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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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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F1键可以得到有关帮助信息。 

 

相关文档： 

BC  在 R/3系统中归档 

CA  凭证管理 

CA  分类指南 

CA  特性指南 

LO  管理物料数据  

LO  批次管理 

LO  后勤信息系统 

MM  采购指南 

MM  库存管理，特殊库存，和库存采样 

MM  供应商评估 

PP  工艺流程 

PP  生产订单 

PP  重复制造 

PP  PI 生产计划－流程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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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SAP联机帮助的约定  

 

 
 

 版本 
R/3版本 3.0 

1996年4月 

 
 

 版权 
� 版权 1996 SAP AG   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SAPAG的许可不得以任何目的和任何形式复制或交流此功能描述的任何部分。 
在没有事先通知用户的情况下公司可以更改此处包含的信息。 

由SAPAG和它的分销商销售的部分软件产品中包含有属于其他软件供应商的软件组件。 

Microsoft�, WINDOWS� 和EXCEL� 和SQL-Server� 是微软公司的注册商标。 

IBM�, OS/2�, DB2/6000� 和AIX� 是IBM公司的注册商标。 

OSF/Motif� 是Open Software Foundation公司的注册商标。 

ORACLE�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 ORACLE公司的注册商标。 

INFORMIX�-OnLine for SAP 是 Informix Software 公司的注册商标。 

UNIX� 是 SCO Santa Cruz Operation公司的注册商标。 

ADABAS� 是Software AG的注册商标。 

SAP�, R/2�, R/3�, RIVA�, ABAP/4�, SAPoffice�, SAPmail�, SAPaccess�, 
SAP-EDI�,  
SAP ArchiveLink�, InterSAP�, SAP Business Workflow�, 是SAP AG的注册商标。 

 

保留所有权利。 

 

 
 

  SAP联机帮助的约定 
 

屏幕文本 用户将在屏幕上看见的单词或字符（其中包括系统信息、字

段名、屏幕标题、菜单名和菜单项）。 

用户输入 用户的实际输入。这些单词和字符请按照文档中所出现的方

式以键盘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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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输入的变量> 用户输入的变量。尖括号表示用户应该用适当的键盘输入来

替换这些变量。 

所有大写字母 报表名称，程序名称，事务代码，表名，  
ABAP/4语言要素，文件名以及目录。 

书的标题 与其他书之间的交叉参考。 

键名 键盘上的键。通常用这种方法来代表功能键（例如， F2键和

ENTER  
键）。 

  

图标 帮助用户识别 

范例
 

范例。范例帮助用户更清晰地理解复杂的概念或作业。 

说明  
说明。说明可以包括象特别的注意或例外之类的重要信息。

注意
 

注意。注意帮助用户避免例如导致数据丢失一类的错误。 

 

具有概述信息的专题。这个图标通常被用来表示章节的  

概述 。 

1
2 3  

具有过程信息的专题。这些专题告诉用户有关R/3系统中    
的逐步执行的过程。 

 

具有处理信息的专题。处理专题描述了 R/3 业务处理。 

 

具有概念信息的专题。这些专题解释了用户用系统来       
完成业务过程时所需的概念和背景信息。 

 

 

 

 
 

 质量管理模块的的功能和特征 
本节提供了质量管理(QM)模块中功能的简要概述. 

QM模块中的功能概述 

QM模块的广泛功能 

QM模块的内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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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M模块中的功能概述 
ISO9000系列标准定义了质量管理功能和一个质量管理系统的要素。SAP质
量管理  
模块中的功能支持这样一个系统中的必要要素。SAP系统中的其他集成模块

补充此  
机能。 

ISO标准要求质量系统在一个组织中渗透所有过程。按照质量循环，任务优先

级已经 
从生产（实际阶段！转变为制定质量生产计划和产品开发（计划）、采购和

销售&分 
销，以及整个使用阶段。在生产领域中，质量保证已不再被片面视为检验和

消除缺  
陷的手段。相反，生产自身已成为注意的焦点。 

正如同由于ISO9000标准导致对质量管理系统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一样，计算

机辅助  
质量管理（CAQ）也必须被重新定义。因为一个孤立的CAQ系统无法执行一

个质量 
管理系统的广泛的任务，所以计算机集成质量管理（CIQ）是一个更合适的

术语。  
SAP系统通过把质量管理功能集成到受影响的应用自身中（例如采购、仓库

管理、  
生产和销售/分销）而不是把它们作为孤立的CAQ系统的代表来考虑这一点。

SAP改 
进的结果是使质量指导中被描述的过程能在电子数据处理（EDP）系统中被

执行和  
自动操作。 

SAP系统中一个质量管理系统要素的表示不仅仅是QM模块的责任。相反，

R/3系统 
必须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在这个整体中所有被集成的模块都起到自身的

作用。  
例如在SAP系统的结构中，人力资源（HR）模块处理职员相关事件，控制（CO）  
模块处理相关质量成本的管理，而工厂维护（PM）模块处理测试设备的监测，

质量 
管理模块作为后勤支持系统应用程序的一部分来处理制定质量计划、质量检

验和质  
量控制的传统任务。例如，它在采购的产品确认、质量凭证和问题处理中支

持质量  
管理。 

QM模块中的功能被分成下列两大方面以区分关于CIQ和CAQ的任务： 

· QM模块的广泛功能 （CIQ） 

· QM模块的内部功能 （C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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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M模块的广泛功能 
因为只要一个集成系统就能支持一个质量管理系统中所有按照ISO9000所应

具有的  
要素，所以SAPR/3系统中的质量管理集成提供了巨大的优势，集成允许质量

管理功 
能影响公司中所有的过程，并以此影响一种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 

QM模块使用SAP系统的集成来把质量管理和那些其他的应用诸如物料管理、    
生产、销售/分销和成本会计等连接起来。一个由货物接收而自动触发的检验  
就是一个例子。 

QM模块被和下列后勤支持系统应用程序的主数据和过程集成起来： 

· 物料管理（采购、库存管理、仓库管理、制定物料需求计划） 

· 生产（工作计划、车间控制） 

· 销售和分销（交货、创建质量证书） 

为了防止相关数据被过多地记录和存储，QM模块支持和其他应用程序间的数

据  
交换，例如，当一个检验被触发时，由一次货物接收过帐产生的关于物料、

供应  
商和批量大小的信息被自动传输给检验批量数据记录。 

在QM模块中的CIQ任务 
QM模块满足一个 CIQ 系统的下列功能： 

一般功能 

· 在物料主记录中集成QM检验数据 

· 管理供应商和客户或销售部门的物料相关的质量信息 

· 把质量特性和物料说明中的检验特性连接 

· 管理中央凭证管理系统中的质量相关凭证 

· 把质量检验以及问题处理（质量通知单）的任务同SAP工作流程功能连

接起来 

物料管理 

· 下达供应商 

· 管理供应关系的下达状态（例如，为标准交货或其他类型交货） 

· 在质量基础上评估供应商 

· 管理和调度供应商相关的技术性交货条款和质量保证协议 

· 触发货物接收检验 

· 要求并监测质量证书的接收 

· 触发货物移动（例如货物接收）的检验 

· 在检验期间管理货物的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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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制订物料计划的目的而考虑检验库存中的货物 

· 把检验结果传输给批次分类 

· 管理采购中的问题 

生产 

· 集成检验计划和工作计划 

· 在生产期间触发检验 

· 连接检验和生产工序 

· 支持被集成的加工和质量数据的确认 

· 在控制图表帮助下监测生产质量 

· 管理一个单个物料的具有不同定性特性的部分批量 

· 管理生产中的问题 

销售/分销 

· 在创建交货单时触发一个检验 

· 自动为交货创建质量证书 

· 管理销售和分销中的问题 

控制 

· 处理评估和不合格成本 

 

参阅： 

后勤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生产中的质量管理  

销售和分销中的质量管理  

 
 

  QM模块的内部功能 
QM模块的内部功能并不和其他模块的数据或过程发生直接的相互影响。QM
模块执 
行一个CAQ系统中的下列模块： 

质量计划 

· 对质量计划和检验计划进行基本数据的管理 

· 物料说明 

· 检验计划 

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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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检验 

· 具有检验计划选择和样本计算的检验处理 

· 打印采样和检验的车间文档 

· 记录结果和缺陷 

· 做出使用决策并触发后续行为 

质量控制 

· 在质量级别历史的基础上的动态样本确定 

· 使用质量控制图表的统计处理控制技术的应用 

· 检验批量的质量记分 

· 用于处理内部或外部问题并开始修正活动以改正问题的质量通知单 

· 被连接到SAP工作流程功能的检验批量处理和问题处理 

· 检验和检验结果的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QMIS） 

· 质量通知单的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QMIS）  

参阅： 

QM模块中的质量计划  

QM模块中的质量检验  

 
 

后勤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本节在后勤过程的采购、生产和销售/分销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在R/3系统

的业务 

相关应用中集成QM模块的简要概述。 

后勤过程中的QM：概述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 

生产中的QM 

销售和分销中的QM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后勤过程中的QM：概述 
在R/3系统中， QM模块被集成在下列后勤过程中： 

·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  

· 生产中的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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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和分销中的QM  

质量检验和检验批量在这些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检验批量数据记录，通常被叫做检验批量，从创建到被归档为止执行了许多

不同    
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一次检验要求；一个事件的发生使执行一

次质  
量检验变得十分必要。在检验过程中，检验批量成为记录检验当前状态的中

央控  
制记录 。它是所有检验数据包括检验说明、检验结果和使用决策等的资源库。 

质量检验通常不被质量部门触发。在大多数情况下，进行一次检验的要求从

后勤支  
持系统链中的多种应用中产生（例如，从物料管理或生产中产生）。在那样

的情况  
下，R/3系统中被影响的模块创建检验批量并把它们置于QM模块控制中，当

然，质  
量部门或有正当权限的其他部门也可手工创建检验批量。 

参阅： 

QM模块中的质量计划  

QM模块中的质量检验  

 检验批量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 
QM模块被包含于采购过程的下列决策制定阶段：查询、供应商选择、采购订

单、货 
物订单、收货、收到检查和收货数量的下达。 

供应商下达 
质量部门为一种被指定的物料下达一个供应商，它可以限制或限定下达的数

量。如  
果供应商一直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则质量部门可以冻结由此供应商供应的特

定物料  
的查询、采购订单或收货。 

查询 
供应商作为查询的一种补充，可以自动接收由质量部门定义的物料技术性交

货    
条款。如果物料必须由质量部门下达，则会相应地通知采购经销商。 

供应商选择 
物料管理（MM）模块通知采购经销商有关供应商的可靠性和价格习性，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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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提 
供关于早先交货货物的质量和供应商的质量管理系统的信息。为此目的，系

统具有  
为供应商评估而自动更新的汇总质量记分。 

在许多工业企业中，供应商必须维护符合被认同的标准（例如，ISO9003）
和被信  
用组织证明了的质量管理系统。QM模块允许定义所需的质量管理系统，观测

并评估 
供应商现有质量管理系统和比较供应商。 

采购订单 
当采购订单被发出时，必须由质量部门下达供应商来交付有问题的物料（如

果此要  
求被指定）。供应关系的下达必须被限制在一个指定期限的时间和一个指定

的数量  
中。通过采购订单，供应商自动接收有关最近技术性交货条款和当前有效质

量保证  
协议的信息，并有义务在交货中交付一份质量证书。 

在供应商前提下的检验 
有时候，在供应商前提下的检验会取代收货检验。在那样的情况下，系统允

许用户  
监测计划的交货日期并及时为收到日期创建检验批量。 

收货 
如果对一种物料要求证书，则证书必须在接收货物前可用。可以对每一个单

独的采  
购订单项目、批次或收货要求证书。 

一般来说，收到货物的数量被过帐到收货检验的持续期的检验库存中。这种

库存属  
于类别“不可用”。它在检验批量处理的范围内被单独管理并且不能通过使

用物料  
管理功能使它被单独过帐。物料需求计划（MRP）部门也要考虑到收货检验

的持续  
期。 

检验并下达收货批量 
检验批量处理在收货时被自动触发。除了收货凭证之外，系统也创建一个检

验批量  
记录。此外，它选择一个合适的检验计划并为所有基于质量级别的检验特性

决定样  
本的大小。此时，检验可被初始化，并且必需的凭证，例如样本绘图指令和

检验指  
令等可以被打印出来。 

质量检验 

当在QM模块中处理一个检验批量时，检验者必须对被检验的货物做出一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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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决  
策，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用户有权限做出撤消，则检验批量数量可以被事先

从检验  
库存中撤消。一般来说，在同使用决策连接时，库存过帐发生在检验完成之

后。 

使用决策 

在检验完成后，被接受的检验批量数量被过帐到非限制使用库存。对于被拒

收的数  
量可以有一个特殊的过帐。当收货数量被下达时，QM模块不再有管理库存的

责任。 

系统通过使用决策来更新质量级别并使检验批量质量记分可被用于供应商评

估。它  
也更新与物料和供应商相关的质量信息记录中的所有数据。例如，一旦检验

批量被  
接受则供应关系状况被从原型交货改变为生产交货。 

后继行为 

在做出使用决策后，系统可能触发一个附加系列的被单独设计的后继行为，

例如，  
如果接收了有缺陷的货物，将会通过一封索赔信或一份系统支持的质量通知

单来通  
知供应商。 

供应关系的状态 
QM模块监测供应关系如何被下达，用户可以定义某种状态，例如原型、初始

系列或 
生产系列。这些状态代表了一个供应商的物料交货必须依次通过的阶段。然

后系统  
创建具有符合供应关系状态的检验批量类型的检验批量，并在使用决策的基

础上自  
动更新状态。 

 
 

  生产中的QM 
集成的计划 
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工序和检验工序逐渐变得更为相互依赖或者说被组合在一

起。从  
而使来自生产和质量检验领域的工作小组共同创建工艺流程。 

检验工序 
可以把QM检验特性集成到生产计划（PP）模块的工作计划和生产处理作业

中。    
可以为一道生产工序创建特性（检验特性或过程特性）并可把测试设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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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资源和工具进行分配。可以在相同的生产工序中组合生产和检验作业。在所

有其  
他方面，此工序被看作一道生产工序。 

检查批量 
当创建一份生产订单时，系统也为管理所有工序的检验说明和检验结果而创

建一个  
特殊的检验批量记录。 

确认 
可以把QM模块中的检验结果的确认和PP模块中的生产工序确认连接起来。 

检验间隔 
工艺流程可以事先规定生产经营的有规律的检验间隔。可以在时间、数量或

事件的  
基础上定义检查点，在检查点的帮助下，具有过程特性或检验特性的生产过

程可以  
被持续监测。 

部分批量 
一份生产订单的总数量可以在几个部分批量中被处理。例如，如果生产订单

的数量  
有不同的质量，这就可能是必要的。如果最终产品在批次中被维护，那么当

生产订  
单被完成时，部分批量可被分配给单独的批次。检验结果将被用作批次特性

值。 

控制图表 
在生产期间，可以应用统计性过程控制（SPC）技术来监测和控制生产过程，

其中  
包括使用控制图表来显示样本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控制图表是记录生产过

程中的  
质量趋势的图形工具。 

QM模块支持下列具有正态分布模式的检验特性的控制图表类型： 

· 有允差极限的平均值图表（接收图表） 

· 无允差极限的平均值图表（图表） 

· 标准偏差图表 

在结果记录期间更新并显示控制图表。系统在当前检验结果或先前检验结果

的基础  
上计算请求的动作限制和警告限制。一个控制图表可以包括几个检验批量或

生产订  
单。虽然控制图表主要在生产期间被用于QM的应用程序，但它们也可被用于

其他来 
源的检验批量（例如，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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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能力索引 
当基于检验结果和检验特性差异计算的平均值被视为与计划者设置的预定义

限制相  
关时，将创建一个处理能力索引。 

参阅： 

生产中的检验（有检验点）  

控制图表  

 
 

  销售和分销中的QM 
货物的检验 
在销售处理范围中，系统允许货物在交货单（通常指交货）的基础上被检验。

当创  
建交货时，系统也自动创建一个检验批量。既然系统没有预先规定任何指定

过程，  
那么，就可以灵活地协调领货和检验的过程。 

批次说明 
如果一种物料的库存以批次的形式被管理，则QM模块可以自动把检验结果传

输给批 
次说明。通过这种方式，批次可以在指定批次特性的基础上被选择。 

证书 
在一些工业中，在交货中包括质量证书是一个惯例。质量证书证明了一个批

次的物  
料说明或检验结果。证书由SAP系统中的中央信息控制功能触发。当发运单

据被创  
建时，证书将被打印出来。 

为了能使用证书处理能力，用户必须： 

· 设计证书页面设置的格式（使用 SAPscript） 

· 创建证书概要来表示被包含于证书中的特性 

· 分配诸如物料一类的主数据 

· 决定分配证书（接收者，语言，发送方法）的方法 

· 提供用几种语言记录信息的手段 

一旦达到了这些要求，系统就自动产生质量证书并通过下列输出设备来分配

它们： 

· 打印机 

· 传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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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 接口（为以后的版本而设计） 

系统可以使用SAP ArchiveLink功能来将质量证书存储在光学存档中。 

当创建质量证书时，系统从环境中获得信息。其中包括的数据来源于： 

· 质量管理 

- 检查量 

- 使用决策 

- 检验结果 

· 物料管理 

- 物料主记录 

- 批次主记录 

· 销售和分销 

- 交货 

- 销售订单 

- 用户主记录 

索赔 
偶尔用户会对发送的货物不满意。用户索赔可以由QM模块的质量通知单组件

处理。 

参阅： 

销售和分销中的质量管理  

 
 

 QM模块中的质量计划 
本节提供了关于检验计划和处理所必需的基本数据的概述。在创建一个检验

批量和  
记录检验结果前，必须维护系统中的基本数据。 

质量管理数据：概述 

QM模块中的基本数据 

QM指定的基本数据 

检验计划的基本数据 

 
 

  质量管理数据：概述 
可以在质量管理模块和其他SAP应用程序中维护与检验计划和检验批量处理

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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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创建一个检验批量或记录检验结果前，必须维护检验计划的基本数

据。 

在QM模块中质量计划要求下列数据： 

· QM模块中的基本数据  

· QM指定的基本数据  

· 检验计划的基本数据  

查阅： 

图示： 检验计划中主数据的使用  

质量管理模块的的功能和特征  

QM模块中的质量检验  

 
 

  收货中QM指定数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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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收货
凭证

检验目录

检验计划

检验批量

检验结果

使用决策

供应商主记录

质量信息记录检验方法
主检验

特性

质量级别
记录

技术性
交货
条款

工作中心
测试设备
动态

修改规则

物料主记录

协议

 
 

 

  QM模块中的基本数据 
QM模块和其他后勤支持系统应用程序一起使用： 

· 物料主记录，供应商主记录和用户主记录 

· 信息记录 

· 凭证管理功能 

· 物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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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主记录 
物料主记录被几个后勤支持系统应用程序使用并作为一个重要的集成要素起

作用。  
物料主记录控制：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例如，它参考例如技术性交货条款之类的质量凭证

以规定  
是否在交货中包括一个证书。 

     质量检验处理。在其他项目中，物料主记录决定是否进行一次质量检验，

是否  
执行具有或不具有检验计划的检验，以及是否特性结果必须被记录。能

为每一  
个检验批量来源（例如，收货和生产）或检验类型（例如，原型检验或

生产系  
列检验）确定以上内容。 

信息记录 
质量管理中的部分过程不仅取决于物料，而且取决于诸如供应商或销售组织

一类的  
对象类型。由于这个原因，存在与那样的对象链相关并提供质量管理附加信

息的主  
数据和信息记录。外部采购物料的下达就是一个例子。下达适用于一种指定

物料和  
它的供应商。除了关于物料的下达和冻结状态的信息之外，这个对象链的信

息记录  
也包括关于供应关系的状态和质量凭证参考（例如，质量保证协议）的信息。 

由于系统为一种物料的各个修正级别管理单独的信息记录，所以主数据的变

化可以  
由供应关系反应出来。 

质量凭证 
所有质量相关凭证，例如质量保证协议，技术性交货条款或检验绘图等都在

后勤支  
持系统的通用凭证管理功能中被统一管理。 

通用凭证管理功能的特征，尤其是其状态和版本管理能力，保证了质量凭证

的应用  
要求均能被满足。凭证管理功能也可以管理外部凭证，例如PC文件。 

物料说明 
如果一个公司使用批次管理功能，则批次管理功能可以通过把物料分配给批

次和把  
指定值分配给分类特性来在公司范围的基础上创建物料说明。 

在物料说明中，分配给批次类别的质量特性可以和QM模块中相应的检验特性

连接起 
来。 物料说明中的缺省值被用于创建一个检验说明。该检验说明可以在工厂

级别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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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代替检验计划。 

物料说明也决定了为哪一个分类特性提供被记录在检验中的相应检验特性

值。此外  
物料说明控制检验结果被自动传输到被分类的批次的过程。然后可以在销售

和分销  
中在批次特性值的基础上选择批次。 

参阅：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QM指定的基本数据 
QM模块的基本数据包括： 

· 检验特性 

· 检验方法 

· 目录 

· 样本确认的基本数据 

这个独立的主数据是用于创建检验计划的标准部件。检验方法和目录被用数

种语言  
维护并且从属于一个状态管理功能。 

检验特性 
在系统中检验特性被作为主记录存储。分类系统提供一种系统定义、检索和

再次使  
用主检验特性的手段。一个版本管理功能确认所有变化均被记录。 

主检验特性在检验计划中被用作标准部件，它们确保了检验计划被系统地，

统一地  
和高效地执行。系统为维护检验计划而提供中央用途反查清单和替换功能。

也可以  
把主检验特性作为复制模式来创建检验计划特性。 

主检验特性在物料说明中被分配并且提供了在物料分类中与一般特性的连

接。 

参阅： 

主检验特性  

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描述了执行检验的过程。检验方法被分配给检验特性。系统提供中

央用途  
反查清单和替换功能来帮助检验计划者维护主数据。版本管理功能可以确保

所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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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均被记录。 

参阅： 

检验方法  

目录 
如果使用文本来描述一个属性（例如，一个定量检验特性的检验结果），则

不同的  
人会使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相同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使用层次组织来描

述那样  
的定量特性，如特性属性，缺陷类型，缺陷原因或使用决策等，则所有术语

将被统  
一定义。这使得数据的经常记录和以后的数据评估变得更容易。 

分类的术语被用代码的形式描述。这些代码被依次组织成代码组。这些代码

和代码  
组伴随着采用了一种或几种语言的说明性文本而出现。可以从一个或多个代

码组中  
选择代码并把它们组合到选择集 中。 

 

参阅： 

检验目录  

样本确定的基本数据 
样本的自动确定是检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使用下列基本数据来确定样

本： 

· 采样过程 

· 动态修改规则 

· 采样计划 

QM模块按照 MIL-114 或ISO 3951的标准用定量检验的单步采样计划支持

采样过  
程， 也按照MIL-105D，DIN40080或ISO2859标准用定性检验的单步采样计

划支  
持采样过程。 用户指定的采样计划（具有或不具有AQL值和从自动阶段变化

到略过  
的规则）能被轻松地集成。也可以补充特定工业的过程，如在系统中汽车工

业中的  
供应者使用的Q101标准。 

采样过程 
采样过程描述了如何确定样本大小并评估检验特性。必须为一个采样过程维

护下列  
数据： 

· 采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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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系统中支持以下采样类型： 

- 100% 检验 

- 在一个百分比基础上的样本 

- 固定样本 

- 按照采样计划得到的样本 

在生产的检验中，可以使用特殊的采样过程来指定样本大小和检验间隔。 

· 评估模式 

评估模式定义了接受或拒收一个特性或样本的规则。评估模式与采样类

型    
无关。 

· 独立的多次采样 

可以为和同一个检验特性相联的几个样本设计独立的多次采样，并记录

检验    
结果。这些样本中的任意一个均可以包含数个值并且每个样本在单独的

样本  
结果基础上被单独评估。特性结果按照最差情况的原则被自动确定。如

果这  
条规则不能适合用户的需要，则用户可以用他自己的功能模块取而代之

执行  
这个评估。 

动态修改规则 
在采样过程和动态修改规则的帮助下，检验的范围符合当前的质量级别。动

态修改  
规则适用于一个计划中的所有检验特性或只适用于指定的检验特性，以为检

验批  
量或单独检验特性执行动态修改，这一点取决于基于上一次检验的检验范围

的扩  
大和缩小，是否由检验批量的评估或单独检验特性的评估所控制。样本的大

小在  
100%检验和略过之间，也可在采样计划的不同检验严格度之间切换（例如，

严格、 
普通或宽松）。 

采样计划 
采样计划在系统中独立于采样过程而被作为主记录存储。 

参阅： 

动态修改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选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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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选择集为一个定量问题提供多种答案。特性属性和使用决策目录的选择

集包含  
有额外的信息。 

属于一个选择集的所有特性属性均包括补充信息“接受”或“拒收”，以及

缺陷级  
别。 

属于一个选择集的所有使用决策都包括一个质量记分和自动后继行为的缺省

值，也  
包括补充信息“接受”或“拒收”。 

 
 

  检验计划的基本数据 
检验计划定义了检验工序每道工序中应被检验的特性和在检验中使用的测试    
设备。检验计划是主数据的一部分。参阅下列章节中检验计划的信息： 

· 检验计划的目的  

· 检验计划的结构  

参阅：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检验计划的目的 
在QM模块中，检验计划定义了检验工序每道工序中应被检验的特性和在检验

中使 
用的测试设备。检验计划是主数据的一部分并且和生产中的工艺流程相同。 

检验指令 
检验计划不应和检验指令相混淆。执行一次检验的请求通过物料的一个检验

批量的  
存在而被记录在系统中。在物料的有效检验计划和当前质量级别的基础上，

检验者  
收到一个检验指令。该检验指令定义了在此检验批量中每一个检验特性的检

验范    
围。检验指令适用于一个指定的检验批量并且不是主数据的一部分。 

计划分配 
检验计划被分配给将被检验的物料。此外，计划也可以取决于检验批量的来

源而被  
分配给供应商或客户。单个的检验计划可以被分配给数个物料、供应商或客

户。 

计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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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划被用于检验的指定类型，例如普通收货检验或标准系列检验。因此

一种物  
料可能有许多有不同用途和分配的检验计划。 

在生产期间的检验中，工艺流程取代了检验计划而被使用。检验特性存储在

工艺流  
程中，而不是存储在生产工序或检验工序中。 

工程更改管理 
工程更改管理功能控制几个后勤应用程序对相关主数据的更改。检验计划和

物料主  
记录、物料清单、工艺流程及凭证一起被连接到这个更改服务上。除了更改

号码和  
更改描述外，一个更改主记录还包括一份主记录受影响类型的清单和更改的

有效日  
期。 

如果已被更改的物料存在数种修正级别，则系统也可以管理相应于修正级别

而被更  
改的检验计划。如果为这样的物料创建检验批量，则系统将自动选择适合物

料的当  
前修正级别的检验计划。 

参阅：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检验计划的结构 
检验计划由下列要素构成： 

· 检验计划表头 

检验计划表头包含多种管理性数据，其中包括负有相关责任的检验计划

小组、 处理的状态、控制检验范围的动态修改规则、对物料（如果适用，

还有供应 
商或客户）的计划的分配。 

· 检验工序 

检验工序是检验计划表头的下级。检验工序包括程序上的信息，也包括

相关于  
检验处理作业（例如，工作中心计划日期，评估成本）的附加信息。 

可以从参考工序集中创建检验计划。参考工序集中包括能被用作标准部

件来创  
建检验计划的工序。 

· 检验特性 

检验特性是一道检验工序的下级。检验特性包含对于被检验内容、检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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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过程、动态修改规则并取决于特性类型而对检验与结果记录的定性

