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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想象一下，能够更早、更明确地检测到质量问题的制造业环境会是怎样的？如
果产品缺陷小到肉眼根本看不见，或者弱到人耳根本听不到，能否在几秒钟内
将其检测出来？ 

这是“工业 4.0”计划要克服的目前以及将来的挑战  

物联网 (IoT) 支持的“工业 4.0”应用预计能够帮助工厂的生产力实现新一轮突飞
猛进，到 2025 年，制造业每年创造的价值将达到 3.7 万亿美元。1 

制造商出于多种原因采用物联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越来越重视
生产效率和成本。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改进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产品交付的整
个价值链，某些情况下还包含已交付产品的维护和服务。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制造商目前在质量实践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物联网、
认知计算和质量管理的交汇融合如何让企业的商业价值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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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中的质量难题 
制造业物联网设备的安装规模在不断增加，到 2020 年将扩大到 9 亿 2,300 万个
物联网设备，相比 2015 年的 2 亿 3,700 万增长三倍。2 这意味着制造商将在运营
中添加更多传感器和连接设备。设备的激增会导致制造运营每个阶段产生的数据
也水涨船高，因此在数据质量和数量之间如何取舍成为热门的话题。 

制造运营力求在生产或组装流程的每个阶段都实现最高质量。废品和返工让制造
商损失 5-10% 的销售收入，而保修成本会让收入再损失两个百分点。4 采用左移
方法，及早在生产生命周期中开展质量监控，有助于显著降低产品成本，有效处
理质量偏差，同时减少废品、召回及相关成本。     

“ 许 多 企 业 与 质 量 相 关 的 真 实 成 本 可 能 高 达 销 售 收 入 的  
15-20%，有些还可能达到总运营成本的 40%。一般的经验法
则是，对于一家业务兴旺的企业，较差的质量导致的损失约为
运营成本的 10-15%。”3 

The ASQ Quality Improvement Pocket Guide:Basic History, Concepts, Tools and Relationships, 
Grace L Duffy，ASQ Quality Press，2013 年  

为何需要质量分析？  

图 1：如何及早获得洞察，降低成本。  

制造与生产  

目标：及早获得洞察，降低成本  

质量

POS

质量成本  

维护

产品设计  工程设计与  
生产前准备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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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缺陷是工业领域的巨大问题。某些情况下，50% 的生产
因为缺陷最终成为一堆废品，在一些复杂的生产线中，废品率
可能高达 90%。”  

– 位于特隆赫姆的挪威科技大学 IFACOM 协调员 Odd Myklebust。4  

依靠人工检验提高产量十分困难。检验过程通常完全由人工执行，依赖于人员
的可利用性和专业知识，因此可能造成瓶颈。此类质量检验中过半数都需要目
测确认。 

除了目测检查，制造商还通过声音（听觉）来确定质量。洗碗机喷嘴排列不整齐
会发出异常声音 ; 存在故障的引擎听起来也会有异响。通常，制造商依靠高技能
的人员执行此类不具破坏性的检验。富有经验的质检员可听出缺陷的声音，并确
定解决办法。 

制造环境中的人工检验可能非常耗时，有时还存在危险。此外，人工方法无法扩
展，通常需要长时间、成本高昂的培训；而且这种方法还比较主观。此类视觉和
听觉质量检查难以实现自动化，因为检查数量较大，产品种类繁多，差别不明显，
而且缺陷可能发生在产品任何位置，缺陷大小和严重程度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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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中认知运营与流程的案例

借助机器学习 
克服常见障碍

许多先驱型企业开始将人工智能与认知技术应用于产品和日常运营之中。一些企
业已经迈入未来，另一些则刚刚起步。认知计算的强大能力帮助全球企业从物联
网愿景和概念证明阶段步入战略部署阶段，从而推动实际转型。   

92% 绩效出色的制造企业高管表示， 
人工智能和认知计算有助于提高生产规划的
表现。5  

认知解决方案将智能融入机器、运营和流程 — 涵盖从供应链到生产车间再到成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最终形成由工厂、机器和零部件定义的全新工业时代，这些
设施能够进行自我评估，触发行动，并且可以相互之间以及与制造和维护人员交
流信息。

https://www.ibm.com/internet-of-things/iot-solutions/iot-manufacturing/cognitive-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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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的采用阶段

