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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mens PLM Software

使用 Siemens PLM 
Software 优化产品生命
周期质量管理
对质量、追踪性、合规进行管控，以便进行持
续改进



Siemens PLM Software 跨行业质量管理软件 
IBS QMS 已面世三十多年，为您提供久经验
证的生产、质量和追踪性管理解决方案，优
化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流程。本软件有助
于您为生产流程营造必要的透明度，以便在
目标出现偏差时立即进行有效干预。

IBS QMS 解决方案可与现有 ERP/产品生命周
期管理 (PLM) 系统完美结合，并由此得到广

泛应用，且已成为风险管理支持中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您可使用我们的解决方案，实
时获取公司的生产和质量状况。

只需点击按钮，即可使用追踪性管理检查产
品的历史信息和交付信息（附注）。为进行
精益管理，追踪性会为您提供完整的透明度
和流程优化。除公司行政事务和生产流程
外，合规管理软件亦用于控制需符合行为守
则、法律和指导原则的活动。

优化产品 
生命周期

IBS QMS 解决方案可与现有 ERP/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系统完
美结合，并由此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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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执行-检查-操作 (PDCA) 循环描述了持续
改进流程 (CIP) 的各个阶段，并构成了所有质
量管理系统的基础。此循环旨在促进生产流
程形成统一的持续性改进。

“计划”包括分析状态、开发改进潜力以及编制
概念实现。

“执行”是指将概念以实际的方法实现，使用简
单的方法和测试设备进行小范围检验。

“检查”会生成、检查试运行结果，并确立标
准。

作为最终阶段，“操作”会大范围实施新标准，
并通过审查进行常规监控。

持续 
改进流程

操

作 规
划

执行

检
查

质量 
度量/ 
控制

开
发

使用

产
品产

品

制
造

产品

规划-执行-检查-操作 (PDCA) 循环描述了持续改
进流程 (CIP) 的各个阶段，并构成了所有质量管
理系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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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S QMS 解决方案具备以下功能，帮助您在
数字化企业中进行质量管理：

• 先期产品质量规划 (APQP) 

• 控制计划（流程图）

• 审核管理

• 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 (FMEA)

• 包括图形选项的检测计划管理 (IPM)

• 关怀和投诉管理 (CCM)

• 统计过程控制 (SPC) 工序间检验

• 保修管理

• 追踪性管理

• 进货/出库检验

• 集成工作流管理 

提供独特的 
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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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控制计划/流程图 FMEA/风险分析
机械数据采集 (MDA) 无纸
化维修 生产-组装实验室检验

机械可视化
入厂/出厂产品测试/首件检
验详细的生产计划检验设备鉴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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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生产企业均已意识到生产设施造成的浪
费。然而，产生这种浪费的原因却常常不
明。为节约成本、提高可持续性和竞争力，
您的企业必须明确一切相关生产流程的信
息，包括如何： 

减少流程时间

• 降低质量成本和次品成本

• 对关键绩效指标 (KPI) 和透明度进行管理，

为目标决策提供支持

• 为生产、质量和追踪性管理提供单一解决
方案

• 支持精益管理方法

• 支持企业合规性

• 利用弱点分析、最佳软件解决方案、现有
信息技术 (IT) 环境中的执行方法以及对您
雇员的专业培训

避免生产设施浪费 

计计计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计计计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检查 操作

供应商管理

评估 证书/检验报告 关怀和投诉管理 审核管理

保修管理操作管理流程监控生产控制

“所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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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高层系统进行集成，是对电脑辅助质
量 (CAQ) 系统的主要需求之一。IBS QMS 为
所有相关订单数据的交换提供一体化的双向
解决方案，使您保持信息畅通的同时确保主
数据一致。您可使用本解决方案，通过 
Teamcenter、SAP、Infor、PSI、Baan 和 
Vavision 等接口无缝连接到现有的 PLM 和 
ERP 软件系统。 

您可以在现有的生产规划和控制 (PPC) 系统
之外独立实施 IBS QMS 解决方案。这些界面

与客户现有的 IT 环境相吻合。除了文件数据
交换外，本解决方案还提供直接的数据库连
接。 

IBS QMS 所提供工具可助您简化复杂测量设
备的连接、减少人工检验并降低由此带来的
成本。要在企业的信息系统之间执行可靠的
数据交换，与上级管理系统的连接至关重
要。从下级系统（如测量表、测量机械、分
析设备或生产设施）中获取、处理数据是对
生产管理系统的主要要求。

ERP、 
PLM 和车间的一体化

您可以在现有的生产规划和控制 
(PPC) 系统之外独立实施 IBS QMS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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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已有超过 4,500 家客户采用、安装 
Siemens PLM Software 的 IBS QMS 解决方
案，涵盖汽车、电子和电气工程、医疗技
术、机械工程、塑料和包装、金属加工等行
业，其中包括： 

• 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 机械工程

• 供应商

• 制药/医疗

• 化学品

• 替代性能源

• 移动产业

• 包装

• 钢材

• 电子

参考信息

汽车 
制造商 
(OEM) 

供应商 替代性 
能源

钢材

机械 
工程

制药/ 
医疗

移动产业 电子

化学品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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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iemens PLM Software
Siemens 数字化工厂事业部旗下业务部 Siemens PLM 
Software 是全球领先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和制造运营
管理 (MOM) 软件、系统与服务提供商，在全球拥有 140,000 
多个客户，超过 1500 万装机量。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布兰
诺的 Siemens PLM Software 与客户协手合作提供行业软件解
决方案，通过实现真正影响未来发展的创新，帮助世界各地
的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有关 Siemens PLM Software 产
品和服务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siemens.com.cn/plm。

总部：+1 972 987 3000 
美洲：+1 314 264 8287 
欧洲：+49 (0) 2624 9180-0 
亚太地区：+86 (21) 3889 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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