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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Quality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ink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ctivities. The level of workshop quality management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desig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application system 

of the assembly workshop proces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exposed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s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assembly efficiency of the workshop. In the previous workshop assembly process, offlin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as inefficient and error-prone. In response to this ris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process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assembly workshop, which enables the assembly work and quality management work in the workshop to work together. so that 

the information can be quickly transmitted and responded to. Therefore, this system guarantees high-quality and high-efficiency 

production of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a quality management model framework was built. And functions such as production 

line management, schedule efficiency analysis, quality inspection traceability were completed. It has realize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fficient and coordinated operations of operators, quality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materials in the workshop 

assembly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e design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assembly workshop was 

completed, which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system, big data processing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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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质量管理已成为了工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要环节，车间质量管理水平对生产效率有巨

大的影响。利用信息化手段设计适用于车间的质量管理应用系统，解决质量管理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对提升车间装配

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车间装配过程中，线下信息传递效率低且易出错。针对此风险，本文开发一套装配车间过

程质量管理系统，使车间的装配工作和质量管理工作能协同运作，使信息能迅速传递响应，进而保障产品高质量、高

效率生产；同时构建了质量管理模式框架，完成了生产线管理、进度效率分析、质量检验追溯等功能，实现了车间装

配过程中操作工、质量管理、计划与物料等高效协同运作的有机整合。基于此，完成装配车间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的设

计，为系统数字化集成、大数据处理及智能制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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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我国的车间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普遍集中

在企业三层集成模型中。它能够通过有效的互相响应，控

制车间生产线设备的状态，制定更加高效的生产方式和工

艺流程，实现在车间生产过程中对零组件状态的实时监控、

对产品状态的报工检验与质量追踪，为后期的计划排产和

生产方式改进等提供真实、有效的依据，从而进一步使装

配车间的生产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流[1-2]。企业三层

集成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三层集成模型。 

其中，在B/S架构基础上开发的基于ASP.NET质量管

理系统实现了检验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实时化、信息化，

也满足了对体系远程监管的需求。该系统具有样品管理、

质量控制、体系审批、设备管理、药品管理和后勤管理等

模块，并建立了标准关系数据库[3]。 

军工企业相较于其他企业而言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家国防事业前进与发展，在新形势背景

下，军工企业升级了军工产品质量管理系统，对影响企业

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有效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进一