收集数据

收集并整理合适的数据，包括有关要
改进的流程和运营的数据、各个系统
的数据，这其中既有结构化数据，又
有非结构化数据。将系统与传感器相
连，获得接近实时的数据，从而产生
更准确的洞察。  

直观呈现模式

在平台上直观呈现数据。快速构建仪表
板，使用简单分析确定模式。通过外部
数据源加以补充，对影响到要改进的流
程和运营的变量进行分析。  

在制造业中采用认知能力已经实现了诸多效益，例如改善质量、促进流程效率以
及提高资产可靠性。例如，在制造流程和运营中应用认知能力有助于增加产量，
主动提高生产力，加快服务速度，最终降低维修和质保成本。  

有目的地进行分析

应用以目的为导向的分析，从数据中获
取新洞察。开发先进模型，处理变量组
合，并利用预测引擎产生最佳建议，从
而实现最理想的业务成果。

不论是处理海量物联网数据还是暗
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认知计算能
力都能抽丝剥茧，揭示问题的本质。
借助认知处理，您可以进一步提升
学习、应用、行动和解决能力，实
现更理想的成果。

受访高管表示，他们预计未来三年内认知计算的使
用会翻番，从而进一步优化运营。6

认知型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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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边缘计算？  

认知能力对制造业质量管理的影响

认知能力有助于缩短检验时间，提高缺陷检验的一致性，从而可以将相关人员从
检验工作中解放出来，去从事真正需要人员专业知识的工作。企业的目标是通过
持续的改进方法，在总体质量管理方面实现零缺陷，以此提高生产力和业绩。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四个不同的案例。

案例 1：检验流程

目标： 
提高检验准确性，同时降低与视觉和听觉检验相关的成本。 

视觉和听觉检验可在内嵌流程中评估主要缺陷类型，与对这些缺陷进行处理和分
类的系统通信，设置放行或拒绝标记，用于进行监控和验证。此类检验的目的是
在产品面市之前，消除存在缺陷的部件和产品。  

借助 IBM® Visual Insights 和 IBM Acoustic Insights，企业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检查和分析零件、组件和成品，将模式与之前分析和归类的缺陷的图像和声音进
行匹配以确定缺陷。在生产车间通过边缘计算部署这些产品，有助于快速采集和
分析图像，实现一致可靠的制造缺陷鉴别能力。  

许多早期的物联网应用大多用于从事物中收集数据，将数据发送到别处进
行分析，现在，事物本身的计算能力不断提升，因此有能力支持在现场运
行日趋复杂的计算，不需要将数据传输到别处。边缘计算强调的是在网络
边缘开展的工作，也就是物联网将实体世界与云相连的地方。边缘计算的
基础是物联网与云平台之间、实体世界与计算世界之间强大无缝的整合。7  

借助 IBM® Watson ™ IoT 的质量分析功能，制造商可以分析数以百计的历
史和实时流程变量，在隐患造成质量问题之前就及早发现并解决。这个过
程快速而准确，不会陷入疲劳作业。这有助于显著改进生产，提高产量，
同时降低运营和材料成本。例如，一家欧洲汽车制造商将认知功能用于视
觉检验，将总体生产力提高了 25%。8 

IBM Visual Insights 除了能快速找到缺陷，还可以利用 3D 技术对缺陷的严
重程度（如刮痕或瑕疵的深度）进行分类。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接触的
缺陷类型越来越多，通过高效学习，其检验准确性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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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质量检验成本降低 

人工智能支持的视觉和听觉检验功能
能够快速、准确、可信地发现缺陷，
实现检验流程自动化，从而强化人工
检验，同时 / 或显著降低人工检验需求，
实现对产品的非破坏性检验。

检验流程可靠性提高 

与人类不同，系统不会感到疲惫，不
需要休息，也不会有心情糟糕的时候。
系统能够发现人类的眼睛或耳朵无法
觉察的缺陷，能够对缺陷分类（包括
设置可信度阈值），与人工方法相比，
系统检验的一致性和准确性都有显著
提高。  

