厂原规划将瓶颈制

程上油防锈自动化，但经过两年的冲床

换模改善，以及后制程机械加工与组装

作业的流程改善，删除了这项作业。换

句话说，冲压依照后制程需求作业，让

金属件没时间生锈，凸显了原有防锈作

业的浪费。总经理对我说：“若未先精

实流程就直接导入自动化，可能让这项

浪费永远存在！”

(3)AI 从治标到治本，挑战才刚刚

开始。

除了前述营销活用之外，AI 的视

觉辨识能力在质量把关上成果有目共

睹。惟从价值创造观点，同样也需有系

统性长期考虑。从品质管理的演进观

点，质量检验是最初期的阶段，本身不

具价值。透过检测数据，回馈到制程改

善，甚至设计改善的源流阶段，才符合

结合质量工程创造顾客价值的精实系统

思维。

这三项从实务世界观察到的趋势，

说明了实践智能制造的共同本质，亦即

精实系统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不仅是

智能制造实践的基础，也是让精实思维

与智慧科技可持续相互拉抬的关键。

智慧科技带动破坏型创新？

三年多来，我们持续与产业现场并

肩作战，活用 TPS( 丰田生产体系 ) 课

程的产学合作，摸索智能科技的应用，

并多次发现，部分企业很期待用智慧科

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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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带动破坏型创新。

一位机床企业总经理与 TPS 课程

的三位学生，共同验证一项假设——

采用智能制造能够赶上推动 TPS 的对

手。三位学生用 3 个月的时间，以一

个机种为例，模拟从接单到出货的总体

LT、组装工时与待料时间，智慧化与

TPS( 先精实化再智能化 ) 两个模式的

可能改善空间，结论如图 1 所示。亦即，

智慧化在改善潜力上只有 TPS 的四分

之一。

智慧化模式对出货、研发马上能提

出成效，譬如预估交期与质量数据提供，

具备迅速取得顾客信任的服务价值。但

因现场基础不稳，承诺会因收集到的数

据不准确而产生变量，现场往往疲于因

应，发展明显受限。

相对而言，TPS 模式从 SOP( 标

准作业程序 ) 的建立与改善开始，节拍

组装与配套供料对缩短交期与产效提

升，大幅领先智慧化。惟后半部可能因

为精实成果带来自信，可能忽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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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智慧科技解决跨部门问题的精进空

间。

2019 年出炉的另一个研究，则提

供了整合两个模式的思考脉络。我们以

日中各两家主流机床大厂为对象的研究

发现，生产技术精进程度与 TPS 实践

水平息息相关，国内企业的 TPS 实践

成果已经受到不重视生产技术的制约。

我们认为，TPS 的实践与演进可分为

以下三个阶段：(1) 标准化阶段，(2)

实施整体改善的组织惯例化阶段，(3)

因应外部环境变化、自主进化的动态调

适化阶段 ( 图 2)。在不同阶段，智慧

科技应用的空间与成果迥异。

图 1 选择智慧工厂的两种模式

图 2 反映精实水平的三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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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模式固然在功能型应用，诸

如导入自动化或检测 AI，以及连结营

销末端的平台建构，可能发挥破坏性创

新效果，但对于实体系统的标准建构与

优化，少有启发。换句话说，厂商未进

到整体改善阶段，网宇系统的智能功能，

不仅无从发挥，甚至可能延宕制造现场

的基础建设。相反的，因为精实改善成

果卓著而轻视智慧科技的风潮，也持续

存在。丰田汽车、DMG 森精机近年积

极强化软件人才招募、思考产业生态平

台化的动态调适，就是很好的反思证明。

精实智能制造发展的三个阶段

基于以上分析，标准化水平偏低、

无法洞察浪费、未能持续创造价值，是

让智能科技受挫的原因。这正是主张消

除浪费，积极追求顾客价值与产出稳定

的精实系统的主轴。精实智能制造强调

以合理流程与顾客价值作为主体，结合

信息的传达与智能运算，形成全新的

竞争力。因此，不同精实水平的制造

现场，要求能力与活用智慧科技的内

涵，亦即精实智慧制造的模式，也不

一样。本文尝试用三个阶段，提出整

合性实践模式。

第一，基础建构阶段，以标准化能

力的建构作为核心。在生产现场，标准

化能力是指机床与零组件制定、执行

与改善 SOP，以及透过教育训练达成

SOP 的品质与交期的能力。除了生产

技术的基础之外，从批量生产迈向流程

生产的精实变革思维，决定建构的速度

与质量。塑造危机意识，才能洞察现行

作业浪费；实践整理整顿，就能体会稳

定与标准化的重要，致力于做好基础建

设。

在这个建构与改善 SOP 的阶段，

用 VSM(Value Stream Mapping, 价

值溪流图 ) 与整理解析浪费，用整顿与

ECRS( 删除、合并、重排、简化 ) 致

力于制程连结，激励员工的创意与灵活

性，堪称关键。因此，只要信息系统能

够协助纪录 SOP 与工时、质量与数量

的达成即可，不必急于投资新兴智慧

科技，先放在通信标准的建构，包括

SMB(Smart Machine Box, 机 顶 盒 )

的活用方式等。关于消除流程瓶颈、质

量问题的解决，以不花钱的改善与低成

本的数字化方法，作为前提。

第二，组织惯例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建构阶段。组织成员致力于

检视问题、防止再发、持续改善的组织

惯例建构，也就是透过日常活动，自

主自律地达成 QDC( 质量、交期、成

本 ) 目标的能力建构。重心在于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范例创造与机制形成。

以组织自律能力与软硬件防呆除错能力

的自働化 (Autonomation) 作为目标。

一个典型是具备改善意愿的组织，透过

VSM、清扫，以及生产活动的数据收集，

凸显问题、解决问题，发展单件流、配

套店面，精进 SOP。

因为已拥有稳定的制程 SOP 与精

实产线，发展智慧排程有效拉动供货商

的精实配套供料，对重点制程或设备导

入智能型防呆与除错，能够持续精进精

实产线。AI 应用也从成品检测，逐步

转到制造流程的检测与原物料制程的质

量监测，甚至发展让制程不会产生不良

品、设备故障事前预知等治本的精实改

善。从组织变革与智能科技活用观点，

可说是数字转型的执行与初步成果呈现

的阶段。

第三，动态调适阶段。精实智能制

造系统的最终目标是能够因应环境变

化，检视既有解决方案，包括进行组织

变革、新技术的应用与开发等，展现其

可持续创造顾客的动态调适化能力。此

时，智慧科技不仅可以监控制程，定期

检讨 SOP、检视包括供货商在内的制

造流程；更重要的是从顾客价值观点，

运用精实数字系统，系统性地精进价值

流程；甚至防微杜渐，提供激励组织创

造顾客的危机数据与全新思维。

关注 TPS 如何调适环境变化

彼得杜拉克遗留的名言：企业存立

的条件就是创造顾客。精实智能制造的

实体网宇系统，在消除浪费与创造价值

的同时，如何发挥持续创造顾客的企业

最基本职能，可视为终极目标。近年丰

田汽车如何从 TPS 迈向精实智能制造，

举世瞩目。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电动化、

智慧化与平台化的百年一度的剧烈环境

变迁，TPS 如何发挥动态调适化能力，

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