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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推行六西格玛？ 

1.六西格玛的价值 
• 持续改进的利器—3种能力 

• 科学创新的方法 

2.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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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 . . is the 

next opportunity for 

our Company to set 

itself apart from its 

competitors . . .  

JACK WELCH’s 

质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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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敏  

质量是海尔的安身之本,也是我本人的
人生信条. 

海尔对服务的重视众所周知,但海尔的
服务是建立在对于质量的持续而严苛
的追求之上的. 

没有质量就谈不上服务,当然也谈不上
速度、成本、生产率. 

在企业追求的诸多绩效目标中,质量是
基础的基础,前提的前提! 

质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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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1800's-1930's 1940-1950's 1950's 1980's
模式 2 4 6 10

1800's-1930's 1940-1950's 1950's 1980's

Q.I. 
只有检验 
事后把关 

SQC 
管理过程 
注重预防 

TQM 
全员参与 
系统管理 

ISO9000 
Six Sigma 

质量管理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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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 

质量改进 

质量策划、创新 

质量管理的三个层次  

以ISO9000系列标准为代表的 
规范化管理思想方法 

六西格玛科学方法论体系 

六西格玛设计-DFSS 

六西格玛改进-DMAIC 

质量管理方法的三个层次  

六西格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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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格玛价值 = 

有用功能 — 有害功能 

成本+时间+能源等 

六西格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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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解决的战略问题 
科学识别、分析客户需求，包括明示的、潜在的，分析市场发展
趋势，正确指引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方向，确保产品和服务达
成和超越客户需求，获得超越竞争对手的先机，相关方法有： 
1.“客户的声音”——VOC系统； 
2.“质量功能展开”——QFD系统； 
3.“优势-弱势-机会-威胁”分析——SWOT分析…… 
 
科学识别、分析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瓶颈，识别阻碍企业发展、进
步的痼疾，明确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工作重点，并采用项目的形
式各个击破，主要方法有： 
1.平衡记分卡——BSC系统； 
2.差距分析——GAP分析； 
3.项目分解方法——大“Y”分解 

六西格玛是企业战略得以强有力执行的科学方法！ 

六西格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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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格玛为企业解决的实际问题 
DFSS-六西格玛设计 
缩短研发周期，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上市速度，抢占市场
先机； 
从根本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大大减少设计变更、技
术变更造成的严重浪费；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可靠性，减少客户抱怨和退货，提升
客户满意度，持续稳定提高市场份额； 
科学设计产品和服务特性参数及容差，保证产品和服务
高质量与低成本共存…… 
DMAIC-六西格玛改进 
提高过程的一次直通率，减少不良、返工、报废带来的
损失，消灭隐蔽工厂；减少服务不合格及缺陷； 
挖掘潜力，消除浪费，提高单位时间的产量，提高速度
，缩短交付期； 
降低库存，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六西格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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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都是科学！ 

科学技术是硬实力！ 

科学方法是软实力！ 

六西格玛是当前最先进的科学方法体系之一！ 

六西格玛的价值 
www.blgsz.com



六西格玛科学方法的魅力在于为企业提升： 

识别问题

的能力！ 

分析问题

的能力！ 

解决问题

的能力！ 

持续改进的利器—3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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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屏幕上有亮点，但是合格品， 
这样的合格可以接受吗? 

3种能力—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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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索尼牌电视机有两个产地：日本与美国，两地工厂生
产的索尼电视机是使用同一设计方案和相同的生产线，连使
用的产品说明书也一样。可到七十年代后期，美国消费者购
买日产索尼电视机的热情高于美产索尼电视机，这是什么原
因呢？ 

3种能力—识别问题 

www.blgsz.com



电视机彩色浓度的分布图 

按设计方案规定，电视机的彩色浓度y 的目标值为m，当y 在公差
范围[m-5，m+5]内，判该机的彩色浓度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两地工厂都是这样检验产品的。 

3种能力—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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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1：某大学招生，为国家培养外交人才 

除了常规文化考试成绩要求外，对学
生的谈吐、仪表、气质等外在因素有
特殊要求，还包括身高1.65-1.85米，
体重45-75公斤。 

3种能力—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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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1：某大学招生，为国家培养外交人才 

身高 

体重 

1.65 

1.85 

45 75 

3种能力—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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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age.jike.com/detail?did=-6791746079549836580&pos=186&num=36&q=%E8%B1%86%E8%8A%BD%E4%BD%93%E5%9E%8B&fm=QH360


故事2：欧洲人购买中国产品 

某位德国朋友新购了中国品牌的家用电
器，对新电器的评价是：价廉物美！ 

3种能力—识别问题 

3年后再问中国产品使用情况，答案是： 
不耐用，质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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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案例中从合格率角度看是没有问题的！ 

合格率100%就可以睡大觉了吗? 