或定量  
说明的描述。检验特性也可以包括仅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当计划被用

于指定  
物料和指定客户时）适用的特殊说明。如果检验计划制订者想指定物料

相关目  
标值时，通过这种方式就不必创建多余的检验计划。 

测试设备 

测试设备也是检验计划基本数据的一部分。可以把测试设备分配给一道检验

工序和  
一个检验特性。用户可以分配设备的一个指定部分、一种物料、一个凭证，

例如一  
个图形或其他任何类型的一般生产资源或工具。如果一个检验特性的值将用

测试设  
备的一个部分进行计量，则应当把这部分测试设备分配给此检验特性。 

参阅： 

图示：主数据在检验计划中的使用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图示：主数据在检验计划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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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划表头

物料号码

动态修改规则

物料主记录

动态
修改规则

工作中心记录

参考

工序集

物料主记录

PRT主记录

检验方法

采样过程

检验目录

主检验
特性

检验工序

检验特性

测试设备

特性 号码

检验方法

采样过程

/代码组 代码

( )设备 号码

/设备组
类别

( )物料号码

工作中心

参考工序集

 
 

 

 测试设备 
测试设备的基本数据来源于生产资源和工具（PRT）而不是QM模块。生产资

源和工 
具取决于目前的工作而可由SAP系统中不同的主数据代表： 

· 设备 

· 物料 

· 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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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项 

中央生产资源和工具模块支持测试设备的管理。它监测分发、返还和生产资

源及工  
具的状态。 

工厂维护（PM）模块支持测试设备的维护、修理和校准。 

 
 

 QM模块中的质量检验 
质量检验在质量管理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本节提供了如何执行检验批

量的质  
量检验的概述。 

质量检验：概述 

检验批量处理 

QM模块中的检验结果 

记录特性结果 

记录缺陷 

完成检验 

子系统的接口 

 
 

  质量检验：概述 
质量检验在质量管理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质量检验由质量计划提供的

信息支  
持而为质量控制提供重要的数据。为包含指定物料的单独检验批量执行质量

检验。 

如果为某种物料而激活检验处理的QM模块功能，则QM模块监督检验批量的

创建、 
样本的确定、检验结果的记录、使用决策的做出，如果必要的话，还有库存

的管理  
等工作。 

下列步骤定义了执行一次检验所必需的作业： 

1. 创建并处理一个检验批量 

当一个检验批量已被创建时，系统中发生下列作业： 

- 一个检验计划被分配给检验批量 

- 样本被计算 

- 物料数量被过帐到检验库存（对于数量相关检验批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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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样本并检验货物 

3. 记录检验结果  

当检验结果已被记录时，则检验特性将接着被评估和完成。 

说明  
此步骤仅在执行一个具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检验的情况下适用。 

4. 完成检验和做出使用决策。 

使用决策和质量记分被用于评估供应商及做出其他评估。 

当已做出使用决策时，质量级别被相应更新。例如，系统确定是否应对

下次检  
验的检验阶段作出更改。 

5. 如果后继行为已被使用决策代码规定，那么执行它。 

如果执行一个不具有检验计划的检验，则系统并不确定一个样本大小。在这

种情况  
下，当创建检验批量时或系统在物料主记录中定义的检验类型的检验百分比

基础上  
计算样本的大小时，可以输入样本的大小。 

参阅： 

质量管理模块的的功能和特征  

 检验批量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检验批量处理 
检验批量的重要性 
为了能够执行一次检验，用户欲检验的物料必须存在一个检验批量。执行一

次质量  
检验的请求被通过一个数据记录来记录在SAP系统中。该数据记录包含所有

检验批  
量处理有关的信息：检验批量来源、检验范围、处理状态等。 

检验批量也作为管理检验说明、检验结果、评估成本和使用决策的基础而起

作用。  
在物料主记录中在工厂级别上为每一种检验类型定义检验过程中的单独步

骤。对于  
大多数部件来说，这些步骤可被自动完成。 

因为检验批量使用了后勤支持系统对象的一般状态管理功能，所以它被连接

到信息  
控制和SAP工作流程功能上。用户可以根据检验批量的状态而命令系统把被

选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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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传输给预定义的分配表以及为进一步的处理而触发某些任务。 

本节描述了如何处理具有不同检验批量来源的检验批量。检验批量可以为生

产中的  
一次检验假定特殊的属性。 

检验批量的创建 
可以手工创建检验批量，也可以通过下列作业而使系统自动创建检验批量： 

· 物料管理模块中的货物移动 

- 收货 

- 发货 

- 库存调拨 

· 在销售和分销模块中的交货的创建 

可以为一份已被下达的生产订单创建一个检验批量。此外，系统可为一份生

产订单  
创建一个具有特殊属性的检验批量。 

还有其他可引起自动创建检验批量的作业。 

一旦检验批量被创建，则许多额外的、被自动执行的步骤，作为检验批量处

理顺序  
的一部分而紧接其后。在物料主记录中包含的QM检验数据，确定这些步骤是

否被执 
行以及如何执行。另外，检验计划中的说明和质量级别也会影响这个过程。 

检验计划选择和样本计算 
系统为具有一个检验计划的检验类型，选择适合物料和检验批量来源的检验

计划。  
如果一个物料说明可用，则系统可以用此说明来定义独立于检验计划之外的

检验说  
明。 

如果检验结果将在特性基础上被记录，则系统使用质量级别来为检验计划中

的所有  
检验特性确定样本大小。 

车间文档 
检验说明是车间文档被打印和检验结果将来被记录的基础。下列是通常所需

的车间  
文档的范例： 

· 采用和管理样本的质量（样本图表指令） 

· 检验指令 

在 SAPscript 页面设置集的帮助下，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设计车间文

档。 

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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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车间文档已被打印，则指定人员必须按照被包括在样本图表指令中的信

息来采  
用检验所需的样本。而这些样本必须被分送到为每道工序指定的工作中心。 

检验可以从此时开始。检验者必须执行检验指令中描述的步骤。检验指令为

每道检  
验工序描述了测试设备和检验特性，同时也为每个检验特性描述了检验方法、

缺省  
值和样本的大小。如果检验指令格式被设计得适合检验结果，则检验者可以

用检验  
指令格式来记录检验结果。然后检验者必须在系统中用一种指定格式来确认

检验结  
果。 

记录检验结果 
可以以检验批量为参考，记录检验结果。QM模块识别两种格式的检验结果。

检验者 
可以： 

· 记录已被计划或未被计划的检验特性的结果 

· 记录被确认的缺陷 

一旦已经记录了检验结果，则系统以接受或拒收方式来评估特性，如果这样

做，则  
系统将被记录的特性值同定量或定性的说明以及采样计划相比较，然后以接

受或拒  
收方式来评估它们。 

检验完成和使用决策 
在已记录了检验结果或检验被取消后，检验者或其他有权限的个人必须做出

检验批  
量的使用决策。当这一步完成时，检验结果将不能再被更改。如果所有检验

特性均  
未被拒绝，则系统会自动做出使用决策。 

参阅： 

QM模块中的检验结果  

完成检验  

子系统的接口  

后勤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QM模块中的检验结果 
QM模块识别两种格式的检验结果。检验者可以选择确认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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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已被计划或未被计划的检验特性的特性结果 

· 缺陷  

如果缺陷被确认，则系统可以用缺陷记录自动补充特性结果。为了记录特性

结果，  
用户必须为检验批量分配一个检验计划，并且样本必须已被计算。而这一点

对于记  
录缺陷来说并不必要。 

 
 

 记录特性结果 
按照检验计划中的说明来记录和评估特性结果。在结果记录期间可以定义未

被计划  
的特性（即未被包括在检验计划中但却在检验中被处理了的特性）。只有在

相关控  
制特性被接受或拒收的情况下才必须检验条件特性。用户也可以记录可选择

特性或  
被略过特性的检验结果。系统也支持所知的例如被计算特性等特殊类型的特

性。用  
户不记录被计算的特性的结果。相反，系统在从其他特性得出的结果的基础

上计算  
这些特性的结果。 

可以为下列特性类型确认其检验结果： 

· 定量特性（已计量值的记录） 

· 定性特性（定性属性的记录） 

· 替代特性（记录一次接受或拒收） 

根据将在何种明细程度来记录检验结果而有几种记录格式可供选择： 

· 每个检验特性的汇总值 

· 每个特性的几种计量的分类结果（在值分类中的数值） 

· 从每个检验特性的几种计量中得到的单个值（必要的话，可以把被检验

单位  
的序列号分配给被测值） 

在结果已被记录后，每个检验特性被评估为接受或拒收然后就被关闭。只要

未做出  
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就还可以对已被关闭的特性做出更改。系统用更改凭

证记录  
所有的更改。 

独立的多次样本 
如果采样过程支持的话，可以为每一个检验特性记录许多样本的结果，在结

果记录  
期间，可以采用比在采样过程中指定的数字更多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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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模式 
下列评估模式可在特性值和值类别的级别上使用： 

· 手工评估 

· 基于定量特性的允差范围的决策 

· 基于定性特性的属性代码的决策 

存在可被用于特性级别的附加评估模式。它们被用于代表下列事物的采样计

划： 

· 具有单侧或双侧允差极限的一次不定检验 

· 基于不合格单位数或缺陷数的一次属性检验 

具有独立多次样本的特性需要一个样本级别上的附加评估规则。在标准系统

中，这  
是在使用最差情况原则的最差样本的基础上的评估。 

用户可以在不必做任何程序修改情况下在系统中集成用户指定的评估规则。 

缺陷份额 
一旦结果已被记录，则系统为所有特性确定不合格单位的份额，并用此信息

计算检  
验批量中的不合格单位份额。这些缺陷份额可以被用于确定检验批量的质量

记分。 

参阅： 

检验结果  

动态修改  

 
 

 记录缺陷 
可以在有或没有检验计划存在的情况下记录缺陷。如果一个检验计划可用，

则可以  
把已被记录的缺陷分配给一道检验工序或分配给包括于检验计划中的检验特

性。 

既然可以在有检验计划的检验中记录缺陷和特性的结果，则一个检验批量的

结果可  
以包括被确认的特性结果和缺陷数据。 

缺陷数据记录可以包括有关下列方面的信息： 

· 缺陷类型 

· 缺陷位置 

· 缺陷原因 

· 修正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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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陷评估 

当记录缺陷时，使用目录代码来清晰地描述缺陷数据。目录代码被描述性的

文本补  
充。如果缺陷将被定量评估，则也可以单独定义一个计量单位。 

由用户为不同类型的检验而定义的报表类别来确定缺陷数据记录中实际包含

的    
信息。 

根据缺陷信息的详细程度，有两种记录缺陷的基本方法： 

· 每种缺陷类型的缺陷数的汇总记录 

· 具有被检验单位序列号的所有单个缺陷的单独记录 

一般不希望把系统性的和必然的缺陷同随机产生的缺陷混同起来。因而系统

会区分  
这三种类型的缺陷。 

如果用户愿意，可以用质量通知单的格式来处理缺陷数据记录。如果发生了

一个特  
殊的令人 厌烦的缺陷，用户可以，也应当在记录缺陷时立即创建一个质量通

知单。 

参阅： 

缺陷记录  

 
 

 完成检验 
使用决策 
在检验结果已被记录或检验已被取消后，检验者或其他有权限的人员必须做

出检验  
批量的使用决策。一旦做出使用决策时，便不能再更改检验结果。如果所有

的检验  
记录均未被拒收，则系统会自动做出使用决策。 

如果做出了所需文档的物料的使用决策，则在下列情况下决策必须包括一个

说明： 

· 如果检验被取消 

· 如果使用决策不符合检验结果;例如，如果批量 

- 被接受，但有一个检验特性被拒收 

- 被拒收，虽然所有检验特性均被接受 

用户仍可在以后更改使用决策。然而，所有更改被系统在更改凭证的基础上

记录下  
来。 

质量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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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做出使用决策时，系统按照物料主记录中定义的运算法则来计算检验批量

的质量  
记分。有几种一般过程可供选择。例如，可以在下列基础上确定质量记分： 

· 使用决策代码 

· 检验批量中的缺陷份额 

· 特性的缺陷份额 

如果必要，用户可以执行用户自己的用来计算质量记分的功能。 

质量级别 
系统按照检验特性和检验批量的评估来更新物料的质量级别。质量级别是一

种在检  
验计划中定义的动态修改规则的基础上，为下一个检验批量中所有特性定义

检验阶  
段的数据记录。在参考与检验批量相关的物料和检验计划的情况下更新质量

级别记  
录。在参考其他准则，例如供应商等的情况下，质量级别记录也可以取决于

检验批  
量来源而被更新。 

一旦已做出使用决策，系统将在质量管理信息系统（QMIS）中更新汇总数据。 

后继行为 
使用决策可能触发一系列可由用户设计的自动后继行为。如，如果一个检验

批量被  
拒收，则系统可以给采购部门发送一条信息并打印出一份给供应商的索赔信。 

略过库存 
如果系统允许一种物料具有略过批量和自动使用决策，则在质量级别允许发

生的情  
况下，系统可以在没有任何操作员介入的情况下自动处理检验批量。然而在

一个有  
限的时间期限内，用户可以干涉这个自动过程并做出其个人的使用决策。对

于由货  
物移动而创建的检验批量而言，系统将立即对非限制使用库存（略过库存）

中的检  
验批量进行过帐。 

参阅： 

检验完成  

 
 

  子系统的接口 
R/3系统有几个能连接到外部子系统上的开放接口。除了后勤支持系统中的接

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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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QM模块也有一个能被用于交换检验数据（特别是检验说明和检验结果）

的接  
口。这个接口就是QM-IDI接口 。 

这个开放接口使用远程功能调用技术并主要用于已测值从子系统中的自动传

送。它  
也被用作实验室中检验处理的实验室信息系统（LIMS）的接口。 

如果一个在检验计划或工艺流程中被参考的工作中心通过此接口连接到一个

子系    
统上，则检验数据（即在这个特殊的工作中心中将被处理的所有工序和检验

特性  
说明）能够被传输到子系统。如果一道检验工序正在子系统中被处理，则在

主  
QM模块处理中将冻结同一工序。用户可以在子系统中记录特性结果，而子系

统  
会把结果传输回QM模块。接口程序把数据转换成所需的传输格式，并用检验

批  
量记录中的说明来检查被确认数据的一致性，然后把结果数据存储在QM模块

中。  
在QM模块中，检验工序在检验批量处理作业的范围内被进一步处理。 

可以在子系统中做出使用决策并把它传输回主QM模块。子系统也可能触发从

检验库 
存到非限制使用库存的库存过帐。 

在SAP AG 和子系统制造商的合作协议范围内，可以校验此接口。 

参阅： 

可以在相应的QM-IDI接口文档中找到附加的技术信息。 

 
 

 维护QM主数据 
本节描述了在质量管理（QM）模块中对质量管理而言很重要的主数据

的一般功能。 

什么是主数据？ 

如何使用主数据？ 

主数据的功能 

版本概述 

创建主记录版本 

用一个复制模型来创建新的主记录和主记录版本 

如何使用一个复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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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主数据？ 
主数据包括对质量管理而言很重要的信息。它被独立于检验计划的维护

而处理。主  
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使检验计划的使用便利和标准化。 

在QM模块中，下列数据被作为主数据维护： 

· 检验方法 

�    主检验特性 

· 检验目录 

· 动态修改过程 

 
 

 如何使用主数据？ 
检验方法被检验计划特性和主检验特性参考。主检验特性能在检验计划

中被用于创  
建检验特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主检验特性能在计划中被参考或者被

复制到此计  
划中。 

如果在检验计划中参考一个主检验特性，则仅有一个主检验特性数据的

参考被包括  
在检验计划中而且不是主检验特性数据自身。因此，在没有历史的情况

下对一个有  
参考的主检验特性所做的更改在计划中会自动变成有效。如果对计划的

所有更改均  
将被记录，则可以在有历史的情况下更改主检验特性或手工创建一个新

版本的主检  
验特性。 

 
 

主数据的功能 
在维护主数据时可以使用广泛的历史和版本管理以及其他促进检验计

划制订的功    
能。这些功能对主检验特性和检验方法而言可用。QM模块包括主数据

的下列功能： 

· 版本管理  
在QM模块中可以维护一个主记录的不同版本。 

· 历史管理  
通过历史管理，对主记录做出的所有更改均被记录在系统中。 

· 主记录被用作复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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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检验方法和代码组 

· 主检验特性和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检验方法的替换功能 

参阅： 

检验方法 

 主检验特性 

检验特性 

用户反查清单和替换 

欲了解如何访问任务及帮助功能的更多信息，请查阅R/3系统入门。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版本概述 
在QM模块中，主记录被用不同版本号维护（对主检验特性和检验方法

而言）。当在 
一个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中使用检验方法时，或者当在一个检验计划

中使用主检  
验特性时，系统总是参考一个指定的版本号。主记录的版本可以按照以

下两种方式  
创建： 

· 可以通过特殊功能创建版本来创建具有一个不同有效状态的主记

录的版本 。 

· 如果在系统中使用历史管理功能，那么当更改一个主记录时，系统

自动创建一  
个具有相同有效状态的新版本。 

参阅： 

创建主记录版本  

历史管理  

 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主记录的更改  

 
 

1
2 3  创建主记录版本 

可以为主检验特性和检验方法创建一个已存在主记录的版本。执行下列

四个步骤可  
以做到这一点： 

1. 为了访问创建一个版本的功能，可以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
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系统显示基本数据的初始屏幕。 

2. 对检验方法可选择检验方法 　唇ò姹荆　⒍灾骷煅樘匦匝≡窦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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樘匦� �  
创建版本。 

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对于主检验特性和检验方法而言，下面描述的过程是相同的。 

3.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工厂、一个已存在的主记录的标识符，以及正

在创建的主  
记录版本的有效起始日期。这个日期不能是： 

- 过去的一个日期 

- 和此主记录版本的另一版本的有效起始日期相同的日期 

可以 在 识别一个主记录 中了解如何寻找一个主记录 

可以 在 如何使用一个复制模型 中了解如何使用一个复制模型 

4. 在做出所希望的输入后，选择 ENTER。 

数据屏幕将被显示。如果用户不把主记录用作复制模型，则系统把

用户所选的  
主记录版本的数据复制到这个屏幕中。可以改写或完成数据。 

5. 当完成输入后，保存主记录版本。 

参阅： 

可以在下列各处找到有关数据屏幕中字段和功能的详细描述： 

创建检验方法 

创建主检验特性 

版本号 
当主记录被保存时，系统内部分配主记录的版本号。当更改、显示或删

除主检验特  
性或检验方法时，版本号被显示在数据屏幕的右上角。 

参阅： 

 系统如何处理版本？ 

 
 

1
2 3  识别一个主记录 

手工输入一个主记录 
如果在初始屏幕中手工输入了一个已存在的主记录的标识符，则系统根

据已被输入  
的开始生效日期，来自动从这个主记录的当前版本中复制数据。 

查询一个主记录 
如果不知道标识符，可以使用下列几种方式之一来查询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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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一个匹配代码 

可以通过调用可能的输入帮助功能来进行匹配代码查询。 

· 使用一个 * 

可以通过输入一个*来查询“所有”主记录。当输入一个*时，系统

显示一份所有 
主记录当前版本的清单。从这份清单中选择所需的主记录。 

为了限制清单中显示的主记录数，可以输入一个附有一个或多个字

符的*。如  
*st，结果是，系统列出所有以ST开头的当前主记录版本。如果仅

有一个主记  
录版本满足通用查询准则，则系统显示这个版本的数据屏幕。 

 
 

系统如何处理版本？ 
下列范例说明了版本管理功能。主检验特性CH-ABC存在三个版本： 

 

版本 有效起始 

     1  6/1/95 

     2  6/4/95 

     3  6/7/95 

 

用户欲为主检验特性CH-ABC创建一个从今天即1995年6月5日起有效

的新版本。  
在任务的初始屏幕中，用户输入CH-ABC作为主检验特性而在有效起始

字段中  
输入6/5/95。 

系统从主记录的版本中复制在今天的日期下有效的数据，即版本2的数

据。如果必   
要，可以更改或增加来自版本2的数据，在用户已保存新版本后，系统

把下一个可  
用的版本号，在这个例子中是版本号4，分配给主检验特性的新版本。 

 

版本 有效起始 

     1  6/1/95 

     2  6/4/95 

     4  6/5/95 

     3  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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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被参考的主记录旧版本的替换 

如果用户已为之创建了一个新版本的主记录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则可

以用新版本  
替换该主记录的旧版本。用户必须下达新版本才能做到一点，即表示状

态应被设成  
2。 

当保存一个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主记录的已下达版本时，系统自动显

示一个对话  
框以询问用户是否在计划中用新版本替换旧版本。如欲开始替换功能，

可以把光标  
移动到是上，并按 ENTER。 

参阅： 

检验方法  

主检验特性  

替换主检验特性  

替换检验方法  

 
 

1
2 3  用一个时间轴来显示主记录的有效版

本 
可以在检验方法和主检验特性的所有任务的数据屏幕中，访问用来显示

一个主记录  
所有有效版本的功能。如欲访问此功能，可以选择明细　奔渲帷Ｏ低嘲

凑瞻姹居�  
效日期显示一份该主记录的所有有效版本的清单 。 

如欲显示主记录的一个版本，可以从清单中选择所需的版本。系统访问

被选择的主  
记录版本的数据屏幕。 

 
 

 历史管理概述 
在QM模块中，可以用历史管理功能把对主记录所做的更改记录下来。

在QM模块的 
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设置历史管理的指示符。请参考实施指南来获得

有关用户设  
置应用程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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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维护主数据时，可以： 

· 在有或没有历史的情况下做出更改 

· 在有一个字段历史的情况下记录对单独字段的更改 

 
 

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主记录的更改  
当更改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主记录时，取决于历史管理指示符是否被

设置了两种  
不同的过程。 

在有历史的情况下更改 
如果在有下列历史的情况下更改： 

· 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一个主检验特性 

· 在检验计划或主检验特性中被参考的一个检验方法 

系统将创建一个具有和用户更改的主记录相同有效状态的新版本。在这

种情况下，  
因为主记录的版本号在此处被存储，所以更改并不影响检验计划或主检

验特性。 

历史版本 
一旦系统用相同的有效状态创建一个新版本，主记录的旧版本就变成一

个“历史”  
版本。这表示因为系统总是为一个有效起始日期选择最新的版本号，所

以用户无法  
通过使用有效起始日期来选择这个历史版本。一个“历史”版本不再被

显示在由一  
个通用查询项（一个*）产生的清单中。然而，在检验计划中仍可使用

一个主检验  
特性的历史版本。而在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中仍可使用检验方法的历

史版本 。 

替换旧版本 
当用户更改的主记录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时，可以用新版本来替换主记

录的旧版    
本。用户必须为通过下达新版本来做到 一点。这也表明状态必须被设

置成2。 

当保存对一个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主记录所做的更改时，系统自动显

示一个对话  
框以询问是否用新版本替换检验计划中的旧版本。如欲开始替换功能，

则将光标移  
动到是上，并按 ENTER。 

参阅： 

版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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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状态  

替换主检验特性  

替换检验方法  

在没有历史的情况下更改 
当在没有历史的情况下更改一个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主记录时，由于

系统并没有  
为主记录创建一个新版本，所以所做更改会影响检验计划。 

参阅： 

 系统如何管理历史？  

显示一个字段历史  

 
 

系统如何管理历史？ 
下表说明了历史管理对一个被参考的主记录版本的影响。以及更改如何

影响检验计  
划。 

在有或没有历史情况下对一个被参考的主记录的更改 

历史  
管理？  

在更改前的  
主记录 

在更改后的  
主记录 

检验  
计划 

  有 CH-ABC 
版本 1 
6/1/95 
历史的 

CH-ABC 
版本 2 
6/1/95 
 

用户决定是否用版本2 替
换版本1 

  无 CH-ABC 
版本 
6/1/95 

CH-ABC 
版本 2 
6/1/95 

由系统自动做出更改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显示一个字段历史 

可以从主检验特性和检验方法的所有任务的数据屏幕中，访问一个记录

对单个字段  
所做更改的字段历史。 

如欲在数据屏幕上显示一个字段的更改历史，可以将光标移动到该字段

上，并从菜  
单条中选择明细 � 字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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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图形说明了历史管理对为字段所保留的历史的影响。 

范例：
 IIQ1  1/15/93具有检验者资格的方法 被创建于

 1/31/93 Smith于 被 先生更改的方法

IIQ1 IIQ2

更改为

Smith IIQ2 1/15/93创建的 有效起始：
1/31/93被更改于：

Smith IIQ2  1/15/93创建的 有效起始：

Smith IIQ2  1/15/93创建的 有效起始：
 1/31/93被更改于：

字段历史

有

历史

没有
历史

 
 

当更改一个有历史的主记录时，系统列出对被选择字段做出的所有更

改，包括更改  
该字段的用户姓名、字段被更改的日期和字段的所有先前值。 

如果在没有历史的情况下对一个主记录做出更改，则系统仅显示字段中

的当前值。 

 
 

 用一个复制模型来创建新的主记录和

主记录版本 
在QM模块中，当在下列情况时可以把一个主记录用作一个复制模型： 

· 创建一个新的主记录或一个现存主记录的版本 

· 在检验计划中使用一个主检验特性 

这个主题仅描述了如何把主记录用作一个模型来创建新的主记录或主

记录版本。 

参阅： 

如何使用一个复制模型  

使用主检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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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如何使用一个复制模型 

在创建一个检验方法、或主检验特性、或者主检验特性版本、或检验方

法版本的初  
始屏幕中，有一个可供用户输入有关一个已存在主记录的数据的第二

区。这个复制  
模型作为数据输入工具，使创建主凭证变得更加迅捷和简单。 

如欲把一个不同的主记录作为复制模型，则必须在显示屏幕的第二区中

输入数据。  
这些输入项会影响主记录的选择。 

除了手工输入一个主记录外，可以使用下列几种方法中的一种寻找一个

用户想用作  
复制模型的主记录。 

使用 * 
可以通过输入一个*、或一个*再附加一或多个字符来查询“所有”主记

录。 

查阅： 

可以在 识别一个主记录 中找到有关通用查询的更多信息。 

在同一工厂或其他工厂中查询 
当在工厂字段中输入一个工厂时，系统将在用户正在创建主记录的工厂

中查找主记  
录。 

使用一个日期关键字 
可以通过在日期关键字字段中输入一个日期来限制一个主记录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 下，在用户输入的日期中有效的版本被显示。 

如未输入一个日期，则系统显示一个主记录的所有有效版本。 

如果选择一个主记录作为复制模型，则系统把数据从此主记录中复制到

用户正在创  
建的主记录，然而，用户可以更改或补充这些数据。 

 
 

 检验方法 
本专题主要讲述有关QM模块中的检验方法功能。用户将了解如何创

建、更改和删除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概述  

 维护检验方法 

创建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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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数据屏幕中的输入字段  

检验方法的功能  

更改检验方法  

显示检验方法 

删除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概述 
I检验方法定义了应当或必须用来执行检验的过程。一个检验方法描述

了如何检验一  
个特性。用户可以创建检验方法并以之作为单独主记录来支持检验计

划。用户不能  
把检验方法直接输入到一个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中。相反，可以在特

