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C概念 

SPC(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统计过程控制是目前国际公认在生产改善、降低

成本最有效的工具。透过事前严密的制程控制计划，针对关键质量特性应用 SPC 统计过程

控制技术，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及时发现过程异常加以消除，从根本上降低不合格品率是 

SPC 发挥效用的秘诀。有效的实施 SPC 可以及时发现过程中的问题，采取适当的改善措施， 

在发生问题之前，消除问题或降低问题带来的损失，大量节省企业的生产成本。 

企业为何导入 SPC 系统 

公司始终以满足客户需求为最高目标，具有科学、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将质量控

制延伸到产品设计开发和售前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确保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现为全面满

足顾客要求，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决定建立信息化 SPC 系统，以达到： 

 提高工作效率； 

1、 电脑自动数据分析处理； 

2、 集成化的信息平台实现质量信息的自动化追踪； 

 降低生产运作成本； 

1． 工作人员工作效率的提高； 

2． 增加生产过程的质量状况的了解，可预防某些质量问题的出现、及时发现问题

并解决问题；  

3． 质量问题的及时发现和反馈，避免或降低了质量损失费用。 

 改善客户服务水平； 

1． 质量信息的专业化的统计分析，反映了公司对质量控制的专业性，帮助树立客

户信心； 

2． 及时、高效地反馈客户要求，大大提高客户满意度，增强客户的忠诚度，巩固

企业的市场地位。 

 满足公司管理需求： 

1． 按业务流程管理要求进行功能设计，电脑管理与实际工作流程同步，提高系统

的实用性、有效性。提高用户界面的友好性、改进报表输出方法，提高报表质

量。 

2． 提高质量数据与其它业务数据的共享能力； 

3． 加强工序控制管理功能，重点工序实时控制； 

4． 加强产品质量综合分析统计功能。 

5． 统计方法灵活，随时可按用户选择的项目进行统计。 

6． 各产品/流程管控项目出现异常通过声光报警、邮件、短信方式快速反馈对应

责任人员。 

7. 各部门可根据需求输出报表。 

 



SPC项目范围： 

 

①. 计算机化 SPC 系统的建立 ； 

◆ 建立系统化现场信息获取平台 , 

◆ 建立自动化过程实时监控系统 , 

◆ 建立统计过程分析与问题改善平台 , 

◆ 系统操作教育训练(品管部/工程部/生部为主), 

②. 培训及辅导客户建立利用系统进行质量控制与改善的能力 , 

SPC 推动前准备动作： 

针对工厂各方面制度实际确认目前状况，提出改善方向并确认是否进一步要提出改善方针的

推动。 

1. 已按规定进行相关生产设备之维护保养 

2. 量测之硬件配置与软件版本已有效管制 

3. 量测设备之精确度符合需求 

4. 特定设备已作制程能力分析 

5. 进料依规定之管制项目尺寸或规范进行检验 

6. 有统计进料质量状况并作成矫正或预防措施 

7. 先进先出措施有效并且有库存品再检验机制 

8. 有效的进料与出货特收处理程序 

9. 有供货商评鉴之措施 

10.已进行产品特性监测与管制如巡回检 

11.已制定明确工艺标准且人员熟悉程序书各项规定 

12.已确认量测有效性如进行盲样测试或利用查核件 

13.检验现场备有清楚规格供应用如限度样品的利用 

14.有效且经权责单位人员认可之制程变更管制程序 

15.统计管制实时回馈变异使不良品不再继续产出 

16.制程缺点统计提至会议检讨并回馈至设计单位 

17.设有人机料法持续改善专责人员 

18.已实施 5S 运动并获得良好成效 

19.仪器已按计划校正并显示正确校正状况 

20.校正之外包已作充分先期审查 

21.仪器设备管制确实并有效催校 

22.已建立校正异常或偏离时之因应程序(如召回等) 

23.可联系并追溯至国家标准 

24.依规定执行取样/处理/测试/样品储存/报告、委托外测 

25.含功能试验/(筛选试验)/环境试验/寿命试验/EMC/ESD 

26.有效隔离与量测作业不兼容之活动 

27.已订定鉴定或验收试验之判定水平 

28.测试条件引用相关国际规范 



甲上 SPC.net 系统 

 

是萃取品质大师林秀雄教授四十多年之理论研究及数千家企业实战经验，首家采用 

ASP.net 模式所开发的软件。本系统通过对生产现场质量数据的全面采集，使用者在任何地

方均可实时监控及分析现场的生产质量，实现对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与网络化监控。系统

通过对生产工单信息、检验信息和不合格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分析，实时透过警报系统对异