3种能力—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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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察一种情形所
用的理论,决定了我们
所能观察到的东西. 

3种能力—识别问题 

识别问题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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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王问青年时期的扁鹊，你家三兄
弟中，谁的医术最高？ 
    扁鹊回答，大哥医术最高，但没有
名声。不但没有名声，别人还很讨厌

他。因为，良医治未病 
人们的病还没有表现出来他就已经诊
断出来，并且为人医治好了，而被医
治的人根本就认为自己没有病。一个
医生总是对一个看上去很健康的人说
你有病，还能不被人讨厌吗？  

故事：扁鹊三兄弟从医 www.blgsz.com



二哥医术次之，他治疗的是已经表现出来的病

症，这叫次医治已病。虽然已经发病

，但是病症初发，还不太严重，他就及时地为
病人医治了。病家就认为他的医术比大哥高，
他的名声就比大哥显著，而且受人欢迎。但人
们还是认为他的医术不够高明，因为人们认为
他治的都是小病。 

    我的医术最低，是下医治重病 
病人的病症还没有显露出来时，我诊断不出来
，初病时我又认为不重要。只有等到病入膏肓
，人们在生命垂危时求助于我。我为人们治好
了病，人们就认为我可以起死回生，不认为我
的医术低，反而认为我的医术最高，所以我的
名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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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不如事前预防。 
但现实中，我们更多的是注重事后控制，
不注重事中控制，很少事前预防。 

www.blgsz.com



最佳Process 

针对根本
原因改善 

主要  X 管理 

200+ 输入 

3 - 5 

3 - 5 

3 - 5 

10 - 15 

所有  X 

初步筛选 

根本原因确定 

测量 

分析 

改善 

控制 

• Process Mapping 

• Hypothesis Test 

• Correlation & Regression 

• DOE 

• Control Plan 

• C&E 矩阵/FMEA 

3种能力—分析问题 

www.blgsz.com



3种能力—解决问题 

当芸芸众生为200+个因子“忙忙碌碌无为”的
时候，六西格玛黑带只需集中精力针对3-5个根本
原因开展重点攻关，进行“断根式”解决问题； 

当芸芸众生在200+个因子上花费大量成本、消
耗大量时间开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
芦浮起瓢”模式的改善时，六西格玛黑带做到： 

花最小代价、用最短时间将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www.blgsz.com



深度掌握市场与客户的需求 

DFSS系统流程 

科学创新的方法-DFSS 
www.blgsz.com



期望质量 

当然质量 

客户 
满意 

客户 
不满意 

质量水平差 质量水平好 

三个层次的质量 

质量控制 

质量改进 

质量创新 

实现三种质量对应的 
质量管理三层次  

深度掌握市场与客户的需求 

www.blgsz.com



Determine Voice of the Customer Use QFD to organize design 
requirements & Verify design will meet Customer’s Needs 

Concept 
Development 

Design 

Voice of Customer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Design 

VOC Input 
(Customer 
Needs) 

Critical Customer Requirements 
Performance Targets 

Identify 
Customers 

Perform 
Customer 
Research 

Analyze 
Voice of the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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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掌握市场与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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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需求 

1.顾客需求分析 
(QFD等) 

2.系统设计 

3.产品和工艺的 
稳定性优化设计 
试验设计(DOE) 

参数设计与容差设计 
数字仿真实验 

其他方法 

6.设计验证技术 
各种验证实验 
小子样SPC 

DFSS计分卡等 

顾客意见 

识
别
阶
段 

定
义
阶
段 

设
计
阶
段 

优
化
阶
段 

验
证
阶
段 

I 

D 

D 

O 

V 
工作说明 

并行工程 

新QC七工具 

TRIZ等 

4.DFX 

5.适用的 
可靠性 

工程技术 

工作分
解结构 

设计评审 

工艺评审 

质量评审 

顾客满意度
评估 

DFSS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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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十二章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中国
制造2025》，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
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朝高端、
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培育推广新型智能制造模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
、精细化转变。 

《中国制造2025》在“战略任务和重点”中强调：普及卓
越绩效、六西格玛、精益生产、质量诊断、质量持续改进
等先进生产管理模式和方法。 

 