性或计划中  
使用被作为主记录创建的检验方法。 

如何使用检验方法？ 
在检验方法被做为主记录创建后，可把它分配给主检验特性和检验计

划。在检验方  
法第一次被分配时，系统在检验方法中设置一个使用指示符，当删除一

个检验方法  
时，此指示符与删除相关。为确定哪一个主检验特性和检验计划使用了

检查方法 
〈一个用途反查清单），可以运行一个联机报表，用户也可以在一个检

验计划中替  
换一个检验方法。 

参阅： 

 维护检验方法  

分配检验方法  

使用检验方法  

用户反查清单和替换  

 
 

维护检验方法 
本专题描述了对检验方法的维护功能。这些功能包括： 

· 创建检验方法 

· 更改检验方法  

· 显示检验方法 

· 删除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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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描述了如何从QM模块的基本数据菜单条而不是从SAP主菜单

条中来访问这  
些功能。为了从SAP主菜单条中访问QM模块基本数据菜单条，可以选

择后勤支持  
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QM指定基本数据。 

请参考R/3系统入门以获得有关如何访问QM模块中的任务及帮助功能

的更多信息。 

维护功能的屏幕顺序 
检验方法的屏幕（初始屏幕，数据屏幕）以及如何访问它们，对于所有

检验方法的  
功能（创建，更改，显示，删除）来说都是相同的。 

长文本多语言

工厂

有效起始

初始屏幕

E E
GG

数据输入
屏幕

状态
文本

检验者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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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屏幕 
在访问检验方法功能之后，将显示初始屏幕。用户在更改、删除和显示

检验方法的  
功能的初始屏幕中输入工厂、检验方法标识符和日期关键字。 

创建一个检验方法或一个检验方法版本的初始屏幕中包含更多的字段，

用户在创建  
功能的初始屏幕中必须输入工厂。用户可以输入一个检验方法标识符，

也可以让系  
统分配一个号码。此外，可以输入一个检验方法或检验方法版本的有效

起始日期。 

在屏幕的第二区，可以输入有关一个已存在的检验方法的信息。此检验

方法在创建  
一个新的检验方法或版本时被作为模型使用。 

数据屏幕 
用户在初始屏幕中输入所需数据之后，可访问维护检验方法数据的屏

幕。 

参阅： 

请查阅维护QM主数据以获得对QM模块中的版本以及主记录被作为复

制模式用于创 
建其他主记录的描述。 

 
 

1
2 3  创建检验方法 

如欲在QM模块中创建一个被作为主记录的检验方法，可以按下列步骤

进行：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系
统将显示基本数据的初始屏幕。 

2. 选择检验方法 � 创建。初始屏幕被显示。 

3. 输入工厂。 

检验方法标识符可选。如果未输入一个标识符（字母数字型），则

系统从一个  
预定义的号码范围中分配一个号码。 

在开始有效字段中，系统建议用当前日期作为检验方法有效期间的

起始日期。  
用户可以输入一个不同的起始日期（所输日期必须是未来日期）。 

4. 在输入所有所需数据后，选择转向 � 检验方法。  

数据屏幕被显示。 

5. 在数据屏幕中必须输入至少一个短文本和一个被查询字段。所有其

他字段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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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字段。 

6. 当用户完成输入后，保存所有输入。 

系统返回到初始屏幕并且发出一个检验方法已被创建的确认信息。 

参阅： 

检验方法数据屏幕中的输入字段  

检验方法的功能  

 
 

 检验方法数据屏幕中的输入字段 
本专题描述了数据屏幕中的下列字段： 

· 状态  

·  查询字段  

·  检验者资格 
 

状态 
状态字段包含检验方法的处理状态。当创建一个检验方法时，系统建议

采用状态1 
〈未下达）。用户可以更改系统建议的状态。 

可以使用下列状态：  

· 状态1（未下达）。当创建一个检验方法时，系统默认建议此状态。

这表明此  
检验方法不能被用于用于一个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 

· 状态2（使用下达）。用户在一个特性或检验计划中使用一个检验

方法之前，  
必须先下达它。 

  状态3（不再使用）。在一个检验方法被下达后，用户可能想防止

在将来该方  
法被再次使用。而已被分配此检验方法的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仍

可使用它。 

· 状态4（删除标记）。如果用户想在下一次重构程序运行期间删除

一个检验方  
法，则设置此状态 。 一个程序将检查被选择的检验方法是否已被

一个特性或计划使用。如果该检验  
计划无任何使用参考，则它被删除。如果该检验计划被使用，将不

能删除它 。 

为了删除一个被用于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的检验方法，必须首先

删除使用分  
配，这表示用户必须从主检验特性和/或检验计划中删除该检验方

法。用户可以  
产生一份用途反查清单来检查一个检验方法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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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5（被归档）。标记上此状态的检验特性已被归档但仍未被删

除。不再能  
对此检验方法做出任何更改。 

参阅： 

用户反查清单和替换 

删除检验方法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查询字段  
在查询字段中可输入一个用于匹配代码查询的“匹配码”。所输入的词

或短语应当  
易于记忆并/或有意义。 

当更改、显示或删除一个检验方法时，可以使用在分类字段中输入的词

或短语来查  
找一个检验方法。 

 
 

检验者资格 
在数据屏幕的最后一部分中可以输入一个检验者资格的代码。可以通过

选择可能输  
入帮助功能来显示一份检验者资格的清单。将光标移动到所需资格上并

双击鼠标左  
键，可以从清单中选定一个资格。 

可以在一个检验方法、主检验特性和检验计划中输入一个检验者资格。 

参阅： 

创建主检验特性。 

 
 

 检验方法的功能 
可以从数据屏幕中调用下列功能： 

·  长文本处理 

·  多语言文本处理 

· 分类 

· 管理数据 

·  附加明细 
 

长文本处理 
可按下列步骤把一个长文本加到短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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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癯の谋纠吹饔贸の谋敬　砉δ堋Ｏ

低嘲讯涛�  
本复制为长文本的第一行。 

2. 输入长文本并保存。 

3. 最后，关闭此功能。系统返回到数据屏幕。长文本字段被标识。 

 
 

多语言文本处理 
从菜单条中选择转向 � 其他语言来用其他语言输入短文本和长文本。  

一个对话框其他语言被显示，在其中用户可使用已被系统定义的各种语

言输入短文  
本。 

如欲用另一种语言输入文本，可以： 

1. 把光标移动到包含用户欲用来输入长文本的语言的行上。 

2. 调用长文本处理功能。 

在  长文本处理中描述了输入长文本的过程。 

3. 选择文本 � 结束返回到其他语言 对话框。 

如果用户欲更改原先在其他语言对话框中输入的文本，可以把光标移动

到想要更    
改的行上，并选择更改短文本。被选择的行成为高亮度显示（这表明文

本可以被  
编辑）。如欲删除以某种语言输入的所有输入项（短文本和长文本），

则将光标  
移动到想要删除的语言上，并选择删除文本 。 

选择 ENTER来从其他语言 对话框返回到数据屏幕。 

 
 

 分类 
可以使用分类系统来分类一个检验方法，选择环境　掷嗬创邮　萜聊恢

蟹梦史掷�  
功能。 

通过分类系统，可以对对象进行分组，例如对检验方法和主检验特性等。

这样用户  
在以后就可以更容易地访问该对象。 

在分类系统中，使用类来对对象分组。类可以帮助用户访问一个指定的

对象。例    
如，如果用户想要更改一个检验方法，但不记得方法的标识符又不想使

用匹配代  
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分类系统来查找这个检验方法。 

参考分类系统 中的文档以获得有关分类系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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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数据 
系统维护一个检验方法的附加信息，例如其有效的期限、创建了此检验

批量的用    
户、它被创建的日期，如果可能的话，还有谁在何时更改了检验方法。

从菜单条  
中选择转向 � 信息 � 管理数据来显示此信息。 

上述信息被显示在一个对话框中。选择 ENTER来返回数据屏幕。 

 
 

附加明细 
从菜单条中选择转向　畔ι明细来输入有关一个检验方法的附加信息。

系统显示  
一个可供用户输入有关检验方法文本的具有三个字段的对话框。在这三

个字段中输  
入的信息仅作为用户信息而不被系统使用。 

选择 ENTER来返回到数据屏幕。 

 
 

 
1
2 3  更改检验方法 

执行下列步骤来更改一个检验方法：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
数据。  
系统显示质量计划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检验方法 � 更改。系统将显示更改一个检验方法的初始屏幕。 

3. 在初始屏幕中必须输入工厂和想要更改的检验方法的标识符。  

如果不记得标识符，则可以使用查询检验方法中的几种方法的一种

来查找  
它。 

4. 在做出所需的输入后，选择转向 � 检验方法。 

数据屏幕被显示。 

5. 在此屏幕中用户可进行所希望的更改。用户可以在所有字段中进行

输入。另   外，可以调用在数据屏幕上能被调用的功能，并对它

们进行更改。 

6. 保存对检验方法所做的所有更改。  

系统返回到初始屏幕并确认检验方法已被更改。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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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数据屏幕中的输入字段  

检验方法的功能  

更改一个已在使用的检验方法 
当更改一个被用于某个检验计划或主检验特性中的检验方法，并且是在

没有历史的  
情况下做出此更改时，这个更改也适用于该检验计划或主检验特性。由

于系统没有  
创建一个新的检验方法版本，因此这个更改会影响该检验计划或主检验

特性。 

然而，如果在有历史的情况下更改检验方法，则系统创建一个具有同被

更改的检验  
方法相同的有效期限的新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检验计划和主检验

特性仍然使  
用检验方法的原先版本，所以它们不受所做更改影响。 

参阅： 

系统如何管理历史？  

其他功能 
除了在 创建检验方法中描述的功能之外，检验方法的数据屏幕中还显

示有其他  
两种可用的功能。 

•  字段历史  

• 时间轴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字段历史 
如欲显示一个检验方法字段的更改历史，可以将光标移动到字段上并从

数据屏幕的  
菜单条中选择明细  字段历史。 

如果在没有历史的情况下做出对一个检验方法的更改，则系统把字段中

的当前值作  
为字段历史显示。如果在有历史的情况下做出更改，则系统列出所有更

改以及更改  
此字段的用户名、字段被更改的日期，以及此字段的所有先前值。 

 
 

时间轴 
从菜单中选择明细　奔渲崂聪允疽桓黾煅榉椒ǖ 氖奔淦谙蕖Ｏ低嘲凑

占煅榉椒ò�  
本从何时起有效，来显示一份检验方法的所有有效版本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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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显示一个指定的检验方法版本，可以将光标移动到清单中的所在行

上，然后双  
击它。系统将显示被选中检验方法版本的数据屏幕。 

 
 

 
1
2 3  查询检验方法 

使用匹配码 
如欲使用匹配码来查询一个检验方法，可以将光标移动到检验方法字段

上然后使用  
可能输入帮助功能。也可以使用查询字段或分类字段来查询。 

参考R/3系统入门 可获得有关使用匹配码查询，如检验方法等记录的完

全信息。 

使用 * 
可以通过在检验方法字段中输入一个*来查询“所有”检验方法。当输

入一个*时，系 
统显示一份包括所有有效检验方法版本的清单。如欲从清单中选择一个

方法，请将  
光标移动到欲选检验方法上，然后双击。  

如欲限制清单中显示的检验方法数，可以输入一个带有字符的*，例如

*im。则系统  
会显示所有以IM开头的有效检验方法版本。用户可从中选择一个检验

方法，或者当  
只有一个检验方法版本满足查询条件时，系统直接进入数据屏幕，并显

示有关该检  
验方法的信息。 

使用日期关键字 
可以通过在日期关键字字段中输入一个日期来把列在清单中的检验方

法限制在一个  
指定的期限内。系统显示每一个检验方法在输入的日期中有效的版本。 

 
 

1
2 3  显示检验方法 

为了显示一个检验方法，可以：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系统

将显示基本  
数据的初始屏幕。 

2. 选择检验方法 � 显示。初始屏幕被显示。 

3.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工厂和欲显示检验方法的标识符。如果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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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检验方法的  
标识符，还有多种方法来 查询检验方法 。 

4. 在做出所需的输入后，选择转向 � 检验方法 。 

被选中的检验方法的数据显示在数据屏幕上。 

参阅： 

可以在下列各处找到有关检验方法功能的更详细的信息： 

· 检验方法的功能  

·  字段历史 

· 时间轴 
 

1
2 3  删除检验方法 

为了删除一个检验方法，可以：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系统

将显示基本数据的初始屏幕。 

2. 选择检验方法 � 删除。初始屏幕被显示。 

3.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工厂和欲删除的检验方法的标识符。 

如果不记得该检验方法的标识符，则可以通过使用一个匹配代码或

创建一份可  
从中选择的检验方法清单来查找方法。 

4. 在做出所需的输入后，选择转向 � 检验方法。 

被选中的检验方法的数据显示在数据屏幕中。 

5. 选择方法 � 删除来删除被选中的检验方法。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通过选择是来确认想要删除的检

验方法。 

系统返回数据屏幕并且确认检验方法已被删除。 

  说明  
如果一个检验方法被另一个主记录例如一个主检验特性或检验

方法等使用， 
或者使用指示符被设置，那将不能联机删除该检验方法。在这

种情况下，  
必须首先从主检验特性和/或检验计划中删除该检验方法来清除

它的所有使  
用，然后把检验方法状态设成4。这样该检验方法将在下次重构

运行期间被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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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目录 
本专题描述了QM模块中的检验数据维护。它提供了有关检验目录的作

用和内容的一 
般信息，并解释了如何维护并显示检验目录的各个组件。 

检验目录的概述 

代码组的概述 

维护代码组索引 

显示代码组索引 

维护单独代码组 

代码概述 

维护代码 

显示代码 

选择集的概述 

维护选择集索引 

显示选择集索引 

维护单独选择集 

选择集代码概述 

维护选择集的代码 

把代码分配给选择集 

显示代码组和代码的索引 

显示选择集和代码的索引 

清单屏幕中的重要功能 
 

 检验目录的概述 
本节描述了在QM模块中如何维护检验目录。第一个专题提供了对如何

使用检验目  
录以及检验目录包含的数据的一般描述。后面是有关如何维护并显示检

验目录的各  
个组件的信息。这些组件有： 

· 目录类型 

· 代码组 

· 代码 

· 选择集 

本节也说明了如何显示整个检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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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专题描述了在QM模块中如何从主数据菜单条而不是从SAP主菜

单条中访问检  
验目录的各个任务。如欲从SAP主菜单条中访问QM基本数据菜单条，

可以选择    
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如何使用检验目录？ 
在检验期间对检验结果、观测或决策所做的无组织的描述使得对相似信

息的组合和  
评估变得困难。对这些未被组织的描述进行编码可以使非数字数据的记

录和评估变  
得更容易。在某些情况下，除非对这种数据进行编码，否则无法输入和

评估它们。 

为此，使用检验目录在其他事物中存储对特性属性（例如颜色、形状、

介质）、缺  
陷原因和使用决策的已编码的描述。例如，用户使用一个代码组或选择

集来把这些  
代码（描述）分配给主检验特性和检验计划中的特性。当执行检验时，

系统就使用  
这些代码来记录检验结果、缺陷、库位等。在检验后，这些代码被用于

做出使用决  
策和执行评估。 

检验目录包含什么内容？ 
检验目录包含下列层次： 

· 目录类型  

· 代码组  

· 代码  

· 选择集  

参阅： 

图示：检验目录层次  

 
 

 图示：检验目录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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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

 1代码组  3代码组

结构

 2代码组

 3目录类型

 1代码

凹损

 2代码

破裂

 m代码

 1目录类型

 2目录类型

 
 

 

 目录类型 
目录类型代表了一个检验目录中最高级别的层次。在一个目录类型中按

照代码组和  
代码的内容而把它们组合到一起。例如，在QM系统中可以使下列信息

标准化并目  
录化下列信息： 

· 特性属性 

· 缺陷 

· 缺陷原因 

· 缺陷结果 

· 缺陷位置 

· 缺陷类型 

· 事件 

· 计量 

· 使用决策 

由SAP来预定义目录类型0至9以及A至P的含义。用户可以定义目录类

型Q至Z来满  
足公司指定的要求。 

本专题并不讨论各个目录类型的维护。它们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维

护。访问QM 
系统的实施指南（IMG）可以了解有关维护目录类型的信息。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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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组 
代码组被用于把描述相似数据或其他共同点的代码组合起来。例如，代

码组可以参  
考一个色彩、介质、包装或其他可能的方面。 

 
 

 代码 
检验目录的最低级别包括描述了检验结果、观测和决策的代码。代码代

表了组成目  
录类型、代码组和代码的最低层次。例如，一个代码可以参考一个特性

属性或缺陷  
位置并描述了真正的编码。 

当创建或使用一个代码时，它必须始终被连接到一个目录类型和一个代

码组上。 

 
 

 选择集 
一个选择集代表了不同代码的组合。与代码组及代码不同，选择集被定

义在工厂级  
别上。创建一个选择集时，可以在单个目录类型中从不同代码组中选择

代码。这表  
明一个选择集代表了一个目录类型中所有代码的一个组合。例如，一个

叫做APPLE 
的选择集包括可被用于描述苹果的色彩代码的一个有限集。从另一方面

来说，一个  
选择集EXE_PAINT包括了描述外部涂料的色彩代码。 

 
 

 代码组的概述 
用户可以通过一个代码组对描述相似数据或其他共同点的代码进行分

类或组合。但  
是，不能组合代码组。 

说明  
当创建代码组时，确定已使这些代码组结构化并使它们的内容

清晰明确。用 
户必须精确地定义每一个代码组以使一个代码组不会同其他代

码组混同。如 
果用户未清楚地定义和命名代码组，那么将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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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力来从大 
量的目录输入项选出正确的代码。 

下列专题描述了在QM系统中如何维护并显示代码组索引。一个代码组

索引是指一个 
目录类型的所有代码组的清单。对代码组而言下列任务可用： 

· 维护代码组索引  

· 显示代码组索引  

· 维护单独代码组  

屏幕顺序 
当维护并显示目录类型的代码组索引时，可以使用下列屏幕： 

· 初始屏幕，在此屏幕中输入目录类型和语言 

· 单语言数据屏幕，在此屏幕中用一种语言来维护并显示一个代码组

的短文本 

· 多语言数据屏幕，在此屏幕中用所有可用的语言来维护并显示一个

代码组的短  
文本 

用于维护并显示单独代码组的屏幕和代码组索引的屏幕非常相似。但

是，用户并不  
为单独代码组使用单语言数据屏幕。 

下图显示了用于代码组、代码、选择集和选择集代码的维护和显示任务

的屏幕顺序  
的一览。 

参阅： 

图示：代码组，选择集和代码功能的屏幕顺序  

 
 

 图示：代码组，选择集和代码功能的屏幕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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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维护代码组索引 

当访问用于维护代码组索引的功能时，可以： 

· 创建新的代码组 

· 更改存在的代码组的文本 

· 更改代码组的状态 

· 删除代码组 

当通过这个任务来维护整个代码组索引时，系统同时处理目录类型中的

所有代码    
组。为此，系统冻结用户目录类型以使其他用户不能维护此目录类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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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或不  
能为了维护一个单独代码组而在目录类型中访问它）。 

为了维护代码组索引而冻结它有一个好处：代码组索引中的所有代码组

可以在一个  
单个工作进程中被处理。 

说明  
当维护整个代码组索引时，系统冻结被选择的目录类型以使其

他用户不能在 
此目录类型中维护代码组。因此，不用这个任务来维护单个代

码组是明智  
之举。当用户想要维护一个指定的代码组时，可以使用适用于

单独代码组的 
任务。 

为了维护整个代码组索引，可用：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
据 �  
检验目录 � 代码组 　　课　� 。 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一个目录类型。 

在语言字段中系统将建议一个语言代码。这是用户用来在系统中注

册的语言。 

用户可以使用系统建议的语言代码或用一种为目录类型定义的其

他语言来改写  
它。 

选择转向 � 继续来访问下一个屏幕。 

系统显示可供用户使用一种语言来维护所有代码组及它们的短文

本的屏幕。 

3. 为一个新的代码组输入短文本或者更改或删除一个已存在的代码

组的短  
文本。可以在单语言数据屏幕或多语言数据屏幕中维护文本。选择

转向  
　　杏镅岳捶梦识嘤镅允　萜聊弧£ 

4. 选择检验目录 � 保存来保存对代码组索引所做的更改（新的代码

组、  
对短文本的更改、 删除代码组）。 

系统返回初始屏幕并显示一条信息以确认代码组已被保存。 

重要功能 
下表包括了当用户维护代码组索引时可用功能的清单。可以从单语言数

据屏幕或多  
语言数据屏幕中访问这些功能中的大多数。 

用于维护代码组索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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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功能 用这个功能可以... 

编辑   

 删除组 删除 整个代码组 

 删除语言 删除 某种语言的文本 

 更改 更改 代码组的文本 

 长文本 访问 长文本处理 

 分类 按照语言或代码组对代码组进

转向   

 一种语言 * 从多语言屏幕中访问单语言屏

 多种语言 ** 从单语言屏幕中访问多语言屏

环境   

 分类 显示 已存在的分类 

* 仅来自多语言屏幕 

** 仅来自单语言屏幕 

 
 

 代码组和选择集的状态 
为代码组和选择集输入用于处理检验方法状态的状态。当创建代码组或

选择集时，  
系统会建议状态1（未下达）。用户可以更改系统建议的状态。 

可以使用下列状态： 

· 状态1（未下达）。当创建检验方法时系统默认建议此状态。这表

明该检验方  
法不能被用于一个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中。 

· 状态2（为使用下达）。除了用于目录维护之外，当用户在其他应

用程序中使  
用一个主记录之前，必须首先下达该主记录。 

· 状态3（不再使用）。在下达一个主记录后，用户可能想防止该主

记录被再次  
使用。被分配了该主记录的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仍可使用它。 

· 状态4（标记删除）。如果用户想在下次重构程序运行期间删除一

个检验方      
法，则可设置此状态。 一个程序将检查被选择的检验方法是否被

一个特性或计划使用。如果该检验方  
法没有任何使用参考，它会被删除。如果该检验方法已被使用，将

不删除它 。 

为了删除一个被用于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中的检验方法，必须首

先清除使用  
分配。这表明用户必须从主检验特性和/或检验计划中删除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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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可以产生一份用途反查清单来检查一个检验方法的使用。 

  说明  
当目录输入项代码、代码组和选择集被初次使用时，将被设置

一个使用指示 
符。这可以避免这些对象被意外删除。 

 
 

1
2 3  显示代码组索引 

为了显示目录类型的整个代码组索引，可以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
据 �  
检验目录 � 代码组 � 显示。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一个目录类型。 

可以使用系统建议的语言代码或用一种目录类型的其他代码来覆

盖它。 

选择转向 � 继续来访问下一个屏幕。 

系统显示具有代码组、文本和长文本指示符的单语言屏幕。 

重要功能 
下表显示了在单语言和多语言数据屏幕中，用户可用于显示整个代码组

索引的最重  
要功能的一览。 

显示代码组索引的功能 

菜单 功能 单语言 多语言 

环境    

 分类         X         X 

转向    

 单语言           X 

 多语言          X  

编辑    

 长文本          X         X 

 分类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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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维护单独代码组 

当访问用于维护单独代码组的功能时，可以： 

· 创建新的代码组 

· 更改已存在的代码组的文本 

· 更改代码组的状态 

· 删除代码 

当用户使用此任务时，系统冻结其他用户访问本用户选择的代码。但是，

其他用户  
可以在同一个目录类型的代码组索引中维护任何一个其他的代码组。 

为了维护指定的代码组，可以：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
据 �  
检验目录 � 代码组 � 单独维护。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一个目录类型。 

为了创建一个新的代码组，在代码组字段中输入一个唯一的代码组

标识符并选  
择转向 � 继续。 

为了更改或删除一个已存在的代码组，可以使用可能输入帮助功能

或输入一个 *  
来显示一份已存在的代码组的清单。输入一个附有字符组合的*来
查找一类代码  
组。例如，为了显示一份以字母GR开头的所有代码组的清单，可

以在代码组  
字段中输入 *gr 。然后从这份清单中选择一个代码组。 

在输入一个代码组或从清单中选择了一个代码组后，系统显示多语

言数据屏    
幕。用户在此屏幕中维护代码组的短文本。可以用目录类型许可的

任何一种  
语言来维护代码组。语言代码被显示在屏幕的第一部分。 

3. 在多语言数据屏幕中输入一个新的代码组或者更改或删除一个已

存在的代码组  
的短文本。 

4. 选择检验目录　４胬幢４娑源　胱樗　龅母　模ㄐ碌拇　胱椤⒍

远涛谋镜�  
更改、删除代码组）。 

系统返回初始屏幕并显示一条信息以确认代码组已被保存。 

重要功能 
维护一个代码组的功能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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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删除 

 删除语言  

 更改  

 长文本  

环境  

 分类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代码概述 
代码代表了检验结果、观测和决策的编码。它们是检验目录的最重要的

内容。代码  
组和目录类型被用于使代码结构化并组合它们的内容。 

只有在提供目录类型和代码组的情况下才能明确地识别一个代码。因而

用户必须经  
常输入这条信息来识别一个指定的代码。 

例如，在目录类型1“特性属性”中可以有代码组COLOR 。该代码组

包括例如  
RED、BLUE、 YELLOW、GREEN等代码。 

下列专题描述了在QM系统中如何维护并显示代码。下列功能可用于： 

· 维护代码  

· 显示代码  

屏幕序列 
当在代码组中维护并显示代码时，使用下面的三种屏幕： 

· 初始屏幕，在此屏幕中输入一个目录类型、语言或代码组 

· 单语言数据屏幕，在此屏幕中用一种语言来维护并显示代码及它们

的短文本 

· 多语言数据屏幕，在此屏幕中用所有可用的语言来维护并显示代码

及它们的短  
文本 

可以从初始屏幕中显示一份代码组的清单，并从中选择一个。 

弹出式图表提供了用于代码组、代码、选择集和选择集代码的所有功能

的屏幕顺序  
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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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维护代码 

当访问用于在代码组中维护代码的任务时，可以： 

· 更改已存在代码的文本 

· 删除代码 

· 显示代码 

说明  
因为系统在代码组中同时处理所有代码，所以可以把此任务用

作输入数据的 
快速输入功能。当这样做时，将冻结目录类型和用户选择的代

码，也就表明 
其他用户不能同时维护此代码组。 

为了在代码组中维护代码，可以：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
据 �  
检验目录 � 代码组 � 维护。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一个目录类型。 

系统在语言字段中建议一个语言代码。这个语言也是用户在系统中

注册的语    
言。系统也用这种语言显示目录类型和代码组的短文本。如有必要，

用户可  
以用一种该目录类型许可的语言代码来覆盖此语言代码。用户也可

以用这种  
语言来维护代码组的代码。 

另外，必须为这种目录类型输入一个代码组。如果不知道代码组标

识符，可通  
过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或在代码组字段中输入一个*来显示一份已存
在代码组的清  
单。如欲查找一类代码组，可以输入一个附有一个或多个字符的*。
例如，如果  
想要显示一份所有以字母GR开头的代码组的清单，可以在代码字

段中输入    
*gr。然后从这个清单选择一个代码组。 

在输入一个代码组或从清单中选择一个代码组后，系统将显示用于

维护代码组  
代码的单语言数据屏幕。 

3. 在这个屏幕中可以创建、更改或删除代码及它们的短文本。可以在

单语言或多  
语言数据屏幕中维护文本。 

4. 保存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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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返回到初始屏幕并发送一个信息来确认代码已被保存。 

  说明  
当用户在初始屏幕中输入一种目录类型和代码组均许可的语言

但该代码组未 
被用于维护任何代码时，系统将显示没有输入项的单语言数据

屏幕。它发送 
一条信息来说明如果用其他语言则这些输入项可用。为了显示

这些输入项， 
按F6键来访问多语言数据屏幕。 

重要功能 

用于维护代码的功能 

菜单 功能 用这个功能可以... 