请观看演示视频，了解解决
方案的实际运用。

检验时间缩短（包括训练时间）

认知能力有助于提高缺陷检验的速度
和准确性，缩短检验时间，提高制造
产量，同时增加流程吞吐量。系统还
有助于缩短训练时间。在新模型中训
练缺陷识别只需几小时或几天，而传
统的人类检验员训练计划需要花费数
周时间才能达到所需的熟练程度。  

根本原因分析和问题解决 

将视觉和听觉检验数据与其他 IBM 分
析工具结合，进行根本原因分析。缺
陷数据会按缺陷的位置、类型以及严
重性进行自动分类。这些数据可以
输 入 其 他 工 具， 如 IBM Prescriptive 
Quality on Cloud 和 IBM Equipment 
Advisor，这样就能与设备状况相关的
其他数据相结合。  

如果您的制造检验流程需求可从 IBM 认知能力获益，请花一点时间
观看有关 IBM Visual Insights 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OxfLxZgM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nqPuR3nWI&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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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知识传授和训练

目标： 
消除知识“孤岛”，缩短检验训练的时间，提高敏捷性 

人工检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对检验员进行训练。花费大量生产力和成本对
检验员进行训练后，他们能够识别缺陷并进行分类，还能开展根本原因技术分析。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周或更长时间，并且需要对每个新的检验员和每个新产品模
型重复此过程。通常，拥有几十年丰富经验的员工在缺陷、产生原因和可能的技
术解决方案方面具备深厚的知识。这种所谓的经验很难获取或如法炮制，尤其在
地理位置分散的制造场所网络中。  

效益 

消除专业知识孤岛  

检验专家事先对系统进行训练。这些
专业技能无缝部署到制造流程以及地
理位置分散的各个工厂中。

IBM Visual Insights 和 Acoustic Insights 有助于解决知识传授和训练方面的难题。
系统可以从几百个缺陷图像或声音文件开始快速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更多
的文件，从而不断提高，不断改进。系统实施后，为发现新缺陷而在新模型中重
新训练只需几小时，这还消除了新检验员招聘上岗的成本。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
系统可在地理位置分散的各个车间中无缝扩展，这样就能够在员工之间自由交流
质量知识，就缺陷类型和解决办法进行快速沟通。  

缩短检验训练时间

支持新的产品模型，无需针对检验员
开展冗长的训练计划。例如，推出新
的模型和功能后，检验员训练时间可
大幅缩短。  

降低检验员流失带来的影响

集中获取有关缺陷分类和根本原因的
知识，有助于降低检验员流失带来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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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产品和流程质量

目标： 
更早、更明确地发现质量问题 

近几十年来，随着统计过程控制 (SPC) 方法的广泛应用，在全球范围内显著改 
进了质量流程。SPC 方法是质量控制方面公认的标准工具。但 SPC 方法也存在
一些局限性，包括误报率高、对于中小型变化检测速度慢以及发现趋势的能力不
强等。  

IBM 研究院开发了一组“质量早期预警系统”(QEWS) 算法，与传统的统计过程控
制方法相比，QEWS 能够更早、更明确地检测出问题和参数变化，并对这些问题
划分优先级。IBM 将这些算法用于自己的整条供应链和制造过程，用于满足既有
的质量标准。结果：能够在质量问题初发时及早发现，从而帮助提高了产量，消
除了一系列会带来维护和保修成本的问题。 

降低误报率

更早检测出质量问题

监控产品质量

监控流程质量

先进的统计算法能够（以较低的误报率）检测出萌芽状态的质量问题，并且可在生产过程的任何制造阶段对
质量问题发出警报。

相比于统计过程控制方法，IBM 的算法能够更早、更明确地检测出流程和产品的质量问题。

把好材料或组件的质量关，防止引入不合格的材料。确定关键步骤中制造的组件或产品是否符合规范。

监控生产步骤，确定设备是否经过正确校准。确定流程输入和输出变量是否保持在目标范围内。出现不利变
化时发出警报。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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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质量根本原因分析