大势所趋-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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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GE 
年份 主要任务及目标 成果 

1995 GE 在公司范围内发起六西格玛运动  

重点 :核心业务 

目标 :生产率和资产利用  

 业务资源整合  

  全球数据及最佳实践共享  

  相同的方法/工具  

  六西格玛培训和认证  

  在线辅导和帮助  

  从技术和财务上对质量的评估  

  所有项目用相同标准衡量  

1997 GE 转向用六西格玛开发新产品  

重点 :新产品设计 

目标 :在市场中达到世界级能力  

突破性提升产品性能—GE医疗部 光速 CT 扫描

仪 在极短的瞬间提供无与伦比的分辨率  

此后所有的GE产品均采用六西格玛设计  

1998 GE 将六西格玛转向客户，  

重点:客户生产率和增值服务  

目标 :收入增长和股票收益提高 

 200个黑带为客户工作  

  客户决定项目范围  

  客户认定和验证效益  

  在参与竞争前了解未来需求  

  完成1000 个项目  

  带来GE和客户的共同增长  

 让客户感受六西格玛…一种双赢战略  

1999 六西格玛重点是过程目标实现  

重点 :满足客户需求 

目标 :电子化我们的业务商业流程  

 满足客户需求 - 从来不会过分   

  没有例外 - 在电子世界必须“存在”  

  公司目标 - 交货期波动总是在五天内  

  推动客户满意和成长  

  关注客户的内部流程  

  提高速度和简洁度 

2000 按GE需求进行数字化，执行六西格玛  

重点 :使所有业务流程自动化 

目标 : 在网上以低得多的成本实现速度

, 可靠性和服务  

 推动以客户为中心  

  改善产品/服务能力  

  降低成本  

  改进可靠性  

  电子商务/数字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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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GE 

在2000年获得30亿美元收益 … 客户和股东都满意! 

成本 收益 

1996 

成本 收益 

1997 

成本 收益 

1998 

成本 收益 

1999 

成本 收益 

2000 

$600 
$500 $450 $380 

$200 

$2500 

$1200 

$700 

$170 

$2500 

$3.0B 

$0.5B 

$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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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AMSUNG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建熙会长发表关

于三星新经营战略，宣布三星21世纪

的理想： 

  - 21世纪的一流企业  

  -三星宪法: 人情味,道德，品质，礼

节，礼仪  

- 战略 : 质(质量)的经营 ，情报化、国

际化、复合化  李 建熙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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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SAMSUNG 