编辑   

 删除代码 删除 代码 

 删除语言 删除 某种语言的文本 

 更改 更改 代码 

 长文本 访问 长文本处理 

 分类 按照语言或代码对代码分类 

转向   

 一种语言 * 从单语言屏幕访问 多语言屏幕 

 多种语言 ** 从多语言屏幕访问 单语言屏幕 

附加   

 附加信息 显示被分配代码的历史 

 在选择集中的使用 显示使用代码的选择集 

   

* 只来自多语言屏幕 

** 只来自单语言屏幕 

 
 

1
2 3  显示代码 

为了显示代码组中的代码，可以：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
据 �  
检验目录 � 代码组 � 显示。系统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一个目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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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系统建议的语言代码或用任何一种目录类型许可的其他

语言代码来覆  
盖它。 

3. 在代码组字段中输入代码组的标识符并选择转向 � 继续。 

如同在维护代码中所描述的一样，可以通过输入一个*或一个附有

一个或多个字  
符的*来查找一个代码，也可以使用可能输入帮助功能。 

当已经输入一个代码组或从清单时选择了一个时，系统显示具有代

码、短文本  
和长文本指示符的单语言数据屏幕。 

重要功能 
下表显示了当用户在单语言和多语言屏幕中显示代码时可以访问的功

能。 

用于显示代码的功能 

菜单 功能 单语言 多语言 

转向    

 单语言           X 

 多语言          X  

编辑    

 长文本          X         X 

 分类  
  

         X 

 
 

 选择集的概述 
用代码组来使各个检验目录的内容结构化。 

一个代码组可以包括许多条目，有时可超过100个代码。作为一个例子，

可以在一个 
代码组中定义功能缺陷。该缺陷将会在内部应用的最后检验期间被发

现。这个代码 组可以包括由公司生产所应用的所有功能缺陷。但是，

只有少数代码适用于一个  
单独应用。可以为每一个应用创建一个来自代码组代码的选择集。 

当设置系统时，公司内的系统管理员确定可以为之创建选择集的目录类

型。无论如  
何，总是能为目录类型1“特性属性”创建选择集。 

下列专题描述了在QM系统中如何维护并显示选择集索引。一个选择集

索引包括一个 
目录类型中所有的选择集。可以对选择集使用下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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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选择集索引  

· 显示选择集索引  

· 维护单独选择集  

屏幕顺序 
当维护和显示一个目录类型的选择集索引时，可以使用下列屏幕： 

· 初始屏幕，在此屏幕中输入目录类型和工厂，当维护一个单独选择

集时，还要  
输入选择集的名称 

· 单语言数据屏幕，在此屏幕中用一种语言维护并显示选择集的短文

本 

弹出式图表提供了用于代码组、代码、选择集和选择集代码的所有功能

的屏幕序列  
一览。 

 
 

1
2 3  维护选择集索引 

当访问用于维护目录类型的整个选择集的功能时，可以： 

· 创建新的选择集 

· 更改已存在的选择集的文本 

· 更改选择集的状态 

· 删除选择集 

因为系统在一个目录类型（和一个指定工厂）中同时处理所有选择集，

所以这是一  
项快速输入功能。为了做到这一点，系统将冻结目录类型。在目录类型

中维护整个  
选择集索引的好处是：同维护单个选择集相比，用户可以在一个工作步

骤中处理所  
有的选择集。 

说明  
当维护整个选择集索引时，系统冻结此目录类型以使其他用户

不能在此目录 
类型中维护选择集。因此当用户想要维护一个单独指定的选择

集时不应使用 
这项功能。 

为了维护整个选择集索引，可以：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
据 �  
检验目录 � 选择集 � 全部维护。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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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一个目录类型。 

因为目录类型中的选择集被存储在工厂级别，所以必须输入一个工
厂。 

选择转向 � 继续来访问下一个屏幕。 

3. 在这个屏幕中可以用一种语言来维护所有的选择集及它们的短文

本。可以输入  
一个新选择集的短文本或者更改或删除一个已存在的选择集的短

文本。 

4. 保存所做的输入。 

系统返回初始屏幕并发送一条信息来表明选择集已被保存。 

重要功能 

用于维护一个选择集索引的功能 

菜单 功能 用这个功能可以... 

编辑   

 删除选择集 删除 整个选择集 

 更改 更改 选择集的文本 

 长文本 访问 长文本处理 

环境   

 分类 显示 已存在的分类 

 
 

1
2 3  显示选择集索引 

按如下步骤来显示一个完整的选择集索引：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
据 �  
检验目录 � 选择集 � 显示。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目录类型和一个工厂。 

3. 选择转向 � 继续来访问下一个屏幕。 

系统显示具有选择集、短文本、状态和长文本指示符的数据屏幕。

在这个屏幕  
中可以使用用于显示长文本 （编辑 � 长文本）和现存 分类（环境
　掷啵�  
的功能。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102 of 549  

1
2 3  维护单独选择集 

当用户访问用于维护单独选择集的功能时，可以： 

· 创建新的选择集 

· 更改已存在的选择集的文本 

· 更改选择集的状态 

· 删除选择集 

当用户访问此功能时，其他用户不能处理用户正在处理的选择集。 

为了维护一个单独选择集，可以：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柿考苹� � 基本数
据 �  
检验目录 � 选择集 � 单独维护。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一个目录类型，一个工厂和一个选择集。 

如果想要创建一个新的选择集，则在选择集字段中输入选择集的一

个标识符并  
选择转向 � 继续。 

如果想要更改或删除一个已存在的选择集，可以通过使用可能输入

帮助功能或  
输入一个*来显示一份已存在的选择集的清单。输入一个附有一或

多个字符的*来 
查找一类选择集。例如，如欲显示一份所有以字母AW开头的选择

集的清单，可 
以在选择集字段中输入 *aw 。 

在输入一个选择集或从清单中选择一个后，系统显示单语言数据屏

幕。 

3. 在这个屏幕中，可以输入一个新选择集的短文本或者更改或删除一

个已存在的  
选择集。 

4. 保存所做的输入。 

系统返回到初始屏幕并确认选择集已被保存。 

重要功能 
在 维护选择集索引中描述了维护一个单独选择集时所能使用的最重要

的功能。 

 
 

 选择集代码概述 
下列专题描述了如何维护并显示选择集的代码。下列功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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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选择集的代码  

· 显示选择集和代码的索引  

屏幕序列 
当维护和显示选择集代码时，使用下列三个屏幕： 

· 初始屏幕，在此屏幕中输入目录类型、工厂、选择集和语言 

· 单语言数据屏幕，在此屏幕中用一种语言来将代码分配给选择集 

· 多语言数据屏幕，在此屏幕中用所有可用语言来将代码分配给选择

集 

可以从初始屏幕中访问一份在工厂中已被创建的所有选择集的清单。可

以从这份清  
单中选择一个进行进一步处理。用户可以从单语言或多语言屏幕中访问

一个可输入  
代码和选择集的其他数据屏幕。 

这个弹出式图表提供了所有对代码组、代码、选择集和选择集代码的功

能的屏幕序  
列一览。 

 
 

1
2 3  维护选择集的代码 

当访问在选择集中维护代码的功能时，可以： 

· 分配新的代码 

· 删除已被分配的代码 

· 更改一个代码的评估或其他信息 

为了维护一个选择集的代码，可以：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
据 �  
检验目录 � 选择集代码 � 维护。系统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一个目录类型。 

在语言字段中系统会建议一个语言代码。这是用户用来注册到系统

中的语言。  
可以使用系统建议的语言代码或者用一种为目录类型定义的其他

语言代码来覆  
盖它。 

用户必须输入一个已为目录类型创建的选择集。然后，选择转向 � 
继续。 

如果不知道选择集标识符，则可以通过输入一个 * 或一个附有一

或多个字符的 *  
或者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查找一个选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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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一个选择集的标识符或从清单中选择了一个后，系统将显示

用户用于维  
护选择集代码的单语言数据屏幕。 

3. 在这个屏幕中可以将来自代码和/或其他选择集的代码分配给正在

创建的选择  
集。可以删除已被分配的代码。参考把代码分配给选择集来获得有

关如何将代  
码分配给选择集的描述。 

可以为每个代码 输入其他数据 或更改以前输入的数据。 

如果使用来自目录类型1（特性属性）代码，则必须在评估栏输入

一个评估。如 
果用R（拒收）来评 估一个代码，则必须同时输入缺陷类别（DCI
列）。 

参阅 分配屏幕中的字段 来获得有关评估重要性的详细信息。 

4. 保存所做的输入。 

系统返回初始屏幕并确认选择集已被保存。 

  说明  
如果未用用户要求的语言输入任何代码的短文本，则系统在单

语言数据屏幕 
中不显示任何输入项。当用其他语言而使输入项可用时，系统

会通知用户。 
访问多语言屏幕来显示这些输入。 

重要功能 
下表包括了当用户维护选择集的代码时可用功能的一份清单。用户可以

从单语言数  
据屏幕或多语言数据屏幕来访问这些功能中的大多数。 

用于维护选择集代码的功能 

菜单 功能 用这个功能可以... 

编辑   

 删除 删除 选择集中的代码 

 更改 更改 代码的评估和缺陷等级 

 长文本 访问 长文本处理 

 分类 按照语言或代码组/代码对代码进行分类 

转向   

 一种语言 * 从单语言屏幕访问 多语言屏幕 

 多种语言 ** 从多语言屏幕访问 单语言屏幕 

 其他数据 输入 代码的其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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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   

 附加信息 显示被分配代码的历史 

 在选择集中使用 显示使用了代码的选择集 

环境   

 分类 显示 已存在的分类 

* 仅来自多语言屏幕 

** 仅来自单语言屏幕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把代码分配给选择集 

为了将成组代码分配给一个选择集，可以： 

· 在数据屏幕中直接输入代码组和组代码 

· 使用 快速复制功能 

· 访问代码组清单，可从中复制代码 

· 访问选择集清单 ，可从中复制代码 

 
 

1
2 3  手工输入代码组和代码 

当不需要输入很多代码时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输入代码组的标识符（代码组字段），来自代码组的代码（代码字段），

代码的评  
估（V 列）以及缺陷类别（DCI 字段）。 

 
 

1
2 3  代码组和选择集的快速复制功能 

使用快速复制功能来将代码组和/或选择集复制到正在创建的选择集

中。这个过程并  
不覆盖选择集中已存在的代码。 

快速复制功能的好处是用户可以轻松并快速将整个代码组和/或选择集

复制到选择集  
中。但是，这个功能的缺点在于必须复制所有代码。在复制之前不能预

先选择任何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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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三种方法来复制代码组： 

· 如欲复制一个单个代码组，可在位于屏幕下部的代码组字段中输入

代码组的标  
识符。选择 ENTER来开始复制。 

· 如欲选择一类代码组，可以在代码组字段中输入一个*或一个附有

一或多个字  
符的*。例如，如果输入*test，则系统从所有的以TEST开头的代

码组中复制  
代码。 

· 如欲复制一个范围内的代码，可以在代码组字段中输入一个代码

组，同时在  
到字段中输入 一个代码组。系统将复制在这个范围内的所有代码

组中的代码。 

在执行快速复制功能后，为每一个代码输入一个评估，如果需要，还可

输入一个缺  
陷类别。 

用相同的方法复制选择集。在复制选择集时，在位于屏幕底部的选择集
和到字段中  
输入选择集的标识符。 

复制选择集的代码的好处是同时复制了评估、缺陷等级和其他数据。用

户不用再输  
入这些数据。 

 
 

1
2 3  代码组的选择清单 

可以访问一份代码组和代码的清单。用户可从此清单中将几个成组代码

或代码组复  
制到正在创建的选择集中。 

1. 从单语言或多语言数据屏幕的菜单条中选择额外 � 复制代码组来

访问此  
功能。 

系统显示具有选择参数：目录类型，代码组和代码的选择屏幕。访

问F1键的帮  
助文档来获得有关选择参数的更多信息。 

在标准版本中，系统显示用户正在其中创建选择集的目录类型。因

为用户只能  
在相同的目录类型中复制代码组和代码，所以不能改写这个目录类

型。 

系统同时为代码组参数和代码参数建议一个*。如果用户使用这些

设置，则系统  
显示一份该目录类型的所有代码组和成组代码的清单。但是用户也

可输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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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准则。 

2. 选择转向 � 索引来访问选择清单。从这个清单中可以选择想要复

制的代码  
或代码组。 

为了标记想要复制到选择集中的代码组或成组代码，可以： 

- 通过将光标移动到一个成组代码上并选择编辑 � 选择/撤消选
择来标记  
单独的成组代码。该组代码被加亮。 

- 通过将光标移动到代码组上并选择编辑 � 选择 /撤消选择来

标记整个  
代码组。该代码组被加亮。 

将光标移到到适当的输入项上并再次选择编辑 � 选择/撤销选择
来取消所做  
选择。 

3. 现在，用户可以复制所选择的输入项或不复制它们而返回到数据屏

幕。 

- 如果想要复制所标记的代码或代码组，则选择编辑 � 复制。 

系统返回到数据屏幕。用户所标记的代码或代码组已被包括在

选择集中。 

- 如果不想复制代码或代码组，则退出此屏幕。 

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来询问用户是否复制所选的条目。选择 
No 。 

系统返回到数据屏幕。 

 
 

1
2 3  选择集的选择清单 

可以访问一份选择集的清单。用户可从该清单中将单独代码或整个选择

集复制到正  
在创建的选择集中。 

从单语言或多语言数据屏幕的菜单条中选择额外 � 复制选择集来访问

这个功能。 

这个机能同所描述的 代码组的选择清单的机能相同。 

 
 

 
1
2 3  显示选择集的代码 

按如下步骤来显示一个选择集的代码：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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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检验目录 � 选择集代码 � 显示。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一个目录类型。 

在语言字段中系统会建议一个语言代码。这是用户用来注册到系统

上的语言。  
可以使用系统建议的语言代码或者用一种为目录类型定义的其他

语言代码来覆  
盖它。 

用户必须输入一个已为目录类型创建的选择集。如果不知道选择集

的标识符，  
可以通过输入一个*或一个附有一或多个字符的*或者通过使用可

能输入帮助来查  
找一个选择集。 

在输入选择集的一个标识符或从清单中选择了一个后，系统将显示

用户用于维  
护选择集代码的单语言数据屏幕。 

3. 在这个屏幕中可以看到被分配给选择集的代码。可以显示每个代码

的 其他数据  
或更改以前输入的数据。 

  说明  
如果未用用户要求的语言输入任何短文本，则系统在单语言数

据屏幕中不显 
示任何输入项。当其他语言的输入项可用时系统会通知用户。

访问多语言屏 
幕来显示这些输入项。 

重要功能 
下表包括了当用户维护选择集的代码时可用功能的一份清单。可以从单

语言数据屏  
幕或多语言数据屏幕中访问这些功能中的大多数。 

用于维护选择集代码的功能 

菜单 功能 用这个功能可以... 

编辑   

 长文本 访问 长文本处理 

 分类 按照语言或代码组/代码对代码进行分类 

转向   

 一种语言 * 从单语言屏幕访问 多语言屏幕 

 多种语言 ** 从多语言屏幕访问 单语言屏幕 

 其他数据 输入 代码的其他数据 

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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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数据 显示被分配代码的历史 

 使用选择集中的使用 显示使用了代码的选择集 

* 仅来自多语言屏幕 

** 仅来自单语言屏幕 

 
 

 显示整个目录 
本专题说明了如何显示整个目录（索引）的概述。为此，可以使用两项

功能。用户  
可以显示下列索引： 

· 代码组和成组代码的索引  

· 选择集和选择集代码的索引  

 
 

1
2 3  显示代码组和代码的索引 

为了显示包括在一个检验目录中的代码组和代码，可以：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
据 �  
目录 � 索引 � 代码组。 

当用户访问此功能时，系统已经设置下列选择参数： 

- 目录类型： * 

- 代码组： *  

- 语言：用户用来注册的语言的代码 

- 替代语言： X 

系统通过这些输入项使用用户注册到系统上的语言来显示一份所

有代码组和  
目录类型的清单。如果未用注册语言维护目录类型和代码，则用另

一种语言 
来显示它们。 

2. 如果也想在此清单中显示代码，则必须在代码字段中输入数据。 

可以改写系统建议的选择准则。在 输入代码组和成组代码的选择

准则描述了可  
能输入值。 

3. 在输入选择准则后，选择转向 � 索引来访问清单。 

参阅： 

清单屏幕中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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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输入代码组和成组代码的选择准则 

系统在初始屏幕中显示下列选择准则：语言，目录类型，代码组和代码。

通过在选  
择准则中输入值，用户可以定义在清单中显示的数据的范围。除了语言

指示符，可  
以在所有字段中输入一个*来选择所有对象。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其他值

来限制被显示在清单中的数据的数量和范围。除了选择所  
有的对象之外，用户也可选择一个单独对象或一个范围内的对象。 

根据所输入的选择准则的值，可以显示下列信息： 

· 以一种语言或所有可用语言来显示具有目录文本的一或多个目录

类型 

· 用一种语言或所有可用语言来显示一或多个目录类型的所有代码

组 

· 用一种语言或所有可用语言来显示一或多个目录类型的所有代码

组和代码 

下表显示了在字段目录类型，代码组和代码中不同的输入产生的结果。

通过F1键的  
帮助文档来获得有关可在此处输入的数据的详细信息。 

对目录类型、代码组和成组代码的可能输入 

输入:  从 输入:  到 结果 

         1           - 有1的所有条目 

         1           9 从1到9的所有条目 

         *           - 所有条目 

         *ab           - 所有AB开头的条目* 

* 只对代码组和代码而言 

选择准则以层次顺序显示。目录类型是最高级别的组件，其次是代码组，

代码组在  
代码之上。用户必须经常输入上级准则。这表明当用户输入代码组时必

须输入一个  
目录类型。当显示代码时也必须选择目录类型的代码组。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显示选择集和代码的索引 

为了在一个检验目录中显示选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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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目
录 �  
索引 � 选择集来访问此功能。 

系统显示初始屏幕。用户在此屏幕中输入选择准则以确定有选择集

的清单的范  
围和结构。 

当访问此功能时，系统已设置如下选择参数： 

- 目录类型： * 

- 工厂： *  

- 语言：用户用来注册的语言的语言代码 

通过这些条目系统使用用户注册到系统中的语言来显示所有工厂

中的所有目录 
类型。 

2. 另外，必须在选择集字段中输入一个值。 

可以改写系统建议的选择准则。在 输入选择集和代码的选择准则

中描述可能  
输入值。 

3. 在输入选择准则后，选择转向 � 索引来访问清单。 

参阅： 

清单屏幕中的重要功能  

 
 

1
2 3  输入选择集和代码的选择准则 

在初始屏幕中系统显示下列选择准则：语言目录类型，工厂，选择集和

显示明细。  
为选择准则输入的值定义了系统显示的数据的范围，对于字段目录类
型，和选择集  
而言，用户可以通过输入一个*来选择所有对象。可以通过输入其他值

来限制被显示  
的数据的数量和范围。除了选择所有对象之外，用户也可以选择一个单

独对象或一  
个范围内的对象。 

标记显示明细字段来显示已被分配给选择集的代码。 

字段选择集和目录类型的可能输入就如同在输入代码组和成组代码的

选择准则中描  
述的一样，但是，用户仅能在选择集字段中使用类查询功能（输入一个

附有一或多  
个字符的*）。 

通过F1键的帮助文档来获得有关在此处可输入的数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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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屏幕中的重要功能 
在用于显示代码组、代码或选择集的清单屏幕中，有数项功能可用于显

示附加    
信息，这些功能被显示在下表中。 

用于选择集中维护代码的功能 

功能 用这个功能可以... 

附加信息 访问 信息对话框 

明细 显示 目录类型、代码组或选择集中输入项的一览 

长文本 显示 长文本 

 
 

1
2 3  展开行 

可以通过将光标置于所需对象的行上并从菜单条中选择额外 � 展开行
来访问此  
功能。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访问索引显示的清单屏幕中下列一览清单： 

· 对于目录类型： 

- 用代码组索引显示功能显示的单独代码组一览清单。 

- 用选择集索引显示功能显示的单独选择集一览清单。 

· 对于代码组：代码的一览清单。 

· 对于选择集：被分配代码的一览清单。 

如果代码组或选择集有被分配给它的代码，也就是空指示符未被设置，

则只能显示  
代码组或选择集的单独代码的一览清单。 

 
 

1
2 3  显示附加信息 

如欲显示一个目录类型、代码组、选择集或代码的附加信息，可将光标

移动到对象  
上并从菜单条中选择明细 � 信息框。 

选择继续来关闭信息框。 

一个对话框显示了有关谁在何时创建了该对象、对象状态，可能的话，

还有谁在何  
时更改了此对象等信息。下列信息也被显示在信息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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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目录类型：目录类型、关键字和选择集的创建是否被允许及选

择集是否必  
须被评估的指示符。只有当系统安装时系统管理员为目录类型设置

了适当的指  
示符，系统才会显示有关选择集的创建和评估的信息。 

· 有关代码组：目录类型和关键字；代码组和短文本；状态和使用。 

· 有关选择集：目录类型和关键字；工厂；选择集和短文本；状态和

使用。 

· 有关代码组的代码：目录类型和关键字；工厂；选择集和短文本；

代码组和短  
文本；代码 和短文本；评估和短文本；质量记分；后继行为。 

· 有关选择集的代码；除了系统显示的代码组中代码的信息之外，系

统也会显示  
具有文本的缺陷类别。 

 
 

1
2 3  访问单/多语言数据屏幕 

当在一个单语言数据屏幕中操作时，可以通过从菜单条中选择转向　　
杏镅岳捶�  
问多语言数据屏幕。 系统将显示多语言数据屏幕，用户在此屏幕中用

被选择的目录类别许可的语言来维  
护代码组、代码和选择集。这些语言的代码被显示在屏幕上部的维护语

言字段。 

从菜单条中选择转向 � 单语言来从多语言数据屏幕返回到单语言数据

屏幕。 

 
 

1
2 3  显示长文本 

将光标移动到输入项上从菜单条中选择明细　允境の谋纠聪允疽桓龃

　胱椤⒀≡�  
集或代码的长文本（ 如果设置了LT指示符）。 

 
 

1
2 3  输入长文本 

当用户想要输入详细描述时，将光标移动到适当的代码组、代码、或选

择集上并从  
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长文本。 

在长文本处理的屏幕中输入一个描述。选择文本 � 保存来保存输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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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选择转到 � 返回来返回数据屏幕。系统在LT字段中输入一个X 来显

示存在长文本。 

 
 

1
2 3  更改短文本 

使用这个功能来更改一个代码组、代码或选择集的短文本。将光标移动

到想要更改  
的文本行上并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氖淙胂睢Ｕ庖恍斜患恿粒　獗

砻飨衷诳梢�  
更改被选择的短文本。 

当维护选择集的代码时，使用此功能来更改一个代码的评估和缺陷等

级。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删除文本 

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来删除用一种指定语言表达的代码组或代码的长文

本和短文本。  
在多语言数据屏幕中，将光标移动到包括想要删除的语言的行上并从菜

单条中选择  
编辑 � 删除文本。 

  说明  
只有没有指定语言的代码被分配给代码组时才能删除用这种语

言表达的代码 
组的文本。 

如果只用一种语言维护代码组或代码，则不能用这种功能删除文本。系

统将发出一  
条信息表明不存在任何文本因而不能删除这些文本。 

如欲删除被只用一种语言维护的代码组或代码，可以使用 删除对象功

能。 

 
 

1
2 3  删除对象 

可用这个功能来删除一个所有语言的代码组 、代码或选择集。短文本

和长文本也被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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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一个代码组为空时也就是，它不包括任何代码并且它未被用于一

个主检验特  
性、检验方法或检验计划中时，才能删除它。 

不能删除一个被分配给选择集或者被用于一个主检验特性、检验方法或

检验计划中  
或者被用于检验结果记录的代码。 

如欲删除这些对象中的一个，可以将光标移动到对象上并从菜单条中选

择编辑    
删除对象。 

 
 

1
2 3  排序 

在多语言数据屏幕中可以显示按对象自身或语言来排序对象。为了在两

种类型的排  
序间切换可以选择F16或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新排序。 

 
 

1
2 3  显示分类 

将光标移动到代码组和选择组并且从菜单条中选择环境　掷嗬捶梦史

掷喙δ堋５�  
维护整个代码组索引时只能显示一个已存在的分类。当维护一个单独代

码组时也可  
对一个代码组分类。 

用户通过SAP分类系统来组合对象，例如代码组或检验方法，以便以后

可以更方便  
地访问它们。 

使用类别来访问一个指定数据记录更容易且节约时间。例如，用户想要

更改一个代  
码组。但是不记得代码组的名称并且不想使用匹配代码功能。在这种情

况下可以使  
用类别来查找该代码组。 

参考分类系统来获得有关分类功能的详细信息。 

 
 

1
2 3  显示明细 

将光标移到希望的对象上并从菜单条中选择明细 � 对象明细来访问这

个功能。 

可以显示下列一览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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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目录类型： 

- 使用显示代码组索引功能的单独代码组 

- 使用显示选择集索引功能的单独选择集 

· 有关代码组和选择集：代码的一览清单 

只有在代码组或选择集包含代码时，也就是在屏幕的第二栏中指示符空
的未被    
设置，才能显示一份该代码组或选择集的单独代码的一览清单。只有在

下列情况 
系统才显示该指示符： 

· 在显示选择集的初始屏幕中没有设置此指示符来得到更详细的显

示 

- 或 - 

· 在用于显示代码组或代码的初始屏幕中未在代码字段中输入数据 

 
 

1
2 3  在选择集中输入代码的附加数据 

可以在一个被分配给目录类型1的选择集中为每一个代码添加如下数

据： 

· 用短文本和长文本描述的计量方法 

· 用短文本和长文本描述的效果 

· 文本要求 

除了文本要求，其他数据不影响机能。它仅仅用作检验者的进一步信息。 

为了输入附加数据，可以： 

1. 从单语言或多语言数据屏幕中选择转向 � 附加信息来访问用于输

入其他数据  
的功能。 

系统显示可供用户输入代码的附加信息的屏幕。选择集的所有代码

被显示在此  
屏幕中。对于每一个代码而言，用户可以在下列字段中输入数据： 

- 在任务字段，输入如果代码被用于结果记录则应发生的步骤的

短文本 。  
将光标移动到计量的输入项上并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挝癯の
谋纠词�  
入一个长文本。在输入并保存一个长文本后 ，系统在 LT 栏
中输入一个X  
来表示有一个长文本可用于评估。 

- 在效果字段中输入代码定义的环境或条件的影响的短文本。用

户也可  
以输入这个影响的长文本。（参考对于任务字段的长文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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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 

- 如果用户在LT字段中输入一个 x ，那么在结果记录期间必须

输入短文本。 

2. 在输入这些数据后，选择继续来返回单语言或多语言数据屏幕。系

统通过在A  
栏中显示一个 X来表示代码的未被显示在数据屏幕中的附加数据

可用。 

 
 

 主检验特性 
下列专题描述了维护主检验特性的任务。 

主检验特性概述 

维护主检验特性 

创建主检验特性 

连接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主检验特性的分配功能 

主检验特性的文本处理功能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更改主检验特性 

显示主检验特性 

删除主检验特性 
 

 主检验特性概述 

什么是检验特性？ 
检验特性描述了需要检查的内容。它定义了对物料、组件和产品的检验

要求。 

什么是主检验特性？ 
为了帮助和标准化检验计划，用户可以在质量管理（QM）系统中创建

检验特性的主 
记录。这些特性就被称为主检验特性。 

如何使用主检验特性？ 
主检验特性可被用于 

· 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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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创建一份任务清单时，可以创建特定的该任务清单的特性或使用