步指出了保证企业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四个关键

因素[4]。 

相关领域的车间质量管理系统通过对质量数据的实

时采集、统计分析及处理，针对智能化生产过程中对产

品质量的可控性需求，提出一种基于MES的产品质量管

理系统，解决质量信息流通不畅、反馈滞后等问题，实

现对产品质量和过程质量的实时监控，并能在工序质量

出现异常时启动报警，同时给出相应的处理意见[5]。基

于企业三层集成模型的车间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在领

域内蓬勃发展，面向质量管理的多行业研究也在大力发

展。 

当装配车间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高效质量问

题解决方案就变成了让生产效率和质量提升的基础，同

时解决质量问题的路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车间要

求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要更加合理高效。想要具备快速

响应、高效运转的全流程周期工序工步质量问题分析能

力，改进现有的质量问题处理方案，实现装配车间过程

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就要实现装配车间质量管理的信

息化建设。 

现有的车间装配流程缺少与质量管理工作之间的

数据交互关系，将信息化的质量管理系统应用于装配车

间生产过程，可以提高车间管理的水平，形成高效协同

运作的数据信息交互关系，进而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成

本。 

本文提出了质量管理系统在装配车间过程上的应用

设计，保证了质量管理的透明化、高效化，确保了数据信

息的实时同步和准确，提高了车间装配生产线的生产效率，

降低了不良产品的流出率，便于统计零组件在整个生产周

期的状态，从而促进了生产装配车间的数字化转型，实现

了装配车间与应用系统的整体优化。 

2．装配车间过程的质量管理系统 

本文结合质量管理系统在国内外研究综述的基础上，

设计与开发装配车间自身的质量管理系统，将各部门间的

质量管理工作有机合理的结合起来，提高装配车间生产效

率，降低物料的消耗，保持生产零组件产品质量的稳定，

提高零组件产品的质量水平。 

2.1．质量管理系统总体研究过程 

本课题重点研究装配车间过程质量管理系统的开发

与应用，主要研究过程如下： 

2.1.1．质量架构分析 

分析当前装配车间所使用的信息传递系统的功能架

构，结合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探索装配车间的自主质量

管理模式。研究质量管理系统与装配车间的信息交互方

式，设计质量管理系统的总体功能。在完善现有的质量

管理体系与信息传递方案的基础上，保证新的质量管理

体系能够有效地运行，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质量管理

系统。 

2.1.2．建立质量跟踪卡填报技术 

通过结合装配产品质量跟踪卡里面每个工序下的工

步快速报工数据、检验结果与检查项、零件、原材料、外

协外购、设备等数据的填报次序与填报内容，分析生产工

序的状态的同时设计质量跟踪卡填报方案，通过进度的追

踪，为质量控制提供参考，将可能出现的问题隐患解决在

质量跟踪卡填报前段，避免后期损失。 

2.1.3．设计装配车间过程质量管理系统 

基于装配车间的质量管理系统需求分析，对各功能结

构进行设计，根据车间的装配业务流程，逐步分解流程，

建立工作流模型，实现车间质量管理的质量控制与管理、

质量数据的科学分析、质量预警与质量追溯等功能。实现

车间装配任务与质量管理系统的信息交互和高效协同运

作。 

2.1.4．开发系统 

系统实现了装配车间的过程质量管理的应用设计，应

用Mysql-5.7.21数据库服务器进行了车间装配生产现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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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字段信息的存储，利用Java和JavaScript实现系统

过程质量管理的网页系统页面与功能模块，对质量跟踪卡

质量管理、装配进度及车间装配状态的质量控制等进行及

时、准确、全面的监控和管理。 

2.2．质量管理系统重点模块框架 

质量管理模块的主要包括：工艺管理、基础数据管

理、工序工步质量控制及其子内容的填报、装配流程质

量管理和质量统计分析。还包括工序工步的报工、质量

检验管理、质量跟踪卡完成进度可视化展示、统计分析

内容导出等内容。基于质量控制与检验的质量管理系统

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填报与检验的质量管理模块。 

结合装配车间的业务需求，本过程质量管理系统满足

如下功能： 

对质量跟踪卡、员工用户个人信息、物料设备、检验

标准、数据表等基础信息的统一管理，为标准化的管理提

供基本保障。 

质量管理业务流程规范化、标准化，质量业务的分级

审理和分类处理，相关联质量问题的整合，通过整合装配

车间质量问题数据，便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借助车间装配过程中的数据，对零组件的批次、物料

信息、供应商信息作为条件查询，将相关信息进行产品全

生命周期质量追溯。 

将质量跟踪卡等生产过程信息形成质量报表，对整体

质量进行合理控制，形成便于质量信息快速检索的质量文

档[6]。 

系统中装配车间操作流程的核心是质量控制和质量

管理，质量跟踪卡中包含着零组件制造所需要的工序、工

步、检查项等步骤的填报与检验，操作工完成相应的车间

装配任务后，在质量管理系统上进行填报。填报的实时数

据通过系统进行实时采集，并将实时采集的填报数据与报

工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的功能模块

图如图3所示： 

 

图3 质量跟踪卡的功能模块图。 

2.3．质量跟踪卡实例的进度可视化显示模块 

质量跟踪卡的实例管理模块用于质量控制、报工和填

报，可以通过计划名称查询具体质量跟踪卡实例内容。通

过名称或质量编号查询，可以显示具体工步报工进度。 

在质量控制与检验管理模块中，根据生产线填报的内

容，可进入质量控制的实例信息列表中进行信息查看，实

现质量控制中填报内容的判读、工步的报工和质量跟踪卡

的统计报表生成和导出等操作。 

为了实现更加紧凑的信息传达，把操作工填报的信息

与检验员获取的信息有效结合，解决车间装配节奏慢的问

题。监控整个车间装配线的质量控制进度信息，快速定位

装配车间生产线的步骤次序问题[7]。 

质量跟踪卡的报工、检验进度可视化功能，在操作工

与检验员工作区域的计算机上部署系统显示。进度可视化

的界面部署在质量控制信息列表中，同时将生产线中工序

与工步的填报校验功能和装配流程的质量管理相结合[8]。

在此界面中，包含产品编号和报工进度的质量跟踪卡实例

进度可视化显示模块如图4所示： 

 

图4 质量跟踪卡实例进度可视化显示模块。 

当车间装配报错、产生质量问题，或需要统计错误出

现频率较高的工步时，进度可视化模块的显示屏上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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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步将有明显的颜色区分，便于快速统计问题，组织会议，