●  ‘96年10月 在韩国国内启动六西格玛  

●  ‘97年7月韩国国内全员六西格玛 White Belt——WB（六西格玛

入门资格） 教育  

●  ‘98年1月实施韩国国内建立六西格玛资格制度， 并提出 “没有

WB 的离开公司. 没有GB（Green Belt 六西格玛绿带资格） 的抛弃干

部升级” ， 7月考察美国六西格玛先进公司，访问 : Motorola、Citi 

Bank， 11月 学习GE 六西格玛战略  

● ‘99年 1月 全部职能六西格玛BB（Black Belt 六西格玛黑带，比绿

带高级的资格）/CHAMPION（倡导者-六西格玛领导人）教育开始  

● ‘00年 4月 CHAMPION制度实施  

● ’01年六西格玛成果 2,524亿韩元达成  

www.blgsz.com



案例-SAMSUNG 

类      别 1998 1999 2000 2001 

六西格玛人才 

GB+BB 

745 1267 1948 1527 

六西格玛项目 

GB+BB 

454 261 1053 2375 

财务收益 1784(韩元：亿） 

约14亿人民币 

1183(韩元：亿） 

约9.5亿人民币 

1068(韩元：亿） 

约8.5亿人民币 

2524(韩元：亿） 

约20亿人民币 

三星推行六西格玛五年成果： 
www.blgsz.com



案例-Haier 

海尔CEO张瑞敏常说“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在这种危机意识驱动

下，海尔不断从外部学习新理论、新思想，适应时代，迎接挑战，不断提高企

业核心竞争力和美誉度。 

2004年6月海尔集团开始导入六西格玛，制定了六西格玛推行的战略规划； 

2005-2007为导入期，建立组织架构，形成基层领导力，DMAIC方法成为解

决问题的重要方法； 

2008-2010为推广期，六西格玛文化与企业文化进一步融合，基于集团战略选

定六西格玛项目，加强中高层领导力，完善六西格玛运营体系。 

2011- 为成熟期，六西格玛成为企业文化基因，研发、制造、服务、采购、商

流等职能部门都应用六西格玛。 

www.blgsz.com



案例-Haier 

项目经营 

战略目标 

持续改进 复制优化 

标准执行 体系完善 

海尔六西格玛战略推进流程图 

www.blgsz.com



案例-Haier 

六西格玛战略目标包涵： 
•质量水平突破性提升 
•断根（斩断问题的根本原因）项目推进 
•六西格玛专业人才培养 
 

六西格玛成果包括： 
无形价值：海尔品牌连续九年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冠军，2011年白
色家电市场占有率居世界第一。 
财务效果：推行约2000个项目，创造超3亿人民币 
人力资源： 
截止2011，MBB 32人，BB 189人， GB 1216人， YB 3000人以上 
关键业绩指标：产品可靠度提升30%，质量成本降低35%，用户忠诚度提
升20%，品牌价值提升20% 
组织文化：六西格玛为企业带来组织文化与管理变革，员工行为符合六西
格玛文化与价值观，连续多次被评为“全国六西格玛管理推进先进企业”
，多个项目获“全国优秀六西格玛项目”称号。 

www.blgsz.com



怎样推行六西格玛？ 

成功推行的模式及案例 

失败模式及案例 

www.blgsz.com



初次导入时开展 持续循环开展 

 
理念树立 

理论系
统掌握 

项目 
实施 

项目评
审验收 

专业人员
资格获得 

持续深
度推广 

建立管
理体系 

推
行
进
程 

理念培训 
提供6σ
理论系
统培训 

辅导
6σ项
目实施 

指导6σ
项目评
审验收 

6σ专业
人员资
格认证 

持续 
服务 

指导建
立6σ管
理体系 

我
们
支
持 

总体推行模式 

如何在企业推行六西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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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战略
计划 

 
选择
合适
的项

目 
和团

队 

评估
项目
效果 
验收
项目
成果 
奖励
项目
团队 

 
精益的思想和方法，数字技术的应用 

 
最高管理层的支持,完善的基础管理体系,高素质的团队,先进的企业文化 

通过永不停息地追求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达成卓越 

测
量 
M 

分
析 
A 

改
进 
I 

控
制 
C 

定
义 
D 

DFSS 

在战略 
层面 
评审 
改进 

如何在企业推行六西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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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题 课程天数 辅导天数 对      象 

1 六西格玛倡导者
（Champion) 

2 与推进活
动并行 

中、高管理层人员 

2 六西格玛绿带（精简版） 5+ 2天/项目 中、基层技术、管理人员 

3 六西格玛绿带（完整版） 10 3天/项目 
 

中、高层技术、管理人员 

4 六西格玛绿带升级黑带 10 3天/项目 
 

中、高层技术、管理人员 

5 六西格玛设计 10 3天/项目 
 

研发、技术、质量职能部
门骨干 

6 六西格玛黑带大师 11 6天/项目 
 

企业自主推行六西格玛核
心领导者 

如何在企业推行六西格玛 

www.blgsz.com



美国质量协会《六西格玛黑带知识大纲》第三版，2015 

美国质量协会《注册六西格玛黑带大师知识大纲》，2010 

ISO13053-1：2011，过程改进定量方法-六西格玛- 

        第一部分：DMAIC方法 

ISO13053-2：2011，过程改进定量方法-六西格玛- 

        第二部分：工具和技术 

推行依据 

如何在企业推行六西格玛 

www.blgsz.com



某著名台资企业长期只培训、不系统开展项目 

某机构六西格玛黑带培训+项目辅导+注册只需6天时间 

某企业基于成本考虑，聘请一位“绿带”负责全企业推行 

某企业为了应付客户审核，只推行了一个周期，不再持续 

某企业与资质欠缺的顾问合作，浪费了时间、人力、物力…… 

 

成功有方法，失败有理由 

如何在企业推行六西格玛 

错误的做法导致错误的结果，弊入则弊出！ 
严重影响了企业对六西格玛的信心！ 

www.blgsz.com



如何在企业推行六西格玛 

某企业全面推行六西格玛 

实施案例 

www.blgsz.com



总体进度安排 

事项 
第一期

（2016/3-
2016/8) 

第二期
（2016/9-
2017/2) 

第三期
（2017/3-
2017/8) 