主检验    
特性。一个主检验特性可被任务清单参考或被复制到清单中。  

·  物料说明 

 一个主检验特性可在有或没有参考来源于物料说明中分类类别的

一般特性的情  
况下被使用。 

如果在任务清单或物料说明中使用主检验特性，系统将自动在任务清单

中设置一个  
使用指示符。当删除主检验特性时，这个指示符将与之相关。 

把主检验特性作为主记录维护的一个好处是可以产生用户反查清单。另

外，可以在  
工作清单中集中替换主检验特性。 

参阅: 

维护主检验特性  

分配检验方法  

版本概述 

用一个复制模型来创建新的主记录和主记录版本  

检验方法  

使用主检验特性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用户反查清单和替换  
 

 
 

维护主检验特性 
本专题描述了对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这些功能包括： 

创建主检验特性  

更改主检验特性  

显示主检验特性  

删除主检验特性  

在本专题中描述了如何从QM模块的基本数据菜单条中，而不是从SAP
主菜单条中  
访问这些功能，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
数据  
来从SAP主菜单条中访问QM模块的基本数据菜单条。 

参阅: 

参考R/3系统入门来获得有关如何在QM模块中访问任务以及帮助功能

的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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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检验特性的屏幕序列 
对所有的主检验特性任务（创建、更改、显示、删除）来说，主检验特

性的屏幕  
〈初始屏幕，数据屏幕）以及访问它们的方法都是相同的。 

控制指示符

定量数据

检验目录

分类

采样文本

检验方法

工厂

从此有效

初始屏幕

特性类型

完全维护

状态

数据输入屏幕

 

初始屏幕 
在用户访问主检验特性任务后，将显示初始屏幕。在可供任务用于更改、

删除和显  
示主检验特性的初始屏幕中输入工厂、主检验特性标识符和日期关键

字。 

创建主检验特性或主检验特性版本的初始屏幕包括附加字段。除了工厂

和主检验特  
性指示符之外，可以输入主检验特性版本的有效起始日期和可供参考的

一般特性。 

在屏幕的第二部分中可以输入有关已存在的主检验特性的信息。这个主

检验特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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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新主检验特性时被用作复制模型。 

参阅: 

版本概述  

用一个复制模型来创建新的主记录和主记录版本  

数据屏幕 
当在初始屏幕中输入了所需数据后，可以访问用于维护有关主检验特性

数据的数据  
屏幕。 

数据屏幕中的功能 

在数据屏幕中有下列功能可用：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主检验特性的分配功能  

主检验特性的文本处理功能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创建主检验特性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
数据。  
基本数据的初始屏幕被显示。 

2.    选择检验特性 � 创建。用于创建主检验特性的初始屏幕被显示。 

3. 在初始屏幕中必须输入工厂。 

主检验特性标识符是可选的。如果用户不输入标识符（字母数字

型），系统将  
从一个预定义的号码范围内分配一个号码。 

在有效起始字段中，系统建议将当前日期作为主检验特性有效期间

的起始日    
期。用户可以输入一个不同的有效起始日期，然而输入的日期必须

是未来日   
期。 

而且，可以通过输入一个一般特性来把主检验特性连接到来源于分

类系统的一  
般特性上。 

下列步骤和在没有参考一般特性情况下创建一个主检验特性的过

程相关。如果  
参考了一般特性，将减少了一些多余的步骤而把一些控制指示符和

值传输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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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特性。 

可以在 连接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 中找到有关在创建对一般特

性的参考的  
信息。 

4.   在输入所有所需的数据后，选择转向 � 主检验特性。 

数据屏幕被显示。 

5. 在数据屏幕中，先选择一个特性类型，也就是想要创建一个定性或

定量特性。  
为此在定量特性或定性特性字段中输入一个x或在指示符控制码字
字段中指定一个控制码。 

控制码被用作数据输入帮助。系统从这个控制码中得到主检验特性

控制指示符  
的缺省设置。只有被建议的控制指示符的设置才被复制到特性中；

控制指示符  
自身不被覆盖或被存储在特性中。 

  说明  
在用户使用已设置固定指示符的控制码创建了一个特性后，不

能再更改被从 
控制码中复制到特性中的指示符的设置。 

在定义了特性类别或输入了控制码后，选择 ENTER。 

6. 必须输入一个短文本和一个查询字段。选择ENTER来继续。 

7. 两个对话框被依次显示，可在其中维护特性的控制指示符。 

例如，控制指示符定义了检验结果如何被记录，是否需要一个采样

过程或在一  
个定量特性的情况下，是否必须输入允差的上限和/或下限。 

8. 如果正在创建一个定量特性，则可以维护一个允差关键字和定量数

据。 

9. 保存所输入的主检验特性的数据。 

系统返回初始屏幕并发送一条主检验特性已被创建的确认信息。 

参阅: 

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连接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 
连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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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间的连接是将质量检验结果连接到批次确定的

的先决条件。  
作为系统中批次管理机能的结果，用户可以通过使用来源于批次类别的

一般特性的  
评估来查找批次。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之间的连接使从检验结果到批

次类别的自  
动传输成为可能。根据检验结果而在检验完成的范围内自动评估来源于

批次类别的  
一般特性。 

 

先决条件 
当创建主检验特性时，可以参考一个一般特性。该特性满足下列两个条

件之一： 

· 一般特性具有数据类型“NUM”（数字） 

· 一般特性具有数据类型“CHAR”并参考了目录类型1中选择集（特

性属性） 

说明  
只能在一个主检验特性和一个一般特性之间有1：1的关系（也

就是，不能在 
几个主检验特性中参考同一个一般特性）。 

对检验说明的影响 
当输入一个想同主检验特性连接的一般特性时，某些控制指示符和值被

传输给主检  
验特性。这表明来自一般特性的说明对检验特性说明有一个直接的影

响。但是，一  
些被传输的数据只是建议值因而可被更改，但其他的数据不能再被更

改。 

哪些数据将被影响取决于一般特性是数据类型“NUM”还是“CHAR”： 

啡绻　话闾匦跃哂惺　堇嘈汀癗UM”，则不能更改在维护主检验特性

时从一  
般特性中复制的下列数据： 

−定量特性类型的控制指示符 

−允差上限或下限的控制指示符 

−完成指示符被设置 

被连接到一般特性上的主检验特性必须被完全维护。 

−记录被计量值的控制指示符 

本指示符之所以被设置是因为具有数据类型“NUM”并来自批

次类别的一  
般特性仅能用数字值评估 

−分类结果记录的控制指示符被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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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如果在一般特性中指定了一个计量单位） 

当维护主检验特性时可以更改下列数据；它们作为建议值而被复

制： 

−短文本 

−查询字段（由来源于注册语言中的一般特性的短文本填充） 

−十进制位数 

−允差上限值或下限值 

对于在物料说明的基础上执行的检验而言，如果物料说明中的

主检验特性被 
连接到一般特性上，则使用在一般特性中输入的值。但是，对

于在工作清单 
基础上执行的检验而言，在工作清单中为此主检验特性指定的

值与之相关。 

−所需特性的控制指示符（当一般特性必要时） 

啡绻　话闾匦跃哂惺　堇嘈汀癈HAR”，那么当维护主检验特性时不

能更改从  
一般特性中复制的下列数据： 

−定性特性类型的控制指示符 

−特性属性的控制指示符 

−汇总记录的控制指示符 

在结果记录期间仅有一个代码被确认，该代码被随后传送给类

别 

−完成指示符被设置 

被连接到一般特性上的主检验特性必须被完全维护 

−选择集 

来源于一般特性中指定目录类型1的选择集被分配给主检验特

性 

当维护主检验特性时可以更改下列数据；它们仅被作为建议值而复

制： 

−短文本 

查询字段（由注册语言中一般特性的短文本来填充） 

−所需特性控制指示符（当一般特性必要时） 

参阅: 

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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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本专题描述了数据屏幕中主检验特性的下列数据输入字段： 

· 一般特性  

· 完全维护指示符  

· 状态  

• 查询字段  

· 特性重要性  

· 检验者资格  

· 份额估计  

 
 

 一般特性 
当更改一个主检验特性时，在想要同主检验特性连接的一般特性字段

中。可以仅输  
入一个一般特性。当创建主检验特性或特性版本时，在此字段中不做任

何输入 。 

先决条件 
当更改一个主检验特性时，如果想要创建同批次类别中一个一般特性的

连接，则必  
须满足某些先决条件。哪个先决条件必须被满足取决于该一般特性具有

数据类型  
“NUM ”或”CHAR”： 

啡绻　话闾匦跃哂惺　堇嘈汀癗UM“ 则下列条件必须满足：  

−主检验特性必须是定量的  

−在主检验特性中，允差上限和允差下限的控制指示符必须被设置。  

−两种特性的计量单位必须一致 

−一般特性的内部限制必须在同主栓验特性允差的控制指示符连接

中被维护。  

下表表示了主检验特性允差和一般特性内部限制间的相互依赖。 

 

主检验特性 一般特性 

仅有允差上限 有下限，无上限 

仅有允差下限 有上限，无下限 

允差上下限都有 上下限均有 

 

啡绻　话闾匦跃哂惺　堇嘈汀癈HAR”，则下列条件必须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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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检验特性必须是定性的  

−在主检验特性中，特性属性的控制标识符必须被设置  

−来自目录类型1的选择集被分配给此一般特性  

对主检验特性的影响 
如果创建一个已存在主检验特性和一个一般特性的连接，则在主检验特

性中，一些  
数据被自动更改。哪些数据被更改取决于一般特性是数据类型“NUM”

还是  
“CHAR”： 

啡绻　话闾匦岳嘈途哂惺　堇嘈汀� NUM” ，则下列数据被更改：  

−对结果记录确认而言，则汇总记录的指示符被设置，如果控制指

示符已被  
先前设置为： 

−不记录 

−分类记录  
所有相关数据(例如类别宽度)被初始化。  

−目标值检验的控制指示符被取消  

−已测值确认的控制指示符被设置  

−从一般特性中获得小数点位数  

−所有双侧限制 (除了允差限制) 初始化。 

−从一般特性的内部限制中得出允差值  

−如果在一般特性中设置了要求输入指示符，则主检验将是一个所

需特性，  
否则它将是一个可选特性。 

啡绻　话闾匦跃哂惺　堇嘈汀癈HAR“，则下列特性被更改。 

−对结果确认而言，汇总记录的指示符被设置。   

−特性属性的控制指示符不能再被更改。 

−一般特性中来自目录类型1的选择集被分配给主检验特性  

−如果来自目录类型的方法相关选择集被分配给主检验特性，则主

检验特性  
将是一个所需特性；否则它将是一个可选特性。  

−如果在一般特性中设置了要求输入指示符，则主检验特性将是一

个所需特  
性；否则，它将是一个可选特性 。 

说明  
同一个一般特性结合的主检验特性必须被完全维护。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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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更改主检验特性  

连接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完全维护"指示符 
如果设置完全维护指示符（在数据屏幕的第二部分），系统检查主检验

特性是否已  
被完全维护。这个确定依赖于主检验特性的其他控制指示符的设置。例

如，如果为  
一个定量特性设置了允差下限指示符，则系统检查允差下限是否已被输

入。 

被表示为“完全维护”的一个主检验特性可以被工作清单参考，也可被

复制到工作  
清单中。一个未能被完全维护的特性只能被复制到一个工作清单中。 

说明  
对于同一般特性相连的主检验特性而言，这个指示符将被自动

设置，不能更 
改。 

参阅: 

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维护控制指示符  

使用主检验特性  

连接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  

 
 

状态 
状态字段包括主检验特性的处理状态。当创建一个主检验特性时，系统

会建议一个  
状态1 （未下达）。可以更改这个系统建议的状态。 

可以使用下列状态： 

· 状态1（未下达）。当创建一个主检验特性时系统会默认建议一个

状态1，这  
表明主检验特性不能被用于一个工作清单或物料说明。 

· 状态2（为使用下达）。在使用工作清单中的一个主检验特性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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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先下  
达它。把状态设成2可以下达一个特性。 

· 状态3（冻结使用）。在一个主检验特性被下达后，用户可能想防

止它在将来  
被使用。把状态设成为3可以冻结一个主检验特性以防其被使用。

而已被分配了 
该主检验特性的工作清单或物料说明仍可使用它。 

· 状态4（标记删除）。如果想在下次重组程序执行时删除一个主检

验特性，就  
把状态设成4 。 一个程序检查已被选择的主检验特性是否被一个

计划使用。如果该主检验特性  
没有使用参考，则它将被删除。如果该主检验特性已被使用，将不

删除它。 

要删除一个已被使用于工作清单或物料说明中的主检验特性，则必

须首先删除  
使用分配。这表明必须删除该主检验特性的各个参考。为了检查一

个主检验特  
性的使用情况，可以产生一个用途反查清单。 

· 状态5（归档）。一个属于这个状态的主检验特性已被归档但未被

删除。不能  
再对那样的主检验特性做出任何更改。 

参阅: 

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用户反查清单和替换  

删除主检验特性  

 
 

查询字段 
在查询字段中输入一个被用作匹配代码的单词或短语。因此输入的单词

或短语必须  
易于记忆而且/或者有意义。当更改、显示或删除一个主检验特性时，

用户可以使用  
在这种字段中输入的单词或短语来查询一个主检验特性。 

参阅: 

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查询主检验特性  

 
 

特性的重要性 
可以按照主检验特性的重要性对它们进行分类。主检验特性可被分类为

关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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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性和次要特性。 

参阅: 

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检验者资格 
在数据屏幕的最后一部分可以输入检验者资格的一个代码。也可以在一

个检验方法  
和一个检验计划中输入一个检验者资格。 

如果用户为之输入检验者资格的主检验特性已被用于一个检验计划，则

在特性中定  
义的检验者资格在计划中有效。 

如果一个检验方法已被分配给主检验特性而且一个检验者资格在主检

验特性和检验  
方法中均被定义，则在方法中定义的检验者资格在计划中优先。如果该

主检验特性  
在计划中被参考，则用户不能改写检验者资格的值。但特性被复制到计

划中，则可  
以更改检验者资格的值。 

参阅: 

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使用主检验特性  

 
 

 份额估计 
在份额估计字段，输入一个包含两个字符的字母数字代码。该代码标识

了用于份额  
估计的过程。在用户设置中，可以通过鼠标点击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来调

用一份可用  
过程的清单。为特性设置的控制指示符确定了将使用哪个过程。在标准

系统中下列  
三个过程可用： 

· 正态分布（先决条件：已测值和允差的控制指示符） 

· 泊松分布（先决条件：缺陷数确认的控制指示符） 

· 二项式分布（无先决条件） 

对来自样本的检验结果按照所选的过程来估计下列统计值： 

· 缺陷单位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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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于允差极限的份额 

· 高于允差极限的份额 

参阅: 

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在数据屏幕上有下列功能可用于维护主检验特性： 

维护控制指示符 

维护定量数据 （只对定量特性） 

使用允差关键字 （只对定特性） 

对主检验特性的分类  

 
 

1
2 3  维护控制指示符 

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控制指示符来访问维护控制指示符的功能。 

用于维护控制指示符的第一对话框被显示。选择 ENTER来继续处理  
并访问用于维护控制指示符的第二对话框。 

通过在这两个对话框中维护的控制指示符，可以按下列准则来影响特性

的处理： 

· 允差限制  
在第一个对话框中确定一个定量主检验特性是否应有一个允差上

限或下限以及  
目标值是否应被检查 。 

· 特性属性  
为一个定性主检验特性确定在结果记录期间是否参考一个选择集

的已被评估的  
代码（设置特性属性 指示符）或是否手工评估（未设置特性属性
指示符）。 

设置特性属性的指示符将影响对特性进行的代码组或选择集的分

配。 

· 采样过程  
定义当主检验特性被用于工作清单或物料说明中时，是否一个采样

过程必须被  
分配。 

· 结果记录的类型  
定义特性结果记录的类型。例如，确定是否将记录各个结果或只是

被汇总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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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值，或者是否不为该特性记录任何结果。 

· 缺陷记录  
定义如果该特性被拒收时缺陷是否被记录。当按照特性类型分配检

验目录时如  
果设置这个指示符，则可以输入一个一般拒收或基于突破允差上限

和/或下限的  
拒收的缺陷代码。 

· 所需的检验  
定义是否该主检验特性是可选的，所需的或条件的。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分配代码组或选择集  

动态修改  

维护控制图表的主检验特性  

检验结果  

缺陷记录  

 
 

1
2 3  维护定量数据 

从菜单条中选择转向　　渴　堇捶梦饰　ざ　渴　莸墓δ堋Ｏ低辰　

允径　渴　�  
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中显示的字段取决于为主检验特性设置的控制指

示符。 

例如，为维护允差上限和下限设置了控制指示符。在这样的情况下，所

有和维护允  
差上下限相关的字段均被显示在此对话框中。但是，如果已经确定将维

护一个单个  
限制，则只有和各自允差极限相关的字段被显示。 

当使用一个允差关键字时，为维护定量数据，值被从关键字中复制到对

话框中。这  
些值可以被改写。 

参考F1键的帮助来获得有关单独字段的详细描述。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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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使用允差关键字 

使用一个允差关键字来帮助用户自己输入数字。一个允差关键字被用于

集中定义和  
存储一个定量特性的允差说明。一个允差关键字需要定义计量单位、目

标值、精    
度，以及允差上限和下限。 

为了定义一个定量主检验特性的允差关键字： 

1. 通过菜单条中选择转向 � 允差关键字来访问此功能。 

允差关键字对话框被显示。 

2. 把光标移动到允差关键字字段并选择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来显示一

份该字段可能  
输入项的清单。 

系统显示一份可用允差关键字的清单，其中包括它们的短文本。 

3. 用鼠标双击希望的关键字来从清单中选择一个允差关键字。 

系统把所选允差关键字复制到对话框中。当用户检查自己的输入

时，如果在关  
键字中设置了适当的指示符，为此关键字定义的计量单位和目标值

也被显示在  
对话框中。 

4. 选择 ENTER来返回到数据屏幕并继续处理。 

当使用一个允差关键字时，系统把允差说明复制到主检验特性中。

目标值取决  
于允差关键字中指示符的设置而可能或不能被复制到特性中。系统

管理员在系  
统配置期间使用用户设置程序来设置此指示符。另一个由用户设置

应用程序来  
设置的指示符确定了允差限制是否是与目标值相关的值。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1
2 3  对主检验特性的分类 

使用分类系统来对一个主检验特性分类。要从数据屏幕中访问分类功

能，可以从菜  
单条中选择环境 � 分类。 

通过分类系统，可以对对象进行分组，例如主检验特性和检验方法，以

便以后可以  
更容易地访问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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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类系统内，用户使用类别来对对象分组。类别也能帮助用户访问一

个指定    
对象。例如，想要更改一个主检验特性，但是不记得该特性的标识符。

在这种  
情况下可以使用分类系统来查询该主检验特性。 

虽然可以把一个主检验特性分配给一个类别，但是在本版本中查询功能

不被支持。  
在将来的版本中将可使用分类系统的查询。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分类系统 

 
 

主检验特性的分配功能 
在数据屏幕中有下列分配功能可用于维护主检验特性： 

分配代码组或选择集  

分配检验方法  

 
 

1
2 3  分配代码组或选择集 

如果想把代码组或选择集分配给一个主检验特性，可从菜单条中选择转
向 �  
特性目录。一个可供用户进行分配的对话框被显示。 

可能有下列分配： 

· 在已分配检验目录部分，把目录类型和代码组或选择集分配给一个

检验特性。 

· 在拒收的缺陷代码中，把来自缺陷目录（目录类型9）的代码组和

代码分配给  
一个主检验特性。这些代码组和代码被用于创建在结果记录期间被

拒收的检验  
特性的缺陷数据记录。 

参阅: 

检验目录  

缺陷记录  

分配代码组或选择集 
如果处理一个未被设置特性属性指示符的定量特性或定性特性，则可以

在此对话框  
中分配最多四个代码组或选择集。可以为一个有特性属性的定性特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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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最多五个  
代码组或选择集。 

如果处理一个已设置特性属性的定性特性，则可以最多多达五个代码组

或选择集。  
在这种情况下，系统自动在第一栏（C）中输入目录类型1并在第一行

中为分配设置  
选择集指示符（SS）。这表明用户必须分配一个选择集作为第一次分

配的目录输入  
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在此处输入目录类型1。 

为了把代码组或选择分配给一个主检验特性： 

1. 在 C 栏中输入一个目录类型。 

  说明  
用户不能把来自目录类型1的选择集分配给未被设置特性属性

指示符的定量  
特性或定性特性。 

2    在SS栏中指出是否要分配一个选择集或代码组。如欲分配一个选

择集，那么 
标记此栏 。 

如果处理一个已设置特性属性指示符的定性特性，则系统会自动标

记此栏。这  
表明用户必须分配一个选择集作为第一次分配的目录输入项。 

3. 在CGr/SSet栏中，输入包括在目录类型中的代码组或选择集的标

识符。如欲  
显示一份代码组或选择集的清单以便从中做出选择，则可以在这个

字段中输入  
一个*或选择可能输入帮助功能。 

为了限制清单中显示的代码组或选择集数，可以输入一个附有一个

或更多字符  
的*。例如， 如果输入 *cg 则系统列出所有以CG结尾的代码组或

选择集。 

如果从清单中选择了一个选择集，则系统自动把选择集的工厂复制

到工厂字段  
中。如果用户手工输入一个选择集，则必须也手工输入工厂。 

4. 在已做出分配后，选择检查来让系统检查用户的输入。 

可以通过把光标定位在目录类型或代码组字段并选择显示目录输
入来显示被分  
配目录类型的输入项。 

5. 选择 ENTER来返回数据屏幕并继续处理。 

分配一个缺陷代码 
在对话框的底部，可以把最多三个来自缺陷目录（目录类型9）的代码

组和代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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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主检验特性。在拒收的情况下这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分配下列缺陷代

码： 

· 一般拒收 

· 超出允差上限的拒收 

· 低于允差下限的拒收 

一个一般拒收的缺陷代码在任何时候均可被输入。而一个允差上限或下

限拒收的代  
码只有在相应的特性允差限制在定量特性的控制指示符中被维护的情

况下才能被输  
入 。 

如果已经定义了一个特性的允并限制而没有维护允差限制拒收的相应

代码，那么如  
果一个特性被拒收，一般拒收的代码会被用于结果记录中。 

说明  
如果设置了缺陷记录的控制指示符但还没有维护一般拒收的代

码，那么如果 
一个特性被拒收，在缺陷记录期间将自动调用手工缺陷记录功

能。 

使用F1键的帮助功能，可以找到有关缺陷代码和选择缺陷代码的更多

信息。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分配功能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分配检验方法 

选择转到 � 特性的方法来访问把检验方法分配给一个主检验特性的功

能。 

显示被分配检验方法的对话框。可以把任意多的检验方法分配给一个主

检验特性 。 

为了把检验方法分配给一个主检验特性，可以： 

· 在方法字段中直接输入一个检验方法标识符 

· 通过在方法字段中选择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来用一个匹配代码搜索

一个检验    
方法。可以通过查询字段或通过类别来搜索。 

· 通过访问方法选择功能来得到一份检验方法清单 

当想要分配一个检验方法时使前两种方法（直接输入和匹配代码）。当

想要同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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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几个方法时使用方法选择功能。 

使用方法选择功能 
使用检验方法功能： 

1. 在被分配检验方法屏幕中选择方法选择。 

系统显示一个检验方法选择对话框，用户可在其中输入检验方法清

单的选择准  
则。系统在工厂字段中输入一个*。如果接受这些字段中的缺省输

入*，则所有工 
厂中的所有检验方法均被显示在这个清单中。但是，可以更改默认

选择准则。  
参考F1键的帮助功能来获得有关各个字段中可能输入的更多信

息 。 

2. 在已输入选择准则后，选择 ENTER。 

系统显示检验方法清单。从这个清单中可以选择任意多的检验方

法。 

3. 把光标移动到检验方法上并选择选择/取消选择来选择一个检验方

法。该检验  
方法高亮度显示。 

把光标移动到检验方法上并再次选择选择/取消选择来取消对一个

检验方法的选  
择。 

4. 选择 ENTER来返回到数据屏幕并继续处理。 

系统返回到被分配的检验方法对话框并复制用户所选择的检验方

法。 

5. 选择 ENTER来返回到数据屏幕并继续处理。 

  说明  
当手工输入一个检验方法或使用方法选择功能来选择一个检验

方法时，检验 
方法的当前版本被分配给主检验特性。当使用一个匹配代码来

搜索一个检验 
方法时，所有的检验方法版本均被显示在清单中且都能被分配。 

其他功能 
从被分配的检验方法屏幕中，可以： 

· 检查一个分配  
在已分配方法后，可以让系统检查用户的输入。 

· 删除一个方法分配  
把光标定位在方法上并选择删除方法可以删除一个已被分配给一

主检验特性的  
检验方法。系统显示 一个对话框来询问用户，以确用户想删除该

方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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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来删除该方法。 

· 显示一个方法  
把光标移到期望的检验方法上并选择显示方法来显示一个检验方

法。 

· 把代码组或选择集分配给一个方法  
为了将代码组或选择集分配给一个检验方法，把光标移动到期望的

选择方法并  
选择方法目录。一个可供用户进行分配的对话框被显示。把目录输

入项分配给  
一个检验方法的功能和把目录输入项分配给主检验特性的功能相

似。 

可以把代码组或选择集分配给主检验特性也可以分配给检验方法。

如果代码组  
或选择集被分配给这两者，则被分配给方法的代码组或选择集在计

划中优先。  
如果位置为空，则在每个位置被分配给主检验特性的目录输入项被

合并。例如 
，方法有位置1、2和4的输入项而特性有位置1、2和3的目录输入

项。来自方  
法和特性的输入项在计划中被合并。结果是工作位置3的目录输入

项从特性中  
获得并增加到方法的目录输入项中。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分配功能  

分配代码组或选择集 
 

主检验特性的文本处理功能 
在数据屏幕中可用下列文本处理功能来维护主检验特性： 

输入长文本  

维护多种语言的长文本  

输入采样文本  

输入附加  

 
 

1
2 3  输入长文本 

把一个长文本加到一个短文本中 

1. 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长文本。系统把短文本复制为长文本的第

一行。 

2. 在输入长文本后，保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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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后，返回到数据屏幕。系统已设置长文本指示符。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文本处理功能  

 
 

1
2 3  维护多种语言的长文本 

输入短文本 
从数据屏幕中选择转到 � 其他语言来用其他语言输入长文本和短文

本。 

其他语言对话框被显示，可以在其中用已为系统定义的任意多种语言输

入短文本。 

用另一种语言输入长文本 
1. 把光标移到短文本行上。此短文本行包含有用户想用以输入长文本

的语言。 

2. 调用长文本处理功能。 

在 输入长文本 中描述了输入长文本的过程。 

3. 返回其他语言对话框。 

如果想要更改原先在其他语言对话框中输入的文本，可以把光标移动到

想要更改的  
行上并选择更改短文本。此文本现在可被编辑了。如欲删除一种语言的

所有输入 
（短或长文本），可以把光标移动到想要删除的语言上并选择删除文本。 

选择 ENTER来从其他语言对话框返回到数据屏幕。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文本处理功能  

 
 

1
2 3  输入采样文本 

当想要描述主检验特性的采样时使用此功能。 

1. 从菜单条中选择转到 � 采样文本 来访问此功能。 

系统显示采样文本对话框。 

2. 在对话框中，可以在语言列指定一个语言关键字。 

3. 把光标移动到语言行上并调用长文本处理功能来输入一个描述采

样的长文本。  
在 输入长文本 中描述了如何输入一个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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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存长文本时，系统设置长文本指示符。 

如欲删除一种指定语言的文本，可以把光标移动到希望的行上并选

择    删除文本，该文本立即被删除。 

4. 选择 ENTER来返回到数据屏幕并继续处理。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文本处理功能  

 
 

1
2 3  输入附加明细 

选择转向 � 信息 � 附加明细来输入有关一个主检验特性的附加细节。 

系统显示一个有三个字段的对话框，在其中可以输入有关该主检验特性

的文本。系  
统不会使用用户在这三个字段中输入的信息。这些字段存储的信息仅由

用户公司使  
用。 

选择 ENTER来从信息对话框返回到数据屏幕。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文本处理功能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在数据屏幕中下列显示功能可用： 

显示时间轴  

显示字段历史  

显示管理数据  

显示一般特性  

显示物料说明  

 
 

1
2 3  显示时间轴 

从数据屏幕菜单条中选择明细 � 时间轴来显示一个主检验特性的时间

轴。 

系统按照主检验特性的版本从何时起有效而显示一份该主检验特性所

有有效版本的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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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显示一个指定的主检验特性版本，可将光标移动到清单中的希望行

上并通过鼠  
标双击或使用选择特性来选择特性版本。 

系统将显示那个特定主检验特性的数据屏幕。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1
2 3  显示字段历史 

选择明细 � 字段历史来显示一个主检验特性中对字段所做更改的历

史。 

如果在没有历史的情况下做出对一个主检验特性的更改，则系统仅把字

段中的当前  
值当作字段历史显示。如果在有历史的情况下做出更改，则系统列出所

有的更改及  
更改字段的用户姓名，字段被更改的日期和字段中所有先前值。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显示管理数据 

系统维护有关一个主检验特性的附加信息，例如其有效的时间期限、创

建该主检验  
特性的用户、它被创建的日期，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更改此特性的人及

更改时间。  
可以选择转向　畔ι维护数据来显示这个信息。 

以上所述的信息被显示在一个对话框中。选择 ENTER来返回数据屏幕。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1
2 3  显示一般特性 

如果在一个主检验特性中创建了一个对一般特性的参考，则可以在一般

特性中显示  
这个数据。可以从菜单条中选择 � 显示一般特性来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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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个显示一般特性基本数据的屏幕。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连接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  

一般特性  

可以在分类系统的文档中找到有关分类系统中一般特性的更多详细信

息。 

 
 

1
2 3  显示物料说明 

对于被用于物料说明中的一个主检验特性而言，可以通过从菜单条中选

择环境 �  
物料说明来显示该物料说明。 

将出现一个对话框，该对话框显示一份物料说明中主检验特性的所有事

件的清单。 

把光标定位在物料说明上并选择显示说明可以显示一个物料说明的数

据。用户进入  
了物料说明中特性分配的显示屏幕。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1
2 3  更改主检验特性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质量计划　　臼　
荨；　�  
数据的初始屏幕被显示 。 

2.    选择检验特性 　　摹Ｓ糜诟　囊桓鲋骷煅樘匦缘钠聊槐幌允尽
�  

3..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工厂和想要更改的主检验特性的标识符。 

如果不记得标识符，可以使几种方法之一来 查找主检验特性. 