进行问题解决方案研讨。 

当相应的检查项等信息填报完成且工步报工完成后，

检验员的可视化界面也能够清楚看到待检验信息，节省了

点击质量跟踪卡填报详情逐一查看的装配时间。 

通过此逐层自底向上的报工、检验、进度可视化的高

校协同工作，装配车间的管理者可以简单便捷的了解到车

间实时生产进度以及未完成工步的状态，并及时解决问题。

同时，管理者可以通过对实时装配车间生产线的状态和质

量跟踪卡完成进度的分析，对关键步骤进行改良与处理，

提升工作效率[9]。 

2.4．质量跟踪卡的生成及导出 

质量跟踪卡实例操作中最主要的功能是质量跟踪卡

导出和合并，形成质量报表。该实例支持生成、导出、合

并等功能，并在浏览器弹出文件。 

单条质量跟踪卡的质量报表，直接在预设路径中生

成.doc格式的质量跟踪卡文件，同时导出下载到浏览器本

地。质量跟踪卡实例同时支持批量生成、导出与合并，多

条质量跟踪卡的质量报表，导出浏览器弹出.zip文件压缩

包，包含着按照质量报表的编号排序的多个.doc格式的文

件。导出的单条质量跟踪卡文件内容格式如表1所示。 

表1 车壳涂层漆料装配质量跟踪卡。 

工序 工步 技术要求 检查结果符合要求 
操作者 

自检 互检 

工序1 工步1 检查项1 是 系统管理员 互检员 

工序1 工步1 检查项2 1.0 系统管理员 互检员 

工序1 工步1 检查项3 是 系统管理员 互检员 

工序1 工步1 检查项4 5 系统管理员 互检员 

工序1 工步1 检查项5 ≥ 系统管理员 互检员 

工序1 工步1 检查项6 是 系统管理员 互检员 

 

2.5．检查项填报的校验 

检查项填报具有防错校验功能，任一步骤的检查项出

现错误填报范围均不会提交成功进行下一步操作，只有填

入正确范围内的值，才能将数据记录到数据库中。 

整个质量跟踪卡填报过程完成之后，选择生成质量跟

踪卡并导出功能，系统会打印出相应的质量跟踪卡，打印

成纸质版进行保存，与质量管理结合作为质量报表的一部

分。这种方式与线下人工填写记录相比较，准确度更高、

效率提升巨大。在车间装配与生产线填报过程中的各种质

量数据、设备状态、检验结果信息，会通过系统传输并保

存到系统后台，便于质量管理者查看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同时也便于后期生产与质量追溯管理和质量返工返修。 

3．过程质量管理的应用场景 

3.1．车间装配实时参数监控 

由于重要的关键工序参数、强检点参数和附表等关键

的参数信息内容在完成生产线填报后，测量结果和检验结

果可以实时反映到现场系统的质量跟踪卡实例进度可视

化显示模块上，因此，操作工与检验员等工作人员可以及

时发现异常的填报内容、错误点和潜在的失效可能，更早

的进行质量问题预防，进行装配线调整等反应，避免装配

完成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从而导致大量返工[10]。 

除此之外，当出现填报错误或无法顺利导出质量报表

等特情况导致工程师无法即刻到装配车间现场工作时，车

间的实时监控参数列表也能为其远程调试、锁定现场问题

提供了可行性[11]。 

车间装配实时参数监控在系统中还有另外一个模块

应用，即“本周在线人数”模块，该模块可以显示自当日起

七天内的系统登陆人次情况统计折线图，如图5所示。随

着不同身份和权限用户的每次登录，在该模块中实时更新

并显示当日累计在线用户数量、本周登陆人次统计图等统

计功能，便于车间进行装配的同时，进行实时登陆人员、

操作人员的监控与调整。此模块作为实施参数监控的一部

分，可将折线图保存为图片，导出并归入质量报表统计文

档中。 

 

图5 本周在线人数模块。 

3.2．班组会议和日常管理会议 

每个阶段性车间装配任务结束和开始的时候，通过本

装配车间质量管理应用系统，将重要的零组件装配生产信

息、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点，及时展示

给相应负责的班组成员，并在日常的部门、班组例会和质

量管理会议上沟通讨论并寻求解决方案。 

在日常管理会议上，通过对装配车间管理层制定的装

配指标进行回顾，确认下一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工作内容，

并采取工作措施。通过对投产计划、历史投产比例和完成

情况比例等情况的结合，及时组织会议，完成对装配过程

中遇到的偏差的纠正和对问题的闭环研究[12]。 

车间质量管理日常例会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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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车间质量管理日常例会。 