全面诊断 

六西格玛 
管理体系建立 

绿带培训 40+人 持续 持续 

绿带改进项目 10+ 持续 持续 

黑带培训 20+人 持续 

黑带改进项目 10+ 持续 

黑带大师培养 5+人 

六西格玛 
管理体系优化 

1.总体推行步骤 

www.blgsz.com



2.第一期推行计划 

No. 进程 工作内容 我们专家组 
现场工作 
人•天数 

预计完成时间 

1 前期全面诊断 
公司公司研发、生产、品质、工
程、采购等核心流程诊断 

1位专家*2天 2 2016年3月 

2 
编制可行的推行

计划 
针对公司的现场诊断结果编制切
实可行的推行计划 

1位专家*1天 0 2016年3月 

3 高层培训 
针对公司中高层骨干的 
“倡导者培训” 

1位专家*1天 1 2016年3月 

4 普及培训 公司全员/员工代表的培训课程 1位专家*0.5天 0.5 2016年3月 

5 
改进项目选择及 
改进项目小组确

定 

我们团队与公司高层一起针对前
期诊断的结果，结合高层的期望
选定改善的改进项目并指定改进
项目小组，初定10个。 

1位专家*0.5天 0.5 2016年3月 

6 
六西格玛 
绿带培训 

六西格玛绿带课程 1位专家*6天 6 
2016年4月-

2016年8月 

7 
六西格玛改进项
目指导/评审、

验收 
DMAIC五个阶段的指导 2位专家*10天 20 

2016年4月-
2016年8月 

8 资格注册与激励 对符合要求的人才进行注册 2016年8月 

合           计   30 

工作内容及时间分配 www.blgsz.com



事    项 2016年3月 2016年4月 2016年5月 2016年6月 2016年7月 2016年8月 

前期诊断与实施
计划制定 

六西格玛倡导者
培训/普及培训 

 

选定改进项目 

和人员 

绿带培训 

改进项目指导 

改进项目验收 

时间进度表 

2.第一期推行计划 

www.blgsz.com



   人•天 2016年4月 2016年5月 2016年6月 2016年7月 2016年8月 

前期诊断、倡导者培训 1                                                    

 改进项目与人员选定 1                                                      

D.M.   阶段培训 2                                                     

D. M 阶段改进项目实
施指导 2X2                                                     

D. M 阶段改进项目评
审 1                                                     

A.  阶段培训 1                                                     

A 阶段改进项目实施
指导 2X2                                                     

A 阶段改进项目评审 1                                               

I.  阶段培训 2                                               

I 阶段改进项目实施指
导 2X2                                                     

I 阶段改进项目评审 1                                                     

C.  阶段培训 1                                                     

C阶段改进项目实施指
导 2X2                                                     

C阶段评审及总验收 1                                                     

六西格玛绿带理论培训和改进项目实施进程 

2.第一期推行计划 

www.blgsz.com



专业知识培训 改进项目指导 

改进项目的评审验收 

持续推行 

改进项目选择 

各改进项目小组的人员确定 

六西格玛体系建立 

全面诊断及改进项目评估 

 前期准备 

六西格玛培训及改进项目实施 

2.第一期推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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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期推行步骤 

由我们 专家团队与高层沟通,了解公司战略需求和六西格玛的总
体构想 

与各职能部门沟通、现场诊断，了解公司核心业务运作过程中的
瓶颈问题，识别客户重要关注点 

涉及研发-生产制造-质量管理-采购等过程中主要质量问题,成本
问题,效率问题及其它瓶颈、痼疾性问题点等 

输出：六西格玛改进项目选定建议，切实可行的推进计划 

全面诊断 www.blgsz.com



基于诊断结果，与高层领导共同设定改进项目愿景、目标，包括长期
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制定六西格玛改进项目年度计划 

建立以中高层管理者为主体的、旨在为推行六西格玛活动提供决策、
监控和支持的推进委员会； 

成立负责全公司六西格玛推行具体组织、协调和统一管理的专职机构 

建立六西格玛改进项目管理流程，规范改进项目的选择、实施、监控
、评估等活动； 

建立六西格玛专业人才管理流程，规范人才的选择、资格认证、资格
维持等活动； 

建立六西格玛管理知识库，促进全员普及、学习，形成具有六西格玛
特色的企业文化。 

 需要诊断完成由我们专家团队帮助策划！ 

建立六西格玛管理体系 

3.第一期推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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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高层领导组成的推进委员会成员进行
六西格玛价值、六西格玛模式与特点、如何
正确领导和支持全企业六西格玛活动等主题
培训； 