4.    在完成所需的输入后，选择转向 � 主检验特性。数据屏幕被显

示。 

5. 在这个屏幕中，可以做所需的更改。在所有字段中均可输入数据。

另外，可以  
调用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分配文本处理功能并对它们做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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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两者不存在连接，则可以把一个主检验特性连接到来自

一个批次类  
别的 一般特性上。 

保存所做的更改。 

系统返回到初始屏幕并确认主检验特性已被更改。 

  说明  
当使用任务来更改一个已经使用了有固定指示符的控制关键字

的主检验特  
性时，不能更改或删除此控制指示符。按照来自控制关键字的

控制指示符而  
设置的字段不能在数据屏幕或对话框中为维护控制指示符而被

输入。 

 

参阅: 

数据屏幕中的字段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主检验特性的分配功能  

主检验特性的文本处理功能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更改一个已被使用的主检验特性 
当更改一个已被在检验计划中参考的主检验特性而且是在没有历史的

情况下做出更  
改时，此更改也适用于该检验计划。更改之所以影响计划是因为系统没

有创建一个  
新的主检验特性版本。 

但是，如果在有历史的情况下更改特性，则系统会创建一个具有同用户

更改的主检  
验特性相同有效期间的新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更改并不影响检验计划，

因为它仍  
然使用主检验特性的先前版本。 

参阅: 

系统如何管理历史？  

 
 

1
2 3  查询主检验特性 

使用一个匹配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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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使用一个匹配代码来查询一个主检验特性，可以将光标移动到主检
验特性字段  
上并选择可能输入帮助功能。当用户使用匹配代码来查询一个主检验特

性时，可以  
使用类别字段。 

参考 R/3 系统入门来获得有关使用匹配码来查询例，如主检验特性等

的信息。  

使用一个星号 (*) 
可以通过在主检验特性字段中输入一个*来查询“所有”主检验特性。

当输入一个*  
时，系统显示一份所有有效主检验特性版本的清单。把光标移到希望的

主检验特性  
上并双击它来从清单中选择一个特性。 

为了限制清单中显示的主检验特性数，可以输入一个附有一或多个字符

的 * 。例    
如，当输入*ch时系统列出所有以CH结尾的有效主检验特性版本。如果

只有一个  
主检验特性版本满足通用查询准则，则系统直接进入数据屏幕并显示有

关该主检  
验特性的信息。 

使用关键日期 
在关键日期字段输入一个日期来将清单中出现的主检验特性限制在一

个指定的时间  
期限内。系统显示每一个主检验特性在用户输入日期上有效的版本。 

 
 

1
2 3  显示主检验特性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质量管理　柿考苹  基本数据。
基本数据  
的初始屏幕被显示。 

2.   选择检验特性� 更改。用于更改一个主检验特性的屏幕被显示。 

 .    在初始屏幕中必须输入想要显示的主检验特性的工厂和标识符。 

如果不记得该主检验特性的标识符，可以通过使用一个匹配代码或

创建一份主  
检验特性清单并从中选择一个来 查找特性。 

3. 在完成所需的输入后，选择转向 � 主检验特性。 

被选中的主检验特性的数据被显示在数据屏幕中。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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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删除主检验特性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制量定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基本数据的初始屏幕将被显示。 

2.   选择检验特性  　　摹Ｓ糜谏境　桓鲋骷煅樘匦缘钠聊槐幌允尽
£ 

3， 在初始屏幕中必须输入想要删除的主检验特性的工厂和标识符。 

如果不记得该主检验特性的标识符，可以通过使用一个匹配代码或

创建一份主  
检验特性清单并从中选择一个来 查找特性 。 

  说明  
如果一个主检验特性被一个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使用（如果这

样，使用指示 
符将被设置），则不能联机删除该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

首先通过从检  
验计划中删除此主检验特性来消除该特性的所有使用，然后把

主检验特性状 
态设成4（为删除而设置）。在下次重组期间这个主检验特性将

被删除。 

4， 在完成所有必需的输入后，选择转向 � 主检验特性。 

系统将访问被选中的主检验特性的数据屏幕。 

5. 选择特性 � 删除来删除被选中的主检验特性。 

一个让用户确认删除该主检验特性的对话框显示。将光标移动到是

上并选择  
ENTER来删除此特性。 

系统返回到数据屏幕并确认该主检验特性已被删除。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显示功能 
 

  QM基本数据菜单条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来从主菜单条  
中调用QM 模块的基本数据菜单条。 

 
 

 动态修改 
本节描述了QM模块中的动态修改。它描述了如何维护采样过程、动态修改规则和采样 
方案。它还包括有关检验阶段和检验严格度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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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修改概述 

动态修改的必要条件  

采样过程 

维护采样过程 

创建采样过程 

维护许可关系 

分配屏幕中的字段 

 特殊条件屏幕中的字段 

更改采样过程 

显示采样过程 

删除采样过程 

动态修改规则 

维护动态修改规则 

创建动态修改规则 

表头屏幕中的动态修改指示符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字段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功能 

更改动态修改规则 

显示动态修改规则 

删除动态修改规则  

采样方案 

维护采样方案 

创建采样方案 

表头屏幕中的字段 

采样方案表屏幕中的条目 

维护采样方案表的功能 

更改采样方案 

显示采样方案 

删除采样方案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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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修改概述 
在不久以前，在样本计划中使用固定的样本大小还很普遍。但是现在在质量级别的基础上 
控制检验范围变得越来越普遍。具有一个较低质量级别的供应商或过程，必须比那些不断 
提高质量的供应商或过程受到更精密的监控。SAP的质量管理（QM）模块支持检验计划 
者设置和维护对这些作业所需数据。QM模块也具有维护检验历史的功能。 

动态修改的一般信息 
为了使检验适应预期的质量级别，可以动态修改检验范围。在采样过程和动态修改 
规则的帮助下可以使检验范围适应当前的质量级别。 
下表提供了动态修改过程的一览，显示了采样过程、动态修改规则和检验计划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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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修改

采样过程

被分配给
特性

结果

检验计划
表头

质量级别

工序

1特性

2特性

动态修改
规则

被分配给 表头
特性

检验阶段
计数器

 
对于收货时和生产期间的检验而言，动态修改表示： 

· 在各个阶段中使样本大小在一个预定义的样本大小（例如100％）和略过之间 
变化。一个略过表示一个相当数量的交货或批量将不被检验。 

· 在正常的、宽松的和严格的检验之间变换（动态修改规则） 

样本大小和检验更改的变动，取决于先前的检验结果。 

参阅： 

动态修改的必要条件  

维护采样过程 

维护动态修改规则 

维护采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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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修改的必要条件 
在QM模块中，动态修改发生在批量或特性级别。为一个指定检验批量或特性激活 
动态修改，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芬丫　　锪�/检验类型组合指定了一个具有任务清单的检验。 

啡挝袂宓ビ猛颈匦胍驯环峙涠　　薷淖荚颉＃ㄔ谟没　柚糜τ贸绦蛑邪讯　　薷Ä 
准则分配给任务清单用途。动态修改准则本身作为标准QM模块的一部分被提供 
且不能在用户设置中维护。） 

维护动态修改准则的范例 

酚没Ц　萑挝袂宓ケ硗分兄付ǖ 亩　　薷募侗鸲　诒硗坊蛱匦约侗鹕辖　　　薷Ä 
规则分配给任务清单。 

范杂谖挥谔匦约侗鹕系亩　　薷睦此担　没П匦氚阉　薪　欢　　薷牡奶匦远ㄒå 
为”所需特性”。 

参阅： 

维护采样过程  

维护动态修改规则  

维护采样方案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维护动态修改准则的范例 
下表提供了一个有关如何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维护任务清单用途的动态修改准则的 
例子（如，由物料、供应商、客户或三者的多种组合来维护）。 

       维护动态修改准则的范例 

任务清单用途 准则：   

 物料 供应商 客户 

生产    X   

工程/设计    

通用    

工厂维护    

收货    X    X  

收货（模型）    X    X  

发货    X     X  

收货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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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采样过程 
什么是采样过程? 
采样过程是一个为检验确定样本大小的过程。采样过程也定义了用于结果记录的评 
估类型（属性、变量、手工评估、按代码评估、按控制图表的活动极限评估）。 

采样过程被定义在特性级别。对于主检验特性和检验特性而言，用户通过一个 
控制指示符，来确定当一个特性在检验计划中被使用时，是否必须分配采样过程。 

参阅: 

创建采样过程  

更改采样过程  

显示采样过程  

删除采样过程  

在本专题中描述了如何从QM模块的基本数据菜单条中访问这些功能。如欲从SAP 
主菜单条中访问QM模块的基本数据菜单条，可以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参考R/3系统入门 可获得有关在QM模块中访问此项功能以及帮助功能的更多信息。 

采样过程功能的屏幕顺序 
维护和显示采样过程的功能包括三个屏幕： 

· 初始屏幕，在此屏幕中可以指定过程的指示符 

· 分配屏幕，在此屏幕中可以维护短文本、采样类型、评估模式、冻结指示符和 
生产期间检验的检验点指示符 

· 特殊条件屏幕，在此屏幕中（取决于采样类型和评估模式）可维护用于确定样 
本的参数，例如采样方案和控制图表类型。用户也可维护特殊条件的指示符， 
例如无阶段修改、独立多次采样和（取决于独立多次采样指示符的）样本数。 

图示：采样过程功能的屏幕顺序  

 
 

  图示：采样过程功能的屏幕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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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条件

无阶段更改

独立多次采样

分配

文本

冻结指示符

采样类型

评估模式

标识符

初始屏幕

 
 

 

1
2 3  创建采样过程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动态修改 � 采样过程 � 创建。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采样过程的标识符。 

在初始屏幕中，可以把一个已存在的采样过程用作一个复制模型。从菜单条中 
选择采样过程 � 复制来做到这一点。 

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 

在字段来源中输入用户想要复制的采样过程。选择可能输入帮助功能并从中选择 
一个过程来显示一 份已存在的采样过程的清单。 

系统把所需过程复制到对话框，选择复制来继续处理并复制过程。系统将显示含有 
被复制数据的分配屏幕。如果用户愿意，可以改写这些数据。 

3. 如果不想把一个采样过程作为复制模型，可以选择转向 � 采样过程 来进入下一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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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分配屏幕被显示。此屏幕中，用户可以把一个采样类型和一个评估模式分配给采样过

程。 
另外，可为检验点和冻结设置指示符。请参阅 分配屏幕中的字段 来获得有关此屏幕

中 
可用输入的详细信息。 

4. 在做出必要的输入后选择继续。 

 出现可供用户输入采样过程中下列特殊条件的屏幕： 

- 采样方案 

如果用户要在一个需要采样方案的分配屏幕中输入一个采样过程，则必须输入一

个 
采样方案。 

- 控制图表类型 

如果在采样方案确定中使用一条采用固定样本的规则，那么用户只需输入一个控

制 
图表类型。用于确定一个采样方案的规则取决于样本类型。 

- 检验阶段修改 

用户可以指定不做任何检验阶段修改。 

- 独立的多样本 

如用户想使用独立的多样本，则应当设置相应的指示符。当使用独立的多样本时， 
应当输入一个附加的评估规则。该评估规则组合单独样本的特性决策以形成一个 
一般决策。选择 ENTER，然后从显示的清单中选择一个评估。最后输入所需的样 
本数。 

- 采样方案的其他数据 

当使用一个采样方案时，在一个对话框中维护 检验严格度 或 AQL 值。 

- 样本数据 

如果在样本模式确定中使用一条采用固定样本的规则，则必须在一个对话框中输 
入 接受数 和 样本大小 。然而，当使用检验点时，则输入检验的 大小和频率。 

参阅  特殊条件屏幕中的字段来获得有关此屏幕中输入内容的详细数据。 

5. 在完成所有输入后，保存采样过程。 

在保存之后，当用户在 维护允许关系情况下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创建具有采样方 
案的采样过程时，可以使用这些采样过程和动态修改规则。用户在此处定义采样过程 
和动态修改规则的何种组合可以同时被使用在检验计划中。 

如果没有在许可关系表中记录采样过程，则系统返回到初始屏幕并发送一条说明采样 
过程已被创建的信息。 

参阅: 

维护采样方案  

维护采样过程  

维护动态修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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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维护许可关系 

许可关系表中包括参考了采样方案和动态修改规则的采样过程的组合。没有采样计划 
的采样过程和许可关系没有联系。 

当在许可关系中输入新内容时，系统检查动态修改规则的各个检验严格度 级别和采样 
过程中的可能 AQL 值上的相关检验计划中的相应输入（采样计划）。如果没有该检查，  
那么当采样模式并不适合所有可能发生事件时，在用户创建一个检验批量过程中可能              
出现中断。  

在一个计划中，只有具有采样方案的采样过程和动态修改规则的组合才是允许的，这被 
作为许可关系而被存储在QM模块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 

图示：许可关系  

执行下列步骤来维护许可关系： 

1. 在保存了采样过程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来询问用户是否想在许可关系中输入采样 
过程。 

2. 选择是来维护许可关系。 

系统将通知用户采样过程已被包括。选择继续，系统将显示维护采样过程和动态修 
改规则间的许可关系的屏幕。 

3. 选择新输入并输入采样过程的一个动态修改规则。 

4. 保存所做的输入然后返回到初始屏幕。 

 
 

  图示：许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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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过程

采样模式
严格度
004

采样过程

采样模式
严格度
004
006

许可关系

动态修改规则

严格度
004
006

阶段
4
6

 
 

 

分配屏幕中的字段 
参考F1键的帮助可获得有关分配屏幕中单独字段的详细信息。本节描述了对于维护 
一个采样过程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分配屏幕中的字段： 

· 采样类型  

· 评估模式  

· 样本确定参数  

· 生产中检验的检验点指示符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采样类型 
采样类型指定如何确定样本。在标准版本中，当前的QM模块提供了样本确定的 
下列类型： 

· 100%检验 

· 固定大小的样本 

· 有采样方案的样本 

· 百分比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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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T 样本类型 

样本类型和评估模式一起定义了 样本确定的参数 

系统通过采样类型来建议一份样本确定规则的清单。如果仅有一条规则适合，则该规则 
将被自动选择。一般来说，对于每一种采样类型的样本确定有且仅有一条合适的规则。 

除了采样类型和相应的采样确定规则之外，系统也要求输入一些其他参数；例如，样本 
大小。 

 
 

评估模式 
评估模式定义了一个特性或样本被接受和拒收的规则。在QM模块中，有下列评估模式的 
基本格式： 

· 按不合格单位进行的属性检验 (AFE) 

· 按缺陷进行的属性检验 (AFZ) 

· 按“s”方法进行的单侧或双侧不定检验 (VAR1/ VAR2) 

· 允差范围中的平均值（允差极限）的检验 

· 具有属性代码的评估 (COD) 

· 手工评估 (MAN) 

· SPC检验（按照一份质量控制图表的活动极限进行的检验）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可以把多种评估规则分配给这些基本格式。通过这种方法，用户 
可以定义不同的评估模式。 

在一次属性检验中，特性按照指定要求被评估成合格或不合格。在每个特性的检验期间， 
缺陷数或不合格单位数被同该特性的接受数相比较。如果缺陷数或不合格单位数没有超 
过接受数，则该特性被接受。 

按属性来检验一个特性就是定性地检验一个特性。ISO 2859, DIN 40080和MIL 105d  
就是属性检验标准的例子。这些标准，除了多样本和限制值,可以在QM模块中复制。  

在一次不定检验中，在总体中或在样本中为每一个项目计量一个定量特性。用户必须在 
定量检验计划特性中为一个不定检验定义至少一个允差极限。 

不定地检验一个特性就是定量地检验一个特性。ISO 3951  和 MIL 414 就是不定检验 
标准的范例。在QM模块中，可以为这些标准复制S方法。 

评估模式和采样类型一起定义了哪个参数应被用于样本确定。 

参阅: 

为控制图表维护采样过程  

 
 

样本确定的参数 
用户为未参考采样方案的采样过程维护样本确定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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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如果用户在采样类型字段中选择了固定样本并在评估模式字段中选择了一个按 
不合格单位进行的属性检验，则一个具有样本大小n和接受数c的采样指令被存 
储在采样过程中。 这也就是所谓的n-c关系。 

从特殊条件屏幕的菜单条中选择转向 � 样本来访问样本确定参数。 根据选择的评估 
模式，将显示一个输入样本大小或者样本大小和接受数两者或者K因子的对话框。下表 
给出了在不同的采样类型和评估模式下，对话框中可能输入的一览。 

固定样本大小的可能输入 （没有检验点） 

评估模式 固定样本大

小 
接受数 k因子 

AFE      X      X  

AFZ      X      X  

VAR1      X       X 

VAR2      X       X 

COD      X   

MAN      X   

TOL      X   

    

 

 

固定样本大小的可能输入（有检验点） 

评估模式 固定样本大小接受数 k因子 检验严格度 

AFE      X      X       X 

AFZ      X      X       X 

VAR1      X       X      X 

VAR2      X       X      X 

COD      X        X 

MAN      X        X 

TOL      X        X 

SPC      X        X 

 

 

百分比样本的可能输入（没有检验点） 

评估模式 样本百分比值 接受百分比值  

AFE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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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Z            X            X  

VAR1      不允许   

VAR2      不允许   

COD            X   

MAN            X   

TOL            X   

    

 

说明  
对于生产期间具有检验点的检验而言，只有固定样本可被作为样本类型。 

参阅: 

生产中的检验（有检验点）  

为控制图表位げ裳　　�  
 

 

 
 

 生产期间检验的检验点指示符 
在支持生产期间有检验点的检验的计划中，例如工艺流程，只有此指示符已被设置的采样 
过程才能被使用。 

为了能在采样过程中设置检验点的指示符，用户可以定义一个检验频度，此检验频度和工 
艺流程中的检验规格网格一起确定了每个特性将要被执行的检验次数。 

参阅: 

生产中的检验（有检验点） 
 

特殊条件屏幕中的字段 
参考F1键的帮助文档来获得有关特殊条件屏幕中单独字段的详细信息。在本节中描 
述了对于一 个采样过程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指示符： 

· 采样方案 

· 控制图表类型  

· 无阶段更改  

· 独立多次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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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方案 
如果选择一个使用采样方案的采样类型，则必须输入一个采样方案。通过使用可能输入 
帮助，可以显示一份可用采样方案的清单。 

对于参考采样方案的采样过程，需要定义采样过程和动态修改规则的哪一种组合可被同 
时用于检验计划中。在保存采样过程后，可以直接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维护这些许可 
关系。 

参阅: 

维护采样方案  

维护动态修改规则  

维护许可关系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控制图表类型 
如果想在一个采样过程中使用质量控制图表，则必须输入一个质量控制图表类型。 
控制图表的类型指定了 

· 该质量控制图表适合哪一种特性， 

· 它包含哪个控制变量 

· 控制限制如何被计算 

参阅: 

为控制图表维护采样过程  

 
 

无阶段修改 
如果不想执行一个检验阶段修改，则设置此指示符。结果是检验总是被当作起始检验 
阶段而被执行。 

在检验计划中，可以维护一个存储检验阶段的动态修改规则，该检验阶段包括检验阶 
段修改的条件。动态修改规则存储在计划表头级别或特性级别。如果单独特性总是被 
保留在起始检验阶段，则必须分配一个已设置无阶段修改指示符的采样过程。 

无论该指示符如何设置，如果在检验计划中没有指定动态修改规则，则所有特性均被保 
留在起始检验阶段。 

说明  
如果设置无阶段修改指示符，那么将不为已分配了采样过程的特性创建一个质量 
级别。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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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动态修改规则  

 
 

独立多次采样 
如果设置此指示符，则为采样过程的独立多样本定义一个附加评估规则，如果定义了此 
附加评估规则，就可以输入单独样本的检验结果。这表示每个样本均被单独评估。评估 
类型通过评估规则的方式被存储在评估模式中。在单独样本被评估后，用被分配给采样 
过程的多次采样的评估规则来执行特性的评估。 

在设置了独立多次采样的指示符并选择了ENTER后，三个附加字段被显示在屏幕上： 

· 样本数的数据输入字段  
系统建议用缺省值 1 作为样本数，然而，用户可以改写这个值。 

· 用于显示预定义评估规则的标识符和短文本的两个显示字段  
如果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了一个以上的评估规则，那么在用户设置了独立多 
次采样的指示符并选择ENTER后将出现一个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中所有存在的评 
估规则均被显示，从中可以 选择一个。 

      如果只存在一个评估规则，则系统会自动分配此评估规则。 

  
 

1
2 3  更改采样过程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动态修改 � 采样过程 � 更改。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想要更改的采样过程。 

如果已不记得该采样过程的指示符，可以有两种方法来查找该过程： 

选择可能输入帮助或在采样过程字段中输入一个 * 。系统将显示一份所有采样 
过程的清单，可以从中选择一个。 

3. 在已输入或选择一个采样过程后，选择转向 � 采样过程。 

分配屏幕将被显示。 

4. 此时可在屏幕上进行任意的改动。如同 分配屏幕中的字段中描述的一样，可以 在所

有字段中输入数据。 

5. 当选择继续时， 特殊条件屏幕中的字段将被显示。用户也可在此屏幕中做改动。 

6. 保存所做的更改。 

系统返回初始屏幕并确定采样过程已被更改。 

参阅: 

维护动态修改规则  

维护采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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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显示采样过程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动态修改 � 采样过程 � 显示。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想要显示的采样过程，在 修改采样过程 中描述了如何查找一个采样过程。 

3. 在已输入或选择了一个采样过程后，选择继续来访问分配屏幕，在该屏幕中 
采样过程的数据被显示。 

4. 选择继续来从分配屏幕中访问特殊条件屏幕。 

 
 

1
2 3  删除采样过程 

访问更改功能来删除一个采样过程。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动态修改 � 采样过程 � 更改。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想要删除的采样过程。 

在 修改采样过程 中描述了如何查找一个采样过程。 

3. 在输入或选择了一个采样过程后，选择转向 � 采样过程 。 

可以在分配屏幕或特殊条件屏幕中删除一个采样过程。下面描述的过程对两种 
屏幕均适用。 

  说明  
如果一个采样过程被用于一个检验计划中，也就是说在分配屏幕中设置了 
用于计划的过程指示符，则不能删除该采样过程。 

4. 从菜单条中选择采样过程  删除来删除该采样过程。 

一个对话框将被显示。 

5. 把光标移动到是上，并选择 ENTER 来确认想要删除该采样过程。 

系统返回初始屏幕并确认采样过程已被删除。 

 
 

维护动态修改规则 
由于质量级别的原因，经常需要增加或缩小来源于某个供应商的物料的检验范围 
或 检验严格度。 

在QM模块中，检验阶段描述了基于检验历史和预定义规则的一个测试状态或检验状 
态。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检验阶段中存储相同的严格度，也可以用检验阶段来存储更改 
用户检验范围或检验严格度的不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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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阶段允许使用： 

· 不同的检验范围 

· 检验严格度级别的变化 

· 当检验范围相似时检验阶段修改的不同条件 

检验阶段适用于所有统计性采样过程，并且允许每个公司调节各自的检验以满足公司的 
要求。 

什么是动态修改规则？ 
一个动态修改规则包括： 

· 检验阶段的定义。例如，一次检验可以是正常的、严格的、宽松的或被略过。 

· 导致检验阶段修改的条件。根据评估一个特性的结果可以有两种检验阶段修改的情

况： 
 接受情况和拒收情况，以前检验的结果（检验历史）被用于确定当前服务的级别。 

一个动态修改规则被存储在检验计划表头中或特性级别上。下图显示了动态修改如何运

作。 

动态修改规则
用于确定检验阶段更改的规则

考虑到历史

检验阶段

时间

严格

正常

宽松

略过

 
 

参阅: 

创建动态修改规则  

更改动态修改规则  

删除动态修改规则  

显示动态修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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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修改规则功能的屏幕顺序 
采样过程的维护和显示功能包括三个屏幕： 

· 初始屏幕，此屏幕中用户可指定动态修改规则的指示符。 

· 表头数据屏幕，此屏幕中可以维护短文本和冻结指示符。也可以指定当做出使用决策 
时或一旦批量被创建时，是否进行动态修改。 

· 检验阶段屏幕，在此屏幕中维护短文本和检验阶段的数据，例如检验严格度、略过 
和起止检验阶段，用户也可以在此屏幕中维护检验阶段修改。 

更改阶段

文本

冻结指示符

表头数据

标识符

初始屏幕

阶段

检验严格度

略过

起始阶段

文本

检验阶段

 
 

