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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C 在半导体行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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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QCC（Quality Control Circle）即品质管理小组，也称为品管圈。QCC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提升和品质管理的方法，

尤其在制造业等对产品质量有很高要求的行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QCC 是为了发掘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解决生产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由工作内容相同或相近的一组人员组成的一个团体，并且团体中的人员分工合作，运用品质相关管理

工具，为提高产品质量或者改善某种指标的共同目标而进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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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CC 团队的组建

团队是 QCC 推进活动的主体，而团队的建设就是主题

的根基，所以，团队的建设从根本上决定了 QCC 活动的最

终效果。一般来说，QCC 活动由基层员工自发组织推进，

并且所有成员应该是工作性质相同或相近，团队由 5~10 名

成员构成，其中，组长 1 名，是团队的核心，主管 QCC 活

动的运营和决定活动的推进方向。QCC 活动的推进，有助

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实现健康稳定地可持续

发展。QCC 活动其实就是一种质量管理实践（QMP），是

企业为了提高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所推行的一种管

理措施和计划，旨在提高企业绩效和增强企业竞争力 [1]。

1.1 团队组建的原则

QCC 跟其他 TFT（Task Focus Team）一样，是本质工作

外的延伸，是为了解决工作中的某种特定问题 ( 通常是痼疾

性问题 ) 而设立的项目，所以，QCC 活动并非强制性，而

应该秉持员工自愿参加的原则组建团队，当然，遇到跨部门，

跨班次的 QCC 团队，可以由部门经理之间协商，并征求员

工意愿确定人选。

1.2 从上到下推动

就工厂来说，每个职位的人都有固定的工作，所有其

他新增的业务，都会带来额外的业务负担，所以以个体来说，

从内心来说，会对新增的项目抱有天然的抗拒心理，所以，

QCC 活动也一样，因为有自身的本质工作要做，尤其是一

线现场员工，相对可掌控时间少，所以，在活动一开始的

时候，员工会有不配合的情况，所以在团队组建的时候可

能会遇到困难。但是如果 QCC 活动是由工厂上层往基层推

进，有相关的指导性文件或者上次领导的指导性意见，鼓

励或激励 [2]，再由基层员工代表来组织团队并推进，大家的

积极性会高很多，活动推进的难度也会小很多。

1.3 人员构成

前文提到，QCC 活动小组一般由工作性质相同或者相

近的基层员工构成，而且最好是在同一个班次，这样方便

小组成员一起讨论。如果班组人员不多，分为一个组即可，

如果班组人员超过 10 人，则可分为两组来推进。

对于 QCC 组长人选，则可以由所在班组的组长直接兼

任，或者由本组内比较资深的人员担任，这样更方便活动

的管理和推进。当活动进行一两个周期之后，可以用在小

组内自荐或者他人推荐的方式，由组内愿意担当的人员作

为 QCC 的组长。这样能够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同

时锻炼基层人员的管理能力，可以为基层管理储备人才，

另外还能释放组织的活力。

组长人人选对于 QCC 活动来说非常关键，决定着活动

的推进方向，推进高度和最终改善效果。总结起来要满足

一下三点要求：第一，有能力；第二，有意愿；第三，有

奉献精神。

2 QCC 的任务目标

2.1 任务目标概述

QCC 总体的任务目标就是促进品质管理在现场的落地

生产，通过持续改进，确保企业产品的品质持续处于高水

平的稳定状态 [3]，同时培养一线员工的品质意识，是全面品

质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2.2 组长的职责

组长的职责主要是活动的日常组织、管理、协调和推

进。组织指的是组长作为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应该主

导整个 QCC 活动计划的制订，并带领小组成员积极高效地

推进 QCC 活动的实施；管理主要是在工厂原有基本条款下，

根据 QCC 的要求和生产现场特点，指定出高效的便于执行

的 QCC 管理运营制度，并按照制度和计划组织小组成员开

展 QCC 品质活动，整理好活动内容，同时与兄弟小组进行

定期交流，相互学习，促进活动效率化运营；协调包括组

内成员间的协调和组间协调及部门间的协调，主要目的是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1 年 9 期 ( 上 )总第 470 期 科创产业