目标： 
发现并解决导致糟糕质量的各种因素 

在质量管理系统方法中一站式执行视觉和听觉评估，发现缺陷，采取纠正措施。
当前，许多制造商面对一大堆质量数据和工具不知所措。能够优化质量的制造商，
也一定有能力帮助统一质量方法。这包括就相关信息以及经过扩充的清晰数据进
行明确沟通，以便对制造过程中的缺陷及其严重性、发生时间和位置进行分类。 

IBM Visual Insights 和 IBM Acoustic Insights 解决方案能够与其他认知型分析工
具和资产管理系统无缝整合，帮助制造商全面了解质量情况，找出解决办法。例如，
通过图像分析生成的缺陷数据可帮助自动跟踪缺陷的位置、类型和严重性以及发
生时间。此类数据可集成到 IBM Prescriptive Quality and Equipment Advisor 中，
与有关设备状况的数据结合，包括温度和湿度数据。这些工具整合为一个解决方
案，即可开始确定缺陷的根本原因，无论是机器故障还是其他外部异常。  

随着数据规模的扩展，工具的认知性质意味着它们的预测能力越来越强，可在出
现缺陷之前发出预警。产品或机械可自我修复，或在可能出现质量问题时提出建议。

Visual Insights 的分析输出可发送到 Prescriptive Quality，以便获得有关制造运
营质量的洞察，在即将发生质量问题前提早预警，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忽略这些问
题而导致的高昂后期修复成本。   

效益

确定根本原因分析

IBM 可将视觉检验数据与其他 IBM 分析工具（如 
IBM Prescriptive Quality and Equipment Advisor）
相结合，帮助确定根本原因分析。

在发生问题前找出质量隐患

IBM Analytics 的预测能力帮助您在发生问题前找出
质量隐患。产品或机械可自我修复，或在可能出现
质量问题时提出建议。 

全面了解质量情况，找出解决办法 

与其他认知型分析工具和资产管理系统无缝集成，
帮助制造商全面了解质量情况，找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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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CR/ 测量规则的分析方法通常导致高漏检率  

对分析重新编程以适应新的产品和场景通常需要数周时间  

由于使用专有的一体化方法，很难进行扩展

需要维护窗口来更新会对产量造成影响的固件和软件

封闭的系统，只能由供应商扩展  

提供仅针对单一功能的本地报告  

基于机器学习的分析方法可显著降低问题漏检率

仅需几天时间就能重新对分析工具进行训练，使其适应新的产品和场景

易于扩展 — 与捕获的图片无关 

由于采用云平台，因此不再需要维护窗口

由于使用通用硬件，降低了运营成本

大数据分析平台有助于在多个工作单元推进多个优化方案

认知视觉检验的优点
认知视觉检验的优点有哪些？

工作人员可能会忽略微小细节或犯一些错误。他们睡眠时间够吗？他们是不是全
天都盯着同一个产品？他们是否注意力不集中？使用认知视觉检验，上述问题便
不复存在。

认知视觉检验与传统视觉检验之比较

传统视觉检验

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在生产车间使用认知助手有助于最大程度减少代价高昂的
缺陷，提高产品质量，同时缩短检验时间。几家生产电子品、汽车和工业产品
的全球企业之前的测试表明，该解决方案能够缩短检验时间，将制造缺陷率降
低 7 到 10 个百分点。  

IBM Visual Insights 可以提供可靠的结果，降低漏检率，不像以前那样依赖于
专业员工；事实证明，它在多个行业中提高了质量流程的效率。多家生产电子
品、汽车和工业产品的全球企业成功将此解决方案付诸实践。该系统支持每分
钟对最多 6,000 张图片进行分析，大大降低了对人工检验的需求。

认知视觉检验  

https://www.ibm.com/us-en/marketplace/visual-inspection-for-quality


改进制造业的质量管理 
人工智能如何成为质量管理的耳目  第 12 页 

导言 制造业中的
质量难题

 
 

制造业中认知运营与
流程的案例

 
 