 

1
2 3  创建动态修改规则 

1.  从主菜单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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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修改� 动态修改规则 � 创建。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动态修改规则的标识符。 

在初始屏幕中，可以把已存在的动态修改规则作为复制模型。选择动态修改规则 
　粗评词迪终庖徊健£ 

当复制一个动态修改规则时，按 创建采样过程.中所描述的那样操作。 

3. 如果用户没有使用一个复制模型，选择转向 � 动态修改规则 来进入下一个屏幕。 

表头数据屏幕被显示。在此屏幕中维护下列数据： 

- 输入一个短文本 

- 指定当做出使用决策时或一旦批量被创建时，是否进行动态修改 

- 可以设置冻结指示符。 

4. 在做出必要的输入后，选择转向 � 下一个屏幕来继续处理。 

显示可供输入具有检验严格度、略过和短文本的单独检验阶段的屏幕。可以选择一个 
阶段作为起始检验阶段。用户为每个检验阶段维护有关检验阶段修改的数据。 

5. 在完成所有的输入后，保存动态修改规则。 

在保存后，可以直接转移到用户设置应用程序采样过程和动态修改规则之间许可关系 
的维护中。在此处用户定义采样过程和动态修改规则的哪一种组合可被同时使用于检 
验计划中。 

如果没有在许可关系表中输入动态修改规则，则系统直接返回到初始屏幕以确定动态 
修改规则已被创建。 

参阅: 

表头屏幕中的动态修改指示符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字段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功能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表头屏幕中的动态修改指示符 
动态修改通常在一个检验批量被创建时开始。在这个时候，系统读入质量级别并根据检验 
阶段来执行样本确定。同时，质量级别被更新；例如，未清使用决策的计数器增加，如果 
不存在质量级别，则系统将创建一个质量级别。 

在动态修改规则的表头屏幕中，如果将要进行动态修改，则可以用两种动态修改指示符来 
指定： 

· 具有使用决策的动态修改  

· 批量创建时的立即动态修改 

参阅: 

图示：批量创建的动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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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示：批量创建的动态修改 

样本
确定

质量
级别

质量
级别

创建检验批量

1234

结果记录
使用决策

特性
评估

拒收

动态修改
评估

接受

 
 

 

 
 

 具有使用决策的动态修改 
对于有使用决策的动态修改而言，质量级别在做出使用决策后立即被更改。在这个时候， 
检验结果进入质量级别。这表明只在此时才发生对新检验阶段的计划更改。 

 
 

 
 

 批量创建时的立即动态修改 
立即动态修改表明当检验批量被创建时质量级别就被更改。另外，系统假定检验 
（虽然还未被执行）将导致批量或特性被接受。 

在质量级别更新后立即被创建的检验批量适用于这个被更新的质量级别，而无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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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用决策。 

然而，如果一个使用决策在以后的一个阶段中被做出，那么也将更新一个立即被修 
改的批量或特性的质量级别。由于这可以导致计划的检验阶段被修改，因此在拒收 
的情况下具有特殊相关性。而新的检验阶段成为确定下一个检验批量样本的基础。 

批量创建时的立即动态修改可以适用于基于批量和基于特性的动态修改。 

说明  
质量级别中的更改并不影响同时创建的任何批量。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字段 
在F1键的帮助文件中可以找到有关检验阶段屏幕中单独字段的详细信息。本节描述了 
检验阶段屏幕中对于维护动态修改规则而言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三个字段： 

· 检验阶段  

· 检验严格度  

· 略过  

 
 

检验阶段 
由检验严格度或略过指示符的分配和更改检验阶段的规则来共同定义一个检验 
阶段。 

可以为一个检验阶段分配一个检验严格度（检验严格度列）或设置略过指示符 
（略过列）。 

也可为每一个检验阶段定义确定对不同检验阶段进行更改的条件。 

参阅: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功能  

 
 

检验严格度 
在QM模块中，检验严格度被作为一次正常的、宽松的、严格的或其他严格程度 
的检验的标识符。检验严格度的可变性允许根据不同的检验环境对消费者风险和 
检验成本进行灵活的协调。通常，这些环境是基于检验历史的基础之上。 

检验严格度主要取决于检验范围。如果其他的条件都相同，则不同的检验严格度 
导致不同的检验范围或不同的接受条件。 

在检验严格度字段中仅可以输入已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预定义的检验严格度。 
把光标移动到检验严格度字段上并选择可能输入帮助来显示一份检验严格度的清单。 
一份预定义的检验严格度的清单将被显示，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检验严格度。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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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过 
当来源于一个指定数量的后文所述检验的采样结果满足规定的准则时，一个特性或物料 
可以通过略过来在没有被检验的情况下被接受。换句话说，一个略过表明由于过去的良 
好质量而不需要检验。 

通过标记略过列来把一个检验阶段标记为略过。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输入一个检验阶段 
的检验严格度。 

在更改检验阶段的对话框中，可以输入一个略过检验阶段的最大略过期间（用天数表示）。 

参阅: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功能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功能 
下表包括了当维护动态修改规则时可以从检验阶段屏幕中访问的功能的一览。 
除了可以在转向菜单中找到的更改检验阶段功能之外，此处所列的所有功能 
均在编辑菜单中。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功能 

功能 通过这个功能，可以.... 

增加新输入项 对一页进行滚屏以在清单的末尾处增加条目 

检查输入 让系统检查用户的输入 

删除 阶段 删除一个或多个检验阶段 

撤销全部选择 取消已选择的所有检验阶段 

阶段修改  维护检验阶段修改的条件 

全部选择 选择所有的检验阶段 

选择/撤销选择 阶段 选择或撤销选择一个检验阶段 

选择阶段 直接为检验阶段修改而选择一个阶段 

 
 

1
2 3  增加新输入 

如果需要一个以上的屏幕页来进行输入，则可以使用此功能滚屏到下一页。上一页的最后 
一条输入项被移到下一页的开头，在该处可以继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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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删除检验阶段 

按下列步骤来从一个动态修改规则中删除一个或多个检验阶段： 

1. 选择一个或多个想要删除的阶段。可以选择任意多的阶段。 

2. 在选择好检验阶段后，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删除阶段。 

系统显示一个信息框来通知用户任何对该检验特性的现有参考也将同时被 
删除。 

3. 选择 ENTER来继续，系统将在一个对话框中询问用户以确认对被选择检验 
阶段的删除。 

4. 选择是来删除这个（些）检验特性。系统将删除被选择的所有检验特性。 

 
 

1
2 3  维护检验阶段修改 

可以为每个检验阶段定义在何种情况下提高或降低检验的严格度。 

根据评估特性的结果，一个检验阶段修改有两种状态：接受状态和拒收  
状态。来源于以前检验的结果（检验历史）被用于确定当前质量级别。 

有三种更改检验阶段的可能性： 

· 如果满足拒收状态的条件，则新的检验阶段是为拒收状态定义的阶段。 

· 如果满足接受状态的条件，则新的检验阶段是为接受状态定义的阶段。 

· 如果两者皆不满足，则检验阶段不被更改。 

说明  
在维护检验阶段修改之前，必须在检验阶段屏幕中输入所有的检验阶段。 

如何维护检验阶段修改 
1.在访问更改检验阶段的功能之前，必须首先选择检验阶段。有两种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 选择所有的检验阶段。如果用户第一次创建阶段修改，则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因为系统将引导用户按固定顺序处理所有检验更改中的检验阶段修改。从菜 
单条中选择编辑 � 选择所有项来使用这种方法。 

系统标记所有的检验阶段。 

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撤消所有选择来取消所有的选择。 

- 选择一个检验阶段。 

2. 在选择了检验阶段后，通过从菜单条中选择转向 � 更改阶段来访问阶段修改功能。 

用于维护一个检验阶段修改条件的对话框将被显示。 

3. 在对话框中，维护接受状态和拒收状态的下列条件： 

- 对接受状态而言（导致检验范围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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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验字段中输入将在检验阶段被更改前执行的检验数。在新检验阶段字段中， 
输入当满足接受状态的条件时将被用于下次检验的检验阶段。 

除了略过数 （必须为将执行的阶段修改输入）和新检验阶段之外，可以相应 
于一个略过而以天数的形式输入一个检验阶段的最大略过期。 

- 对拒收状态而言（导致检验范围的扩大）：  
在拒收字段中输入在检验阶段被更改前必须达到的拒收数。系统将建议采用缺 
省值1。 用户可以接受它或输入另一个值作为拒收数。在新检验阶段字段中输入 
当满足拒收状态的条件时将被用于下次检验的检验阶段。 

  说明  
如果接受状态和拒收状态的条件同时被满足，则拒收状态的条件被优先考虑并被 
首先检查。 

4. 在完成所有的输入后，选择ENTER来继续处理。 

如果选择了所有检验阶段，系统将自动显示下一个检验阶段的对话框。选择上一个屏
幕 
来从这个对话框回到原先的对话框。 

如果选择了一个检验阶段，将返回到检验阶段屏幕。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检查 来
让系统检查用户的输入。 

在检验阶段屏幕中，系统在阶段修改列中标记一个检验阶段以表示一个阶段修改已被

维护。 

 
 

1
2 3  更改动态修改规则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基本数据 � 动态修改 �  
动态修改规则 � 更改。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想要更改的动态修改规则。 

如果不记得该动态修改规则的标识符，可以通过选择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或在标 
识符字段中输入一个 * 来查找该规则。 

3. 在输入了一个动态修改规则后，选择转向 � 动态修改规则 。 

表头数据屏幕将被显示。 

4. 用户此时可以在屏幕中做出所需的改动。 

5. 可以通过选择转向 � 下一个屏幕来访问检验阶段屏幕。用户可以在这个屏幕 
中更改数据，调用所有功能，必要的话，还可以更改检验阶段修改的条件。 

参阅: 

表头屏幕中的动态修改指示符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字段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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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显示动态修改规则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动态修改 � 动态修改规则 � 显示。 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想要显示的动态修改规则。 

选择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或在标识符字段中一个 * 来查找一个动态修改规则。 

3. 在输入一个动态修改规则后，选择转向 � 动态修改规则。 

表头数据屏幕将被显示。 

4. 可以通过选择转向 � 下一个屏幕来访问检验阶段数据屏幕。 

在这个屏幕中，可以显示一个检验阶段修改的条件，按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功能  
中描述的那样来操作。 

参阅: 

表头屏幕中的动态修改指示符  

检验阶段屏幕中的字段  

 
 

 
1
2 3  删除动态修改规则 

访问更改功能可删除一个动态修改规则。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动态修改 � 动态修改规则 � 更改。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想要删除的动态修改规则。 

选择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或在标识符字段输入一个 * 来查询一个动态修改规则。 

3. 在输入了动态修改规则后，选择转向 � 动态修改规则。表头数据屏幕被显示。 

用户只能在表头数据屏幕中而不能在检验阶段屏幕中删除一个动态修改规则。 

  说明  
如果一个动态修改规则被用于检验计划，也就是在表头数据屏幕中设置了 
计划使用的规则指示符，则不能删除此动态修改规则。 

4. 从菜单条中选择动态修改规则 � 删除规则来删除此动态修改规则。系统将 
显示一个对话框。 

5. 在这个对话框中，通过选择是来确认想要删除动态修改规则。系统返回到初始 
屏幕以确认动态修改规则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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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采样方案 
什么是采样方案？ 
一个采样方案是指为接受一个检验的特性而对采样计划（在采样表中）所做的一种安排。 
一个采样计划定义了样本范围和接受准则。 

接受数 和 拒收数 做为标准而起作用。 

用户可将一个采样方案分配给一个采样过程。这独立于 采样类型过程。 

参阅: 

创建采样过程  

更改采样过程  

显示采样过程  

删除采样过程  

采样方案功能的屏幕顺序 
维护和显示采样方案的功能包括三个屏幕和一个对话框： 

· 初始屏幕：此处可输入采样方案的标识符。 

· 表头数据屏幕：此处可以维护短文本，定义样本检验类型并确定采样表是否要参 
考检验严格度 或检验严格度和 AQL 值.的组合。此外，还可以设置冻结指示符。 

· 参数对话框：此处可输入检验严格度和AQL值。 

· 采样表屏幕：此处可以维护单个检验严格度的采样计划。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创建采样方案 

按下列步骤来创建一个采样方案：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动态修改 � 动态修改规则 � 创建。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采样方案。 

在初始屏幕中，可以把已存在的采样方案用作复制模型。可以从菜单条中选择 
采样方案 � 复制来做到这一点。 

复制一个采样方案的过程和复制一个采样过程的过程相同。在 创建采样过程  
中描述了这一点。 

3. 如果没有把一个采样方案用作复制模型，则选择转向 � 采样方案来访问下 
一个屏幕。 

表头数据屏幕被显示。在此屏幕中可以维护下列数据： 

- 输入一个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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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采样方案应被用于何种采样检验类型。 

- 指定有仅参考 检验严格度 或者检验严格度和 AQL 值的组合的采样计划的采样

表。 

- 可以设置冻结指示符。 

4. 在完成所需输入后，选择转向 � 下一个屏幕来继续处理。 

一个对话框将被显示，在该对话框中可以输入检验严格度或检验严格度和AQL值。 
如果一个采样模式被用作复制模型，则其参数已被输入且初始输入项已被标识。 

5. 用户有两种选择： 

- 如果检验严格度和AQL值已被输入，则可以标记一个检验严格度或标记两者。 

- 在新的部分，输入一个检验严格度或检验严格度和AQL值两者。如果想要创建 
一个新的采样表则选择这个选项。在此处输入的检验严格度和动态修改规则的 
检验严格度紧密相关。在对来源于检验批量的样本的确定中，通常根据质量级 
别和动态修改规则来确定当前检验严格度。这个检验严格度导致了采样方案中 
的相应采样计划。 

在此字段中，只能输入在系统设置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度中被指定的检验严格度。 
可以通过使用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来显示一份可用检验严格度的清单，然后从中 
选择一个检验严格度。 

如果想要创建一个新的采样表并且设置了有复制模型指示符，则参数被标记的 
采样表将被建议用作新采样表的复制模型。 

6. 选择ENTER来继续处理。 

被选择的参数的采样表维护屏幕将被显示。 

7. 在采样表部分中进行下列输入： 

- 属性检验：批量大小，样本大小， 接受数（不是一个要求输入字段） 
或 拒收数  

- 不定检验：批量大小、样本大小、和 k-因子  

8. 在完成所有输入后，保存采样方案。 

参阅: 

表头屏幕中的字段  

采样方案表屏幕中的条目  

维护采样方案表的功能  
 

 

 
 

 表头屏幕中的字段 
可以在F1键的帮助文档中找到关于采样方案的表头屏幕中单独字段的详细信息。 
本节描述了表头数据屏幕中对于维护一个采样方案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下列 
字段： 

· 属性检验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170 of 549  

· 按照s方法的不定检验  

· 检验严格度的采样表 

在此字段中用户确定具有取决于批量大小和仅参考一个检验严格度的采样计划 
的单个表。 

· 检验严格度/AQL的采样表 

在这个字段中，用户确定具有取决于批量大小和仅参考检验严格度和AQL值组合 
采样计划的单个表。 

参阅: 

采样方案表屏幕中的条目  

维护采样方案表的功能  
 

 

 
 

 属性检验的采样方案 
可以指定采样方案将被用于属性检验。在属性检验中，根据单独样本中的不合格 
单位数或缺陷数来确定检量批量的可接受性，在这种情况下，采样计划由以下几 
项组成： 

· 样本大小  

· 接受数 

· 拒收数  
 

 

 
 

 不定检验的采样方案 
可以指定按照s方法来使用不定检验的采样方案。在不定检验中，根据被确定的样本 
单位的真实值来确定检验批量的可接受性。在那种情况下，采样计划由下列几项组成。 

· 样本大小 

· k-因子  
 

 

 
 

 采样方案表屏幕中的条目 
属性检验的条目 
在属性检验的采样表部分中输入下列几项： 

· 批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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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大小  

· 接受数 

· 拒收数 

不定检验的条目 
在不定检验的采样表部分中输入下列几项： 

· 批量大小  

· 样本大小  

· k-因子 

参阅: 
维护采样方案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输入批量大小 
批量大小以上限的形式给出了总体的大小（以样本单位计量）。相关的采样计划适用 
此大小。下限来自低层批量的大小。采样单位对应于在检验计划中为每个特性所定义的 
最小样本（样本计量单位和因子）。 

范例
 

批量数量为 20kg。在检验计划中定义了一个单个样本为5g。因此总体为4000 
（20 * 1000 / 5），而1000为从kg转换为g的因子。 

说明  
在一个采样方案中所创建的每一个具有采样方案的表中输入可能的最大批量大

小。 
如果输入一个大于最大可能值的值，系统将自动把输入设置成 10,000,000,000。  
当在检查完成中处理一个未在具有采样计划的表中过帐的检量批量时，不能执行 
这种检查。 

 
 

 
 

 维护采样方案表的功能 
下表显示了当在采样表屏幕中维护采样方案时所能调用功能的一览。除了通过转向菜单 
调用移动到下一个表的功能以外，其余的功能均可在编辑菜单中被调用。 

 

维护采样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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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通过这个功能，可以.... 

新输入   转到清单的末尾处来增加新的条目 

选择所有项  选择所有的采样计划 

撤销所有选择  撤销已选择的所有采样计划 

删除计划   删除一个或多个已被选择的计划 

下一个表  进入下一个采样表 

 
 

 
1
2 3  删除采样计划 

按如下步骤来删除一个或多个采样计划： 

1. 选择想要删除的计划。可以选择任意数量的计划。 

2. 在选择了计划后，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删除条目 。一个用以询问用户是否 
真的想删除此条目的对话框将出现。 

3. 选择是来删除该计划。然后系统就会将所选中的这个计划删除。 

 
 

 
1
2 3  更改采样方案 

按下列步骤来更改一个采样计划：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动态修改 � 采样方案 � 更改。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想要更改的采样方案。 

如果不记得该采样方案的标识符，可以有几种不同方式来查找采样方案。在 
 更改采样过程 中描述了应该怎样做。 

3. 在已输入了一个采样方案后，选择转向 � 采样方案来进入下一个屏幕。 

表头数据屏幕被显示。在此屏幕中可以更改下列数据： 

- 短文本 

- 冻结指示符 

4. 选择转向 � 下一个屏幕来继续处理。 

出现一个可供输入 检验严格度 或具有 AQL值 的检验严格度的对话框。 

5. 可以： 

- 选择一个检验严格度或一个检验严格度和一个AQL值。 

- 在新的部分中输入一个检验严格度或检验严格度和AQL值来创建一个 
新采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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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字段中，只能输入通过用户设置应用程序而在系统设置中被应 
用的检验严格度。用可能输入帮助功能可以显示一份可用检验严格度 
的清单。从中选择一个。 

如果想要创建一个新的采样表并且设置了有复制模型的指示符，那么 
参数被标记的采样表将会被建议用作新采样表的复制模型。 

6. 选择ENTER来继续处理。 

已被选择的参数的采样表维护屏幕被显示。 

7. 在采样表部分中进行所需的输入。 

8. 在完成所有输入后，保存采样方案。 

参阅: 

创建采样方案  

表头屏幕中的字段  

采样方案表屏幕中的条目  

维护采样方案表的功能  

 
 

 
1
2 3  显示采样方案 

按如下步骤来显示一个采样计划：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动态修改 � 采样方案 � 显示 。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想要更改的采样方案。 

如果不记得该采样方案的标识符，有几种不同方式可用来查找采样方案。在  
更改采样过程中描述了应该怎样做。 

3. 在输入一个采样方案后，选择转向 � 采样方案 来进入下一个屏幕。表头数 
据屏幕被显示。 

4. 选择转向 � 下一个屏幕来进入一个可选择一个检验严格度或检验严格度和 
AQL值组合的对话框。 

5. 选择一个检验严格度或一个检验严格度加上一个AQL值。然后选择ENTER。系统 
将显示已被选择的参数的采样表屏幕。 

参阅: 

表头屏幕中的字段  

采样方案表屏幕中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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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删除采样方案 

调用更改功能来删除一个采样方案。按如下步骤操作：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本数据 �  
动态修改 � 采样方案 � 更改 。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想要更改的采样方案 。 

如果不记得该采样方案的标识符，有几种不同方式可用来查找采样方案。在  
更改采样过程中描述了应该怎样做。 

3. 在输入一个采样方案后，选择转向 � 采样方案来进入下一个屏幕。 

表头数据屏幕被显示。 

用户只能在表头数据屏幕中删除一个采样方案而不能在采样表屏幕中删除它。 

  说明  
如果一个采样方案被用于一个采样过程，也就是设置了在过程中使用指示符， 
则用户无法删除该采样方案。 

4. 从菜单条中选择采样方案 � 删除 来删除该采样方案。 

将出现一个对话框。 

5. 选择是来确定删除该采样方案。 

系统返回到初始屏幕并确定采样方案已被删除。 

 
 

  检验严格度 
在QM模块中，检验严格度被作为正常的、或宽松的、或严格的或其他严格程度检验 
的标识符。通过变动检验严格度，可以对应于不同质量环境而灵活调节接受的可能性 
和检验效果。 

检验严格度和检验范围紧密相连。如果所有其他条件均相同，则不同的检验严格度导 
致不同的检验范围或接受条件。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AQL 值 
可被接受批量所能允许的最大不合格单位百分比或最大缺陷数。 

AQL（可接受质量级别）是指代表了一次被接受的采样检验的令人满意的平 
均质量级别的上限的质量级别。 

 
 

  可接受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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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不定检验的采样计划中，可接受常量（k 因子）是指在样本中被指定的 
决定检验批量是否被接受的质量记分的最低值。 

不定检验的可接受常量对应于属性检验的接受数。 

 
 

  接受数 
在一次属性检验的采样检验中，允许接受批量的样本中的最大不合格单位数 
或缺陷数。 

属性检验的接受数对应于不定检验的可接受常量。 

 
 

  拒收数 
在一次属性检验的采样计划中，将拒收批量样本中的最小不合格单位数 
或最小缺陷数。 

 
 

  样本大小 
为了检验而取自于一个总体或子总体的单位的数量（用样本单位计算）。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本节描述了如何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QM指定数据。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概述 

维护物料的QM数据 

 质量管理的基本数据 

物料的采购数据 

维护QM检验数据 

检验类型的详细信息 

检验类型的用户设置 

没有计划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有计划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检验批量来源 

动态修改准则 

激活/撤销激活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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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概述 
物料主记录包括与质量管理相关的基本数据的选择。这个数据对被影响的物

料的检  
验处理作业进行总体控制。 

例如，在物料主记录中指定QM功能是否被采购和/或检验处理激活。另外，

也可以  
指定一种物料是否被过帐到检验库存。为了控制QM作业，必须维护不同的控

制指示 
符和数据， 例如下列各项： 

· 采购数据 

- 采购控制码 

- 证书类型 

- 对供应商的质量管理系统的要求 

- 技术性交货条款 

· QM 检验数据 

-    检验类型 

- 一个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使用 

- 根据特性来记录检验结果 

- 质量记分过程 

- 样本计算 

参阅: 

维护物料的QM数据  

LO - 管理物料主数据。 

 
 

  维护物料的QM数据 
本节描述了必须为物料定义的质量管理数据。如果用户想要QM模块支持采购

和检验 
处理作业，则系统需要这些数据。 

按如下步骤来在物料主记录中定义QM数据：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物料。在一种  
物料的质量计划菜单中，选择物料 � 物料主记录 � 创建 或 　　睦�  
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工业部门，物料类型，如有必要，还有物料。如果未输入任何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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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  
系统将从一个预定义的号码范围自动分配一个物料号码。 

选择 ENTER。系统显示一个用来选择用户所希望的视图的对话框。 

3. 在视图的清单中至少要选择质量管理视图；然后选择继续。 

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必须输入组织级别。 

4. 输入工厂号码并选择数据 来继续。 

系统显示QM数据的第一个屏幕。质量管理屏幕中最重要的数据被分成两

个屏幕 
区域显示  ： 

- 基本数据  

- 采购数据  

可以通过选择额外 � 指定工厂明细 � QM 检验数据 来从这个屏幕中  
调用QM检验数据的屏幕。 

参阅: 

维护QM检验数据  

 
 

   质量管理的基本数据 
必须维护物料的下列基本数据才能使用QM模块的功能： 

· 物料短文本和基本计量单位 

这条信息是强制性的，并且对所有应用领域均相同。因此，在输入此信

息前应  
和其他部门一起对这个数据进行协商，然后选择适合所有部门的数据。 

用户也可以定义物料被从仓库中发出时使用的发送单位。这个单位也可

被用于  
库存调拨和传递过帐。如果已经在另一种视图中为这种物料输入了这个

数据（  
例如，在采购视图中），系统将把输入的数据复制到相应的字段中。 

· 质量检验 

如果这种物料将从属于一次质量检验，那么就设置此指示符。如果已经

存在这  
种物料的QM 数据，则这个字段将不可见。 

如果想要把一种物料的所有收货都过帐为检验库存，则必须设置质量检
验指示  
符。下列情况下可以设置此指示符，如果： 

- 这种物料的QM 未处于活动状态 

- 只有采购的QM处于活动状态 

如果未设置此指示符，则收货将被过帐为非限制使用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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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M 检验数据 

如果此字段被标识，则表明这种物料存在 QM检验数据。 如果至少有一

个  
检验类型被激活， 则此指示符被自动设置。 

· 所需的文档 

如果此指示符被设置，则对为这种物料创建的检验批量所做的任何更改

都将被  
记录在更改凭证中。  
这表明只能在有历史的情况下更改检验批量。对一个检验批量的使用决

策所做  
的任何更改也被记录下来。仅仅在用检验处理功能激活QM时此字段才相

关。 

· 检验间隔 

在这个字段中以天数形式输入下次 常规检验 应当开始的时间期限。 

· 目录概要 

可以把一个目录概要分配给一种物料。然后，当用户创建一个质量通知

单或记  
录缺陷时，这个目录概要就会被建议。 

· QM 物料权限 

这个关键字限制了质量管理中用户对物料相关数据的访问权限。 

QM中的物料权限允许从物料的角度进行一次详细的权限检查。由权限对

象检查  
下列作业： 

- 处理物料主记录中的物料权限组 

- 处理检验完成和使用决策 

- 处理检验批量 

- 处理检验结果（检验特性，缺陷） 

- 处理QM信息记录 

- 处理质量级别 

- 处理物料说明 

如果权限组不被维护，将不执行检验。 

参阅: 

物料的采购数据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批次物料的常规检验 
常规检验的功能允许用户监控被包括于仓库库存中的批次物料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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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目的，当在收货发运中接收到一个批次时，将会计算一个检验日期  
（除了截止期之外）。 

为了能确定此检验日期，当用户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QM数据时必须输入一个

检验间 
隔。 检验间隔定义了在执行下次常规检验之前必须截止的时间期限。 

一个被定期运行的程序（批次作业）监控仓库中的批次物料，并在检验日期
达到或  
超出时引发下列作业之一的执行： 

· 创建检验批量 

· 创建检验批量并将批次物料过帐到检验库存 

· 创建检验批量并将批次状态更改为“未下达” 

如果一个批次的失效日达到或超出，则此批次被冻结。这将导致批次状态被

更改为  
“未下达”，或者当批次状态管理功能未被激活时，将导致批量数量被过帐

到冻结  
库存。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创建检验批量。 

当用户做出一个使用决策来接受一个检验批量时，根据用户所选的选项而将

批次数  
量过帐为非限制使用库存或者将批次状态更改为“已下达”。 

系统计算批次的下一个检验日期并把它存储在批次记录中。 

参阅: 