29

为 QCC 活动的顺利推进找到合适的人员和有利的资源等；

推进指的是按照 QCC 预先指定的计划日程，有序地指导成

员不断学习品质管理手法和理论方法并落地执行，同时推

进品质相关活动，并阶段性地总结展示成果，活动结束时

做成果的全面总结和展示，从而提高员工和组织绩效，推

动组织和个人的不断进步。

2.3 组员的职责

组员的职责主要包括支持和执行组长工作安排，按时

按量完成工作业务，积极参加品质活动，协同其他组员推

进工作。QCC 活动是以组长为中心的品质管理活动，对于

组长工作的合理安排，所有组员应该服从领导并按照要求

去执行组长下达的工作任务，如果中途有异常变动，要及

时报告组长，以便及时合理应对；对于组长安排的品质相

关活动，要积极予以支持并积极参加推进；完成自己工作

的同时，还要积极帮助小组成员，促进相互交流，营造和

谐健康的小组组织文化，更有利于日程工作的推进。

3 QCC 的管理结构

因为组织较小，一般是 10 个人以下，QCC 的管理结构

相对简单，一般只由组长和组员两个层级构成，这样扁平

化的组织可以减少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尤其在沟通

和执行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为了防止其他事情的突发导致组长不能履行组

长的职责，在 QCC 小组里面可以设立助理组长的职务，以

便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能够从容应对。

除了垂直方向的管理结构，还有水平方向的，QCC 小

组与小组之间，要设定定期的交流计划，以便相互学习，

取长补短。尤其对于组长来说，要起到示范的作用，组长

和组长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同样，组员和别的小

组组员之间，也要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于工作的顺利推进。

4 QCC 的推进方法

4.1 管理者的重视及带头作用

在生产工厂中，每一个项目的实施都需要管理层的支

持才能顺利开展，所以，在推进 QCC 活动时，得到中高

层管理者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是活动能够启动并推进的

前提。

从部门角色来说，品质部门是以产品的质量为第一考

量要素，而对于生产部门，确保产品的正常量产、产能达

标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部门间管理者的沟通和

协商，并给出指导方向，基层员工就很难展开合作并协同

推进同一个活动。

另外，基层管理者，即 QCC 的组长，应该以身作则，

做好到头示范作用，带领 QCC 小组成员按照计划和要求推

进 QCC 活动。尤其是活动的主要节点，比如，目标的制定、

原因分析、对策的执行、效果的验证和标准化等。

4.2 结构化的培训体系

若想 QCC 活动取得理想的结果，则需要小组左右成员

齐心协力，以品质的思维作为行动的指导，则需要定期地

对人员进行 QCC 活动相关，甚至是品质相关内容。

对于培训周期，每次培训的主题、培训记录、人才培养、

活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4]，都需要列出相关的详细

内容，以便于操作执行。尤其要注重定期的业务推进小结，

即“复盘”，最好每周一次，安排在周四下午或者周五上

午比较合适，因为这个时候一周的主要工作基本结束，有

时间对本周的业务进行总计和下周的业务计划安排。组长

召集 QCC 小组所有成员进行小型会议，每个成员对所负责

推进的内容进行小结，组长要为每个成员及整个小组的本

周工作情况进行总结点评，正则鼓励、偏则纠正，同时总

体安排下周的工作计划。

4.3 活动计划的制订及按照计划执行

QCC 活动推进之前，应做好活动的推进计划，并在后

续推进过程中，按照计划执行。当然，在 QCC 活动推进过

程中，实际情况与计划有差异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计

划进行调整，比如推进日期的延迟、推进小项目的增加等。

QCC 活动推进的目的，其实就是提高企业质量的竞争

力，即同竞争对手相比较的质量优势。活动在制订计划的

时候，应该遵循以下主要步骤：第一，调查现况。对工厂

内本小组所负责的工程段、产品段或者设备群所存在的品

质相关问题点进行挖掘并量化整理；第二，选定主题。经

过对比分析，通过小组成员协商后，在调查的问题点中选

定一个作为 QCC 活动推进的方向，比如品质改善、良率提

升、设备效率提高、降低成本、排除安全隐患等；第三，

设定目标。设定目标的时候，首先应该遵循实时，具有可

实现性，切勿盲目夸张，同时目标的设定应和推进主题保

持一致，且必须量化明确，比如：产品不良率提升 10%，

设备效率提升 15% 等；第四，目标跟踪。设定目标后，一

定要对目标进行跟踪管理，至少每周要确认一次目标的执

行情况，实际情况跟设定的目标是否有偏离，如果发生偏离，

是原有目标设立偏颇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纰漏。如果是

目标设立有偏颇，应该组织 QCC 成员对目标进行再次讨论，

分析目标设立不合理的地方，并进行修正；如果是实际工

作中出现纰漏，则同样需要召集小组成员进行讨论，找出

工作中不足之处，并进行纠偏，以确保实际工作方向与设

定的目标相一致。

5 QCC 的成果整理

5.1 阶段性成果整理