常点发出通报，形成全面的产品质量防护网，轻轻松松让企业主管成为品质问题预防专家 

 

 

 

 

 



 

导入无障碍 绩效百分百 

新三大主轴 更先进更实时 

 

 



 

导入无障碍 绩效百分百 

新三大主轴 更先进更实时 

 

 

 

 

 

 

 

 

 

 



 

 

 

SPC模块功能一览表 

 

类型 功 能 说   明 

网络 

功能 

IE 浏览器开启 无时空障碍，利用 IE 浏览器即可获得产线质量情报 

软件免安装 用户端无需安装，系统维护成本大幅降低 

全球多点支持 服务设在一处其他地点无需安装便可使用 

权限 

管理 

产品类别许可权 可限制只查看所属产品类型的相关数据 

客户许可权控制 可限制只查看所属客户产品的相关数据 

自动下线控制 操作人员规定时间内未进行操作自动下线 

工序流程许可权控制 可限制只查看所属工序流程的相关数据 

人员许可权控制 可分层阶进行权限分配 

数据 

设定 

QC 工程表机能建立 依据制程控制计划将制程中的控制要点全部统合管理 

抽样方案维护 提供 105E、GB2828、1916 零缺陷等抽样方式 

自定义多项图形判读方 

案 
不同产品可根据特性采用不同判读方案 

自定义抽样宽严移转规 

则 
计数检验移转类型自动判定(可用于 IQC 进料检验) 

多层次管制界限设定 可依据站台、机台等类别管制界限分析设定 

预设检验层别 默认每个产品计数计量层别 

管制特性修改记录 方便查询及生成规格推移图 

ESOP 电子 SOP 与管制特性的连结，以便查找相关特性规格 

资料 

录入 

窗体输入方式 以时间顺序自动产生窗体 

外部资料导入 支援文本、Excel、数据表 

仪器采集方式 具有自动采集及自定采集 

条形码扫描方式 计数值检验产品及专案形码(Bar-code) 

资料 

监控 

单品质数据监控 计量值单一特性数据监控 

多品质数据监控 多产品、多特性、多机台监控 

计数值品质监控 计数值控制及趋势监控 

邮件异常报警通告 制程出现异常时即时发送 Email 通告相关人员 

短信息异常报警通告 制程出现异常时即时发送短消息通告相关人员 

图表 

分析 

图形分析报表 包括分析图形及各类报表 

计数值管制图 柏拉图，P 图，NP 图，C 图，U 图，DPPM 统计图 

计量值管制图 X -R 图， X -S 图，I-MR 图，短制程管制图，散布图 

计数值产品缺点分布 分类统计检验产品缺点专案 

常态分布图分析 样本分布状况及能力比较 

制程能力图表分析 Cpk 周报、月报、Cpk 统计图 

制程能力综合建议 自动提出质量综合建议 



 

  基本资料设定   

  

 

 方便的计数值检验 

 

 

 

 品质监控 

 

 

 

 

 

品质 

改善 

质量因果分析 

 

方便绘制精美又结构清析的鱼骨图 

 
8D 报告 

 

符合国际大厂 8D 报告通用格式 

 过程记录追溯 

 

追溯检验过程 5M1E 状况 

 异常资料跟踪 

 

图表异常状况分析追踪与管理 

 品质持续改善 

 

不受控行动计划(OCAP)的追踪与管理 

  

系统 

管理 

多帐套管理 

 

对多厂区同时进行管理 

 简繁英语言自动选择 

 

根据不同操作系统进行语言类型选择 

 简繁英自动转换 

 

自动识别操作系统语言类型配置系统字体 

 用户在线管理 

 

管理人员可从此平台了解在线人员使用状况 

 

 

缺点分类设定、缺点项目设定、工序流程设定、制程机台设定、检验层别设定、产品分类设

定，保制程持续稳定、可预测。 提高产品质量、生产能力、降低成本。为制程分析提供依据。 

详细的检查记录，简单方便的操作，既能满足检验操作，有能节约时间。 

实时监控生产情况，掌握品质动态，及时预警 



 各种图形的综合运用 

 

 

 

 

 

 

 

 

 

 

 

 

 

 计数值图形 

 

 

 

区分变差的特殊原因和普通原因，为质量管理所提出的原则、方针、目标。 

 

管制图表为质量管理所提出的原则、方针、目标。 



计量值图形 

 

 

 品质改善 

 

 

 

 

 

 

 

 

 

 

 

 

 

 

 

 

 

 

 

 

 

 

管制图表为质量管理所提出的原则、方针、目标。 

 

针对异常建立相关异常跟踪单据与 8D 计划，持续品质改善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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