认知能力对制造业
质量管理的影响

 认知视觉检验的优点 认知时代的透明度
与信任

摘要/
了解更多信息

 导言 制造业中的 
质量难题

制造业中认知运营与 
流程的案例

认知能力对制造业
质量的影响

认知视觉检验的优点 认知时代的透明度
和信任

总结 / 
了解更多信息

认知时代的透明度和信任 
人工智能和认知系统旨在扩充人类智慧，而非取而代之。每个系统都逐步嵌入到
流程、系统、产品和服务中，而所有业务和社会职能仍将在人类的完全掌控之下。  

认知系统将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必须要对自己的建
议、判断和使用能力有信心，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客户应该拥有自己的业务模式和知识产权，他们可以使用人工智能
和认知系统，增强自己通过多年经验所建立的优势。使用 IBM Visual Insights 和 
IBM Acoustic Insights 的制造商可以放心，他们的图形和声音文件不会用来训练
其他模型，或与其他企业共享。您的数据由您所有，不会与来自其他企业的数据
汇总到一起。9 

要了解有关 IBM Watson 数据策略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bm.com/watson/data-
privacy

整合边缘设备，在云端分析数据

实施云计算意味着可通过仪表板集中管理检验流程，并采用范围广泛的报告指标
完成检验。报告可接近实时地生成，或者根据需要按特定时间间隔生成，用于全
面总结活动，并深入分析各个流程。

在“工业 4.0”背景下，通过在使用 Watson IoT 的云环境中整合边缘设备（例如机
器和机器人），可以帮助制造商开发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改善运营，降低成本，
以及避免停机风险。

ibm.com/watson/data-privacy
ibm.com/watson/data-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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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520 亿美元的商机 
根据市场研究报告“Industry 4.0 Market by Technology  (Industrial Robotics, 
Cyber Security, Internet of Things, 3D Printing, Advanced  Human-Machine 
Interface, Big Data, Augmented Reality & Virtual Real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ertical, Region—Global Forecast to 2022”，预计市场规模将从 2016 年的  
666.7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1,523.1 亿美元。10 

质量管理要点总结

本文中介绍了认知技术可在以下五个方面助您克服质量管理不善带来的不利 
影响：

 - 在生产周期的早期阶段进行质量监控，帮助降低产品和流程质量偏差所导致
的损失，还可减少废品、召回及相关成本。  

 - 制造环境中的人工检验可能非常耗时，有时还存在危险。引入视觉或听觉检
验技术有助于缩短检验时间，提高缺陷检测的一致性。

 - 计算机从不感到疲倦。工作人员可能会忽略微小细节或犯一些错误。认知技
术可让环境更加安全、高效。  

 - 缓解知识传授和训练方面的问题。认知型视觉和听觉检验功能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学习，功能日渐强大，能够更快、更高效地引入新模型。  

 - 许多制造商面对一大堆质量数据不知所措。能够与资产管理系统和分析工具
集成，使 Visual Insights and Acoustic Insights 成为一款成功的解决方案，它
可帮助企业全面了解问题，找出根本原因，确定解决办法。

了解更多信息  
认知功能可帮助制造企业加快检验流程，提高缺陷识别的一致性，同时降低检验
成本。要了解有关 IBM Visual Insights 的更多信息，请阅读完整报告。

要了解 IBM 如何彻底变革制造流程，敬请访问 ibm.com/internet-of-things/iot-
solutions/iot-manufacturing/cognitive-process。

“质量经理必须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零缺陷不是一项激
励计划。其目的是让所有员工了解‘零缺陷’的字面意义，让他
们知道必须一次性把事情做对做好。”  
《Quality Is Free》，作者 Philip B. Crosby（McGraw-Hill Books，1979）

https://www.ibm.com/us-en/marketplace/visual-inspection-for-quality
https://www.ibm.com/common/ssi/cgi-bin/ssialias?htmlfid=WWS12361USEN
https://www.ibm.com/internet-of-things/iot-solutions/iot-manufacturing/cognitive-process/
https://www.ibm.com/internet-of-things/iot-solutions/iot-manufacturing/cognitive-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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