 

六西格玛倡导者培训 

3.第一期推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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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改进项目评估建议，按照管理体系中的相关程序，由我们
专家团队和推进委员会共同选定 

正确的改进项目以及 

与改进项目实施相关的改进项目组长、成员 

选择改进项目 

 初步建议首次六西格玛改进项目可以是： 

提高制造过程一次合格率和直通率，减少返工返修造成的质
量损失和效率损失 

减少产品缺陷率，减少客户投诉、提高客户满意度 

结合精益生产推行活动，提升产线能力平衡与节拍，提高生
产效率，包括降低单位产品工时、降低加工成本…… 

具体改进项目需要诊断完成后正式确定！ 

3.第一期推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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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改进项目组长、成员 

• 与改进项目实施相关的技术、管理人员 

• 有大专以上学历 

• 有改进、创新热情 

• 公司认为值得培养的人员 

避免以下情况 

• 被迫参加六西格玛活动，个人对持续改进与创新活动有明显抵触情绪 

• 基础太差，数学基础达不到中学水平 

• 个人管理、协调能力不足，缺少激情、工作消极、心理脆弱 

• 领导能力差、资历不够、团队精神差 

• 因为人情、关系被指定的特殊人员 

选择改进项目成员 

3.第一期推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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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培训大纲(参见附件)由我们 专家对选定的学员进
行六西格玛绿带知识系统培训，包括：六西格玛改进-
DMAIC 理念、知识、方法、技术、工具等 

 

开展六西格玛知识培训 

3.第一期推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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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六西格玛改进项目进程由我们派改进项目指导顾问到现场帮助各改进项
目小组正确开展改进项目实施， 

提供六西格玛改进项目个性化指导，确保改进项目的成功率， 

并培养学员独立开展六西格玛改进项目的能力； 

由我们 派专家/顾问参加改进项目阶段性成果验收、评审活动， 

针对存在的问题、困难及时给与指导和帮助。 

改进项目进行过程中分阶段组织评审，以确保改进项目选择、目标设定的合
理性和可行性，确保改进项目按计划进展，改进项目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改进项目的验收由六西格玛推进委员会主持，改进项目组长报告，按制定的
‘六西格玛改进项目管理流程’开展，并对成功的改进项目组予以奖励。 

六西格玛改进项目实施辅导 

3.第一期推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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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计成果 

六西格玛推行-改进项目成果（初步预估） 

改进项目 第一期效果 第二期效果 第三期效果 

提高一次合格率，减少返工返
修造成的质量损失和效率损失 

＞99% 达到4σ以上水平 达国际先进水平 
 

降低产品品关键特性缺陷率，
减少客户投诉 

减少50% 减少50% +30%
以上 

达国际先进水平 

提高制造能力，降低单位产品
人工时、加工成本 

减少10% 持续减少10% 达国际先进水平 

…… 

*所有改进项目都要具备可复制性，选择典型的产品和产品线开展六西
格玛改进，取得成功后迅速将成果推广到其它同类产品和产品线 
*具体改进项目成果需要诊断结束、确定推行改进项目后再准确预估！ 

www.blgsz.com



4.预计成果 

六西格玛推行-人才培养成果 

人才层级 第一期效果 第二期效果 第三期效果 

六西格玛绿带培养 40+ 持续 持续 

六西格玛黑带培养 20+ 持续 

六西格玛黑带大师培养 5+ 

经过三期持续培养，公司将拥有40+位接受绿带培训，20+位接受黑
带培训，其中5+位黑带大师，拥有自己的注册绿带、黑带，为持续自
主推行提供充分的人力保障，为六西格玛文化形成确立坚实的基础！ 

www.blgsz.com



4.预计成果 

六西格玛推行-文化提升成果 

事     项 第一期效果 第二期效果 第三期效果 

六西格玛管理体系 建立并运行 持续运行与改进 持续运行与改进 

六西格玛改进项目 通过六西格玛改进获得的最佳工艺参数、部件技术指标、
管理流程融入公司业务流程，固化并持续执行。 

六西格玛能力 初步了解、认同
掌握六西格玛知
识、价值，取得
初级成果 

运用六西格玛方
法解决质量、技
术难题、突破瓶
颈，获得显著提
升。 

形成六西格玛文化，
具备自行独立推进
的能力，全员自发
开展科学改进与创
新活动。 

www.blgs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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