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不少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喜欢在

工作都结束的时候才向上级进行汇报结果，而这不是一个

好方法，因为有些项目活动周期比较长，可能要持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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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甚至好几个月，如果中途都不汇报的话，领导不指导项

目的进展情况，也不知道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所以，在成果整理的时候，不要等所有项目都完成了

才进行整理，要定期整理（比如每周一次）并向上级进行

汇报。这样有以下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可以让领导指导

自己的工作进度，自己一直在努力推进项目，让领导放心；

第二，如果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在阶段性

汇报的时候义气报告，领导可能会提供员工所需要的资源

或者解决方案，帮助员工解决遇到的困难；第三，有助于

形成最后成果整理的素材，有利于最后成果的整理。

5.2 最终成果整理发表

根据 QCC 小组品质活动的最终成果，整理结果报告，

并进行发表。成果的整理和发表可以提高员工的总结能力

和发表能力，加强员工对 QCC 品质活动的理解和提升成就

感。同时，可以促进相互交流，实现共同提高。

整理和发表的时候，应该以简单清楚的语言进行描述，

切记使用“左右”“可能”等不确定的词语，尽可能以数

据来表现成果，让人一看就懂。

发表最好以专题发表大会的形式进行，邀请主管制造

的负责和主管品质的副总作为主要评委，这样能扩大活动

的影响力，有利于后续类似品质改善活动的推进。同时，

对优秀课题改善和发表小组进行颁奖，使得员工工作的付

出有及时的回报，为其提供正向的激励。使员工产生被尊

重被重视的感觉，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进一步提高员工

的工作积极性和动力。

6 QCC 的注意事项

6.1 全员参与

随着质量管理水平的普遍提高，企业对产品质量的重

视程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企业推行的各种品质改善活

动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在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催生出质量

创新的新模式 [5]。

由品质部门主管，制造部门具体推进的 QCC 品质改善

活动，所有跟品质相关的部门 ( 制造部，技术部，品质部等 )，

都应该参与进行，根据各部门工作相关性的不同视角，开

展发掘和改善活动。相关应该按照 5W1H 的基准来设定目

标，然后根据 5M+1E 的思维方式来挖掘和分析原因，接着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改善对策，最后对改善方向进行

把关，确认改善的实际效果。

6.2 始终如一的执行力

执行力是 QCC 活动的灵魂，是 QCC 活动成果的重要保

证。如果没有执行力，再完美的 QCC 活动也是海市蜃楼。

而 QCC 活动的执行周期相对较长，所以始终如一的执行力

对于活动的整个执行周期内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始终如一

的执行力，活动很有可能会回虎头蛇尾，QCC 的效果也就

打了折扣。

始终如一的执行力要求员工对 QCC 活动中提出并通过

的改善措施方案，按照要求 100% 执行，才能在 QCC 活动

中取得理想的结果。

6.3 标准化管理

高品质的产品必须有高可靠性与高质量的标准化流程

做为基本保证 [6]。在实际工作中，QCC 的活动大部分可能

完成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不再更新，事实上只要工厂在持续

生产，QCC 活动就可以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另外有可能

换了领导之后，新领导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导致项目不

再进行。要改变这种只有短期效果的限制，实现细水长流，

就要实行制度化管理，杜绝或者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导致

的活动不能进行。

具体来看，应该把真实有效的品质改善活动的内容写

入到技术标准、作业规范中。并且在全企业内部进行学习

展开，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教育，保证员工掌握该项

技能，从而提高产品品质。另外，对于标准文件，如果发

生产品变更点或者设备变更点，需要及时进行修订 [7]，确保

标准文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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