负责人 
车间质量管理例会 

会议名称 会议内容 输出及跟踪 

质量评审员 质量评审 质量问题评审确认 车间落实 

操作工 生产例会 车间装配问题沟通 成产报表 

生产负责人 指标回顾 上月完成情况分析 回顾记录 

工程师 复杂问题解决 问题汇报与解决 质量报表文档 

3.3．过往装配情况的追查 

当装配完成的零组件出现生产质量问题时，可以通

过质量管理系统追溯装配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根据填

报与检验的情况确定问题所在的工步。通过分析，若是

零件、原材料、外协外购件、设备零件等生产制造过程

的问题，可以通过追溯来反查相应的零部件批次信息；

若是装配的问题，可以从质量跟踪卡详情入口进入，反

查相应零组件的过程参数和检测结果信息。通过质量跟

踪卡的详细信息显示，为进一步了解装配质量问题来源

提供极大的可靠性，带来了便利的同时，节约了时间成

本和人力投入。 

综上所述，装配车间过程质量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作为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对于强化装配车间的信息化管理

有着重要意义，能够切实提升车间的生产效率，降低工作

人员的时间成本[13]。 

4．过程质量管理系统应用的成果 

4.1．质量管理应用对计划管理的提升 

装配车间过程质量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后，在装

配车间的电子化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车间企业的核

心内容便是生产，因此在生产基础上，强化生产计划管理、

子计划下发、个人任务管理，做好车间装配计划下发的方

案也是必要的。随着质量管理系统的部署，与质量问题紧

密关联的计划模块也产生了效率提升。 

计划管理的功能模块图如图6所示： 

 

图6 计划管理的功能模块图。 

在编制相应的车间装配计划时，应综合考虑车间企业

的月度计划和全年计划，将装配、填报、检验任务和质量

控制与管理任务按日分解，并在装配计划的基础上，做好

全部准备工作，为后续装配车间的顺利生产奠定坚实的基

础。 

操作工、调度员、检验员等相关工作管理人员，可以

依靠装配车间质量管理系统，对生产任务进行及时了解，

并结合系统中质量管理列表页面所反馈的装配实际情况，

安排好装配计划。使得车间管理人员能够在系统所提供的

信息的基础上确定好生产装配流程以及生产计划中所规

定的生产精度、合格率以及材料使用情况，明确产品、零

组件装配完毕的具体时间、质量跟踪卡填报时间，合理安

排计划[14]。 

负责计划下发的工作人员凭借物料模块提供的信息，

与物料库管员沟通了解车间物料库存情况，基于此深入分

析车间实际的装配能力，再根据个人能力库的内容可以初

步通过系统计算并判断车间是否能够按时完成当月的生

产装配任务。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能根据车间实际反馈

的情况，科学调整质量控制与管理内容，切实提升车间装

配计划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4.2．过程质量管理系统部署的效益分析 

部署装配车间过程质量管理系统解决方案后，效益分

析如下： 

车间装配流程自动化。通过使装配任务与生产计划高

效协同运作，优化了车间装配的生产过程并提升产能，提

升了车间各工序间生产连续性、协同性，减少车间装配过

程中的低效等待时间，减少额外的数据确认时间，进而使

车间装配流程自动化程度提高[15]。 

人力投入的降低。质量管理系统部署前，产出、报废

数量、产品过程参数、测量值等生产和质量数据需要由现

场操作工填写在纸质文档上，再额外增设一名数据员将纸

质文档上的数据录入部门电子文档。在部署系统后，由于

生产数据直接由系统抓取，可以节约工作人员的大量工作

时间，同时避免了人为的填写错误，提升质量报表的准确

性并提高现场无纸化率，降低人力投入。 

经济效益的提升：消除车间操作工与检验员的非增值

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通过质量管理数据的

即时透明显示，极大降低了出现质量事故的风险，提升经

济效益[16]。 

5．结论 

本文提出了装配车间过程质量管理的应用系统，设

计开发完成并投入运营使用，解决了车间装配过程中装

配进度上报速度慢、装配进度无法及时同步导致的无效

生产时间过长、生产效率较低等问题。应用表明，装配

车间过程质量管理系统能够通过质量控制与管理、生产

线填报与检验、进度可视化显示模块和车间装配实时参

数监控等功能，将车间装配现场的实时进度信息准确的

转递给其他操作工和质量检验员，使装配信息高效运转，

可极大提高车间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 

本设计方法经调试成功，投入车间装配系统的装配质

量管理生产线使用后，系统运行稳定，各部门高效协同运

作，满足了车间的信息化要求，使过程质量管理透明化、

高效化，提升了车间装配生产线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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