LO - 批次管理 

 
 

  物料的采购数据 
如果想要QM功能支持采购，则必须特定地维护物料记录中与采购作业相关的

某些数 
据。用户必须首先在采购中设置QM的控制指示符并且必须指定一个控制码。

根据选 
择的控制码，用户也必须指定例如将在收货中要求的证书类型等数据。 

在采购数据的屏幕区域必须定义下列数据来激活采购的QM功能： 

· QM 采购 

如果想要为物料的采购而激活QM功能就标识此字段。如果已在采购数据

的屏幕 
区域中输入了其他数据，则此字段将被一直标记。 

· 控制码 

这个控制码被定义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它指定了哪个条件适用于采

购中的  
QM。 例如，它定义了下列项目是否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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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性交货条款 

- 质量保证协议 

- 供应商下达 

- 质量证书 

如果用户公司中的SAP文档管理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并且选择了一个技

术性交  
货条款的控制码，那么在用户选择ENTER后用于连接凭证的对话框将被显

示，然  
后用户必须补充技术性交货条款的相应数据。屏幕中采购数据的    
技术性交货条款字段将被标记。 

参阅: 

PP - 凭证管理 

· 证书类型 

如果已经选择了一个需要证书类型的控制码则必须输入一个证书类型。

在用    
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定义的控制码导致对供应商要求每一个采购订单项

目的  
证书。用这个控制码可以控制： 

- 是否在收货期间执行一个检查，以了解一个采购订单项目的证书是否

已  
经收到 

- 是否一个采购订单项目的证书必须被提交给每一次收货 

- 如果所需的证书未被提交，则由系统产生哪一种通知单类型 

· 对QM系统的要求 

通过在此字段中输入的关键字，用户（作为一次交货关系中的客户）可

以定义  
对供应商质量管理系统的要求。 

实际存在的QM系统在下列位置之一中被定义： 

- 在客户级别的供应商主记录中 

- 在工厂级别的物料/供应商组合的质量信息记录中。 

在采购作业期间（例如，当做出报价请求或创建一个采购订单时），系

统检查  
供应商的QM系统是否满足对物料的要求。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可以把一个评估分配给在SAP系统中被定义的

模型。  
这个评估没有控制功能；它仅被用于提供信息。在这个评估的帮助下，

用户可  
以确定一个 有效证书是否可用，该证书来源于何处或系统审核的记分是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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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  

MM - 采购 

 
 

  供应商质量管理系统 
一些公司特别是政府代理机构和大公司，要求他们的供应商确认在他们的组

织中已  
经记录、实施和使用了一个适当的质量管理系统。自从ISO 9000系统列标准

得到  
普遍认可后，许多公司已经从信用组织处得到了ISO 9000证书。根据单个公  
司的不同需要，这些质量管理系统的范围和要求也不同。结果存在着对质量

管理系  
统的许多不同标准和要求。这些要求中的很多仅适用于质量管理系统中的某

一部    
分，并因此可由证书满足。用户必须确定质量管理系统的规格是否满足实际

的证  
书要求。 

范例
 

一个客户要求一个供应商确认他的质量管理系统遵循AQAP－4标准。

而这  
个供应 商有一个确认了他的质量管理系统被证明为遵循ISO 9000 
标准的  
证书。 在这个例子中，比较表明两个系统是相同的。 

 
 

  维护QM检验数据 
QM检验数据确保在质量管理范围内将在以后为物料创建检验批量。所有与

QM相关 
的货物移动都将导致创建检验批量。在物料主记录中，用户定义哪一个货物

移动和  
QM相关。 

如果想要为一种物料而激活QM，那么当维护QM检验数据时必须至少分配一

个  
检验类型 给该物料。 

参阅过程 如何维护QM检验数据 来获得有关如何维护QM检验数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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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如何维护QM检验数据 

执行以下步骤来维护物料的QM检验数据： 

1. 从物料主记录的质量管理数据屏幕中选择额外 � 指定工厂明细 � QM  
检验数据。 

系统将显示对话框QM检验数据。 

2. 确定不同的移动类型的物料应属于哪一种质量检验。为此，选择新输入
并使  
用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一个检验类型。 

3. 当在适当的列中输入一个或多个 检验类型 时，用户可以确定这个检验  
如何被执行。 

为了激活QM的一个检验类型/物料组合，必须激活活动 列；只有在这以

后  
才能创建检验批量。 

对话框的上部显示了可能的检验类型。对话框的下部包括了相应于在上

部被选  
中的检验类型的数据。在检验处理和结果记录期间，检验类型的 明细信

息  
将影响物料的处理。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每一个检验类型预定义了

控制指  
示符和数据。但可以在QM 检验数据的对话框中随时更改这些设置。 

如何维护检验类型的数据，取决于用户是否想执行一个有或没有检验计

划或物  
料说明的的检验。取决于哪个字段被用于维护数据，因而某个字段也许

是必须  
要求输入的。参考F1键的帮助 来获得更多信息。 

4. 如欲保存QM检验数据，可以选择继续来回到质量管理数据的屏幕然后选

择物料  
� 保存。 

  说明  
在QM模块中，用户可以事先计划一次检验计划并且相应地在数据库

中准备  
好所有物料。可以通过把一个适当的检验类型分配给想要计划一次检

验的每 
一种物料来做到这一点。这个时候，不要设置活动指示符来激活检验

类型。 
当用户保存一种物料时，相应的数据将被分配给数据库中的物料。在

这种情 
况下，不能创建任何检验批量。这只发生在用户更改物料并激活检验

类型之 
后。 

系统包含一个可用于激活检验类型的报表。这个位于 物料的质量计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183 of 549  

划 菜单  
中的报表，允许用户为所有物料全局的激活一个检验类型。选择检验 
�  
激活 就可以调用此报表。 

 

参阅: 

没有计划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有计划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物料主记录中QM检验数据的位�  

 
 

  物料的质量计划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牣犞柿抗芾頎疇质量计划牣犖锪� 来从主菜单中调用  
为物料质量计划的菜单条。 

 
 

 
 

 检验类型 
通过检验类型，可以定义一个物料的检验将被如何执行。检验类型包括： 

· 计划使用（例如，为收货、生产或发货）。检验类型的计划使用必须包

括被分  
配给此检验类型的检验批量来源的动态修改准则的子集。 

· 使用决策的一个缺省选择集。如果分配了一个来自检验目录的缺省选择

集，  
那么当用户做出检量批量的使用决策时，就只能使用此选择集中的代码。

另    
外，可以指定这 个选择集必须被分配给与检验批量相同的工厂。 

· 打印控制指示符。一旦样本大小被确定，此指示符将会对检验指令和样

本绘  
图指令的打印输出进行初始化。 

例如，可能有下列检验类型： 

· 收货检验 

· 标准系列收货的检验 

· 预先系列收货的检验 

· 发货检验（交货单的检验） 

· 生产期间的检验 

· 从生产中接收货物的检验 

· 试产系列收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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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杂收货移动的检验 

· 客户返还货物的检验 

· 审计检验 

· 库存调拨检验 

· 常规检验 

· 对具有销售订单参考的客户交货的检验 

· 对没有销售订单参考的客户交货的检验 

· 通用交货的检验 

· 实施计划表头的检验 

· 杂项检验 

 
 

  检验类型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客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每一种检验类型预定义许多指示符和字段值。

这些预  
先设置在对话框中被作为QM检验数据的缺省值显示，用户可以为一种物料而

单独更 
改这些预先设置。 

当用户维护QM检验数据时，如何为检验类型设置不同指示符也取决于用户是

否想在 
有或没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情况下执行一次检验。 

参阅: 

没有计划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有计划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具有物料说明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可以通过维护明细数据来为单独的物料或物料组定义不同的检验批量处理作

业。可  
以维护下列指示符和数据： 

· 过帐检验库存  

可以不管质量检验是否已在一个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基础上被执行，

而使用  
质量检验库存的控制指示符。 

· I检验物料说明的检验 

· 使用计划检验  

· 自动分配  

· 特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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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的检验 

一个 100% 的检验表明： 

- 整个检验批量必须都被检验 

- 对于在有一个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情 况下执行的检验而言， 所有

的特性  
都必须被检验（完全检验）； 

· 允许的略过  

· 手工触发样本计算 （检验批量的手工下达） 

· 样本大小的手工确定 

这个指示符仅适用于在没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情况下执行的检验 

· 没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采样检验的样本百分比 

· 自动使用决策 

如果为一个检验类型设置此指示符，则系统可以为有这种检验类型的检

验批量  
做出自动使用决策。 

· 单个单位可能; 允许用户记录正被检验的单个单位的序列号 

· 平均检验持续期（以工作日来计量） 

· 确定质量记分的过程  

· 质量记分过程的允许缺陷份额；该过程用缺陷份额来计算质量记分。 

· 仅对第一次收货检验批量的检验 

在此处可以为每一个采购订单项目指定仅为第一次部分交货创建的检验

批量。 

· 单独的 QM订单  

· QM订单  

参阅: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自动使用决策 

质量相关成本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检验库存的控制指示符 
如果设置这个指示符，则在货物移动期间物料的数量会被过帐到检验库存。

如果未  
设置此指示符，则物料被过帐到非限制使用库存。只有QM部门才能把物料过

帐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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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库存。如果QM模块处于活动状态且有检验处理功能，则检验批量也将被

创建。 

可以为具有以下检验批量来源之一的检验类型设置此指示符： 

· 01 收货 

· 04 从生产中接收货物 

· 05 混杂收货 

· 08 库存调拨 

用户不能为具有一个非库存相关检验批量来源的检验类型的检验库存设置控

制指示  
符（例如，生产中的检验、审计检验等）。 

说明  
如果由于现有的质量级别（略过批量）决定了不再需要对检验批量检

验任何 
检验特性，则用户可以把这个物料立即过帐到非限制使用库存。这个

操作的 
必要条件是，必须在QM检验数据中为相应的检验类型激活略过和自

动使用  
决策控制指示符。 

 
 

  有物料说明的检验 
如果设置此指示符，则可以在一个物料说明的基础上执行一次检验。 

使用物料说明的检验可以补充甚至替换在检验计划基础上被执行的检验。 

如果设置此指示符，那么为了能执行一次检验就必须为这种物料维护物料说

明。 

 
 

  有检验计划的检验 
用户必须把一个检验计划分配给一个检量批量，如果： 

· 想要系统在质量级别的基础上计算样本大小 

· 想要记录特性的结果；为了能够记录特性的结果必须执行具有检验计划

或物料  
说明的检验。 

样本大小只有在检验计划已被分配给检验批量后才能被计算。 

 
 

  自动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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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置此指示符，系统将试图自动分配一个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 

只有下列指示符之一已被设置才能设置此指示符： 

· 用计划检验 

· 用说明检验 

 
 

  记录特性的结果 
为了能记录特性的结果，必须执行一个具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检验。 

 
 

  允许略过 
如果设置此指示符，则指定了当系统计算样本大小时一个特性可以被略过。 

如果由于现有的质量级别（略过批量）致使不再需要检验批量的任何检验特

性时，  
用户可以把这个物料立即过帐到非限制使用库存。为了实现这一点，用户除

了设置  
自动使用决策指示符之外，还必须设置此指示符。 

 
 

  手工触发样本计算 
这个指示符指定了检验批量中的样本计算必须被手工触发。 

在一个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检验中，根据为特性存储的采样过程来计算

样本。 

在一个没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检验中，必须在检验百分比字段中输入一

个检验  
百分比或者必须设置一个100％检验的指示符。 

 
 

  单个单位可能 
用户可以通过激活单个单位可能指示符来为一种物料的每一个检验类型单独

规定对  
序列号的记录。如果已经为一种检验类型指定了对序列号的记录，那么将被

检验的  
单个单位会被以检量批量的序列号清单格式来管理。在工厂维护（PM）模块

中的  
对象清单功能就用于这个用途。 

为了能够使用管理序列号功能，用户必须在物料主记录中把一个序列号概要

分配给  
物料。序列号概要指定由于QM目的而使物料从属于序列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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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选择额外 � 一般工厂数据来在质量管理数据的视图中把一个序列

号概要  
分配给一个物料。 

通过在PM模块的序列号管理功能中集成QM模块，可以： 

· 把序列号作为一个检验批量的对象清单来维护 

· 为一个物料凭证（例如，为收货或发货过帐）而从序列号的对象清单中

复制  
检验批量的对象清单 

· 在结果记录期间为一个来自对象清单的序列号分配单个结果 

· 确认一个序列号的缺陷 

 
 

  质量记分过程 
可以为每一个检验类型指定一个质量记分过程。当系统创建一个检验批量时，

此字  
段被复制到检验批量记录中。在最简单的质量记分过程中，质量记分来源于

使用决  
策代码。在其他过程中，根据被检验的特性中的拒收份额来计算质量记分。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单独的QM订单 
如果用户想要用一个QM订单来为检验类型和物料的组合记录评估成本，则必

须设置 
此指示符。 

这个指示符表示已经或将要为包含这种物料的检验批量创建具有科目设置的

单独的  
QM订单 。 

如果字段QM订单 中也包括了一个订单号码（除了单独QM订单 指示符正处

于活动  
状态之外），那么只有在由于检验批量的科目设置遗漏而导致不能创建单独

QM订单  
的情况下，这个字段才会被考虑。 

为了能够创建一个单独QM订单，必须为物料或检验批量定义一个科目设置

（例如， 
销售订单，成本中心或固定资产）。 

 
 

  QM订单 
在这个字段中，用户可以手工（或由系统自动）输入将被用于记录评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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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QM订 
单的号码。 

当为一种物料创建检验批量时，在这个字段中指定的QM订单号码将被复制到

检验批 
量记录中。 

 
 

  检验类型的用户设置 
在检验类型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预定义了下列控制： 

· 检验批量处理 

- 检验批量的状态概要 

- 使用决策的选择集 

- 车间文档的打印控制 

- 样本绘图指令和检验指令的打印输出时间 

- 检验凭证打印输出期间的信息 

· 检验计划 

- 检验计划使用 

- 作为检验说明或检验工序的物料说明 

- 工序控制码的缺省值 

- 工序号的缺省值 

- 工序文本的缺省值 

· 结果记录 

- 为检验特性值的记录而记录视图 

- 缺陷记录的报表类别 

 
 

  没有计划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如果想要检验一个没有检验计划的物料，那么唯一的强制性字段就是质量记

分过程  
字段。在这个字段中输入一个过程，该过程被用于将从使用决策代码中复制

质量记  
分。 

下列四个控制指示符确定了样本大小如何被计算： 

· 手工触发器  
用户使用相应的功能来手工触发样本大小的计算。系统根据用户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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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字段中输入的百分比值来计算样本大小。如果未在该字段输入，则必须

激活一  
个100％检验 的指示符。 

· 手工样本输入  
如果激活此指示符，那么当创建一个检验批量时必须手工输入样本大小。 

· 检验百分比  
系统根据用户在此字段中输入的百分比值来计算样本大小。 

· 100% 检验  
如果此指示符被激活，就必须为检验批量执行一次100％的检验。样本大

小相  
应于检验批量的大小。 

下表提供了不同设置的作用一览。 

用于确定样本大小的控制指示符（有/没有检验计划） 

手工输入样本大

小 
手工计算 样本大小 

  X   X 手工输入 

   X 手工触发计算 * 

  由系统自动计算 * 

* 输入一个检验百分比值或激活 100% 检验指示符 

平均检验持续期的输入是可选的。如果为这个参数输入一个值，则系统将会

为检验  
批量自动计算检验的计划起始时间或计划结束时间。 

下列指示符没有作用并且不能在一个没有计划的检验中被激活。 

· 用计划检验 

· 特性检验 

· 自动分配 

· 允许略过 

参阅: 

有计划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具有物料说明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有计划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如果想要检验一种具有检验计划的物料，则必须设置下列指示符： 

• 有计划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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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检验 

· 质量记分过程 

· 允许的缺陷份额  
一些质量记分过程使用缺陷份额来计算质量记分。 

如果想要使用一个没有特性的计划来检验，则必须不设置特性检验指示符。

在那样  
的情况下，可以用检验指令的形式为检验者提供车间文档。检验者将不记录

单独结  
果。 

取决于用户选择的检验类型和想要如何记录检查结果而有下列控制指示符可

选: 

· 自动分配.  

系统试图自动选择一个检验说明（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并把它分配给

检验批  
量。如果有几个检验说明都满足选择准则，将显示一份选择清单，必须

从清单  
中选择期望的检验说明。 

· 100% 检验 

· 允许略过 

· 手工触发  
用户手工触发样本大小的计算。 

· 平均检验持续期  
当创建检验批量时，可以输入检验的计划起始日期，然后系统会计算检

验的计  
划结束日期（ 反之亦然）。 

下列控制指示符没有作用，并且不应被激活： 

· 手工样本输入  
用户手工输入样本大小 

· 检验百分比  
此百分比值将被用于计算样本。 

参阅: 

没有计划的检验的QM检验数据  

具有物料说明的具有的QM 检验数据  

 
 

  检验批量来源 
检验批量可以在后勤支持系统应用（例如，在生产期间收货和发货）中被作

为许多  
作业的结果而创建。用户可以为每一个检验批量来源分配一个或多个检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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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结  
果是，基于采购订单的收货装运可以有不同的检验类型： 

· 初始交货 

· 标准系列交货 

· 后继交货 

检验批量来源包括下列信息： 

· 动态修改准则  

· 当为检量批量选 择检验计划时，系统使用的计划状态 

· 在计划选择过程期间被选择的任务清单类型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已预定义了对检验批量来源的控制。另外，在用户设

置应用  
程序中相应的检验类型也被分配给检验批量来源。 

可能的检验批量来源： 

· 01 收货 

· 02 发货 

· 03 生产 

· 04 从生产中接收货物 

· 05 混杂收货 

· 06 从客户处返回 

· 07 审计 

· 08 库存调拨 

· 09 常规检验 

· 10 有销售订单参考的对客户的交货 

· 11 没有销售订单参考的对客户的交货 

· 12 通用交货 

· 13 有实施计划表头的生产 

· 89 杂项 

 
 

 动态修改准则 
动态修改准则定义了质量级别如何被维护（例如，是否为一种物料或物料/供
应商组  
合维护）。 

动态修改准则在一个标准的系统表中被定义而且不能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

维护。 

动态修改准则被存储在计划和检验批量来源中。在计划中可以定义一个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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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准  
则集。为检验批量来源定义的动态修改准则是决定因子。 

范例
 

收货 (GR) 来源有物料/供应商动态修改准则。 

发货 (GI) 来源有物料/客户动态修改准则。 

· 计划包括动态修改准则物料/供应商/客户。这有下列作用： 

- 对GR来说，根据物料/供应商来维护质量级别 

- 对GI来说，根据物料/客户来维护质量级别 

· 计划包括动态修改准则物料/供应商。这有下列作用： 

- 对 GR来说，根据物料/供应商来维护质量级别 

- 对GI来说，根据物料来维护质量级别 

· 计划包括动态修改准则物料。这有下列作用： 

- 对GR来说，根据物料来维护质量级别 

- 对GI来说，根据物料来维护质量级别 

 
 

 激活/撤销激活QM 
如果为一个物料/检验类型的组合而激活质量管理，则QM模块将控制检验库

存中进  
出的所有库存移动。 

当第一次用检验处理激活质量管理时，检验库存必须是空的。只有通过这种

方法才  
能确保检验批量将包括整个检验库存。 

与之相似，如果撤消激活质量管理功能，则检验库存也必须是空的。为此，

用户必  
须在QM中为所有检验批量进行库存过帐，并把检验批量数量过帐到检验库存

之外。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在本文档中可以了解如何使用物料说明，也可了解为了使用物料说明而必

须满足什  
么要求以及如何维护物料说明。 

什么是物料说明？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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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说明的维护 

特性分配屏幕中的功能 

把检验结果传送到批次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什么是物料说明？ 
在质量管理模块中，不仅可以通过检验计划的方式来执行质量检验，还可

通过在    
公司范围内有效的物料说明来执行质量检验。物料说明同检验计划一样代

表了质   
量检验的说明，只不过在细节上不如后者。物料说明中的标准值作为检验

说明而   
起作用。因此，用户可用检验说明来替换或补充被用于工厂级别的检验计

划。有   
两种使用物料说明的方法： 

· 在分类系统中与一般特性相连，并具有被完全维护的主检验特性的物

料说明 

· 具有被完全维护的主检验特性的物料说明 

具有相连接的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的物料说明 
用户可在物料说明中把主检验特性与来自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相连接。为

了同质量  
管理中使用的主检验特性（通常仅作为特性被参考）相区别，系统使用的

特性在这  
里被参考为一般特性。当连接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时，应决定哪一个一

般特性将  
被检验中产生的值更新。 

因为在系统中实行批次管理机能，用户可以通过对来自批次类别的一般特

性的评估  
来查找批次。当执行具有物料说明或检验计划的检验时，来源于已完成检

验特性的  
检验结果将被自动传送给批次。这表明在检验完成后，将自动用检验结果

来评估来  
自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从而使质量检验的结果可以适用于批次确定。 

具有主检验特性的物料说明 
用户可通过使用物料说明来执行一次质量检验，该物料说明必须有未被连

接到来源  
于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上的主检验特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检验结果不被

传送到批  
次类别中。然后，用户就有一个被普遍使用且不需执行许多维护的物料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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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未被连接到一般特性上的主检验特性时，可以取消对主检验特性的

参考。可  
以为一种物料单独定制检验说明，并把它直接存储在物料说明中。 

参阅：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维护物料说明  

把检验结果传送到批次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当使用（A）有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的物料说明或（B）只有主检验特性

的物  
料说明作为检验的基础之前，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A）有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的物料说明 
1. 在分类系统中对一般特性的维护 

2. 维护批次类别分配一般属性  

3. 创建一个参考一般特性的主检验特性  

4. 维护物料和在分类屏幕上分配一个批次类别  

5. 维护物料说明 

6. 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 QM检验数据  

（B）只有主检验特性的物料说明 
1. 创建一个完整的主检验特性  

2. 维护物料说明 

3. 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 QM检验数据 

参阅： 

什么是物料说明？  

图示：计划物料说明  

 
 

 计划物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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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gemeines Merkmal B

质量管理 分类系统

物料说明

A一般特性

A一般特性

B一般特性

B一般特性

物料

批次类别

分类
视图

X主检验特性

X主检验特性

Y主检验特性

Y主检验特性

A一般特性

 
 
在分类系统中对一般特性的维护 
 

在分类系统中创建一般特性。分类系统按照类别组织物料并用一般特性区

分它们。 

属于一个分类的每一个物料都被赋予这些一般特性的指定值。通过这种方

法，在系  
统中可以用一般特性来代表物料的质量标准。 

与QM相关并能被连接到一个主检验特性之上的一般特性必须满足下列两

个条件之  
一： 

诽匦跃哂惺　堇嘈汀癗UM” 

  说明  
如果用户没有把一个计量单位分配给“NUM”格式的一般特性，则

必须在  
主检验特性中输入计量单位。假如物料说明中的主检验特性被连接

到一般特 
性上，则此计量单位被用于根据物料说明执行的检验中。 

如果特性将被用于QM中，则SAP建议用户在一般特性中仅指定一

个间隔。 
如果用户在值的屏幕中为一个一般特性输入了一个以上的间隔，那

么当创建 
一个参考此一般特性的主检验特性时，系统建议将第一个间隔作为

允差存储 
在一般特性中。 

诽匦跃哂惺　堇嘈汀癈HAR”并参考了目录类型1中的一个选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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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可在联机文档CA特性和CA分类系统中找到有关在分类系统中创建特性的

更为详细  
的信息。 

 
 

 
 

 批次类别的维护和一般特性的分配 
在物料管理中，一种物料的库存能在批次中被单独管理。由于使用批次类

别的一般  
特性评估来区别物料的批次，因而批次的属性可以被记录在分类系统中。

每个单独  
批次由这样的一般特性的指定值区分。 

因此，用户必须在分类系统中创建一个批次类别。该批次类别分配有用户

想要在物  
料说明中使用的一般特性。 

在物料说明中，用户在以后决定哪一个一般特性（具有在检验中被确定的

值）将被  
分配给适当的检验特性。可以通过使用已完成检验特性的物料说明而将检

验结果从  
这里自动传输到被分类的批次中。做为另一种选择，当在SD中执行批次确

定时，  
这些检验结果能在将来被附加。 

参阅：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可以在联机文档CA特性和CA分类系统中找到有关在分类系统中维护一个

批次分类  
并分配一般特性给它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参考联机文档LO后勤支持系统总述来获得有关批次管理的更多信息。 
 

 

 
 

 在主检验特性中参考一般特性 
为了在物料说明中把一个主检验特性连接到一般特性上，当用户创建该主

检验特性  
（或新的主检验特性版本）时必须已经参考了一般特性。 

可以通过更改功能来将任何一个合适的、已存在的主检验特性连接到一个

一般特性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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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创建主检验特性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在物料维护中分配批次类别 
在用户可以维护由一般特性和主检验特性连接而成的物料的物料说明之

前，当用户  
在分类屏幕中维护物料主数据时必须将一个合适的批次类别分配给此物

料。通过这  
种方法，可以创建与这个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的连接。 

对于一个没有批次类别的物料，则只能在没有一般特性连接的主检验特性

的基础上  
来使用此物料说明。 

参阅：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物料说明的维护 
当维护一个物料说明时，可以： 

· 从检验的批次类别中“激活”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的组合，或者 

· 在没有参考一般特性的情况下把主检验特性记录在说明中。 

如果正确地维护了物料说明，则不仅可以通过被定义在检验计划中的检验

特性来执  
行检验，还可以通过在说明中被分配的主检验特性来执行一次检验。 

参阅： 

维护物料说明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物料主记录中QM检验数据的维护 
在物料主记录中，物料说明的使用取决于QM检验数据中下列指示符的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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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检验的指示符 

· 复制物料说明的指示符 

· 有检验计划的检验的指示符 

对于后两种指示符，由用户确定检验如何发生。另外，物料说明可以完全

替代检验  
计划或补充它。有三种方法来设置这些指示符： 

· 如果想要仅用物料说明来执行一次检验，则只需设置复制物料说明的

指示符。 

如果仅用物料说明来执行一次检验，则必须在检验类型的用户设置应

用程序中  
维护物料说明的工序数据（工序号和控制码）。 

· 如果想仅使用检验计划来执行一次检验，则只需设置有检验计划的检

验的指  
示符。 

· 如果想在检验中使用检验计划和物料说明两者，则必须既设置传输说

明的指  
示符又设置有检验计划的检验的指示符。 

位于检验计划和物料说明中的主检验特性说明来源于物料说明。物料

说明中的  
其他特性在计划中被分配给最后一道工序。 

图示：利用任务清单和物料说明来检验  

参阅：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利用工作清单和物料说明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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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任务清单和物料说明来检验

10 工序

20 工序

10 工序

20 工序

10    1主检验特性

  1主检验特性

  7主检验特性

10    1主检验特性

20    2主检验特性

20    2主检验特性

10    3主检验特性

10    3主检验特性

 7主检验特性

工作清单

检验批量 说明

9000

合并

¸复制

 
 

 

 
1
2 3  维护物料说明 

欲维护物料说明：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物料 � 说
明  
� 维护。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一种物料并选择转向 � 特性分配。物料说明的特性分配屏幕被显

示。 

来自批次类别分配给物料的QM相关的一般特性被显示在屏幕的右侧。

在主检验 
特性的维护期间，用户将主检验特性中的一部分连接到一般特性上。

这些特性  
则被显示在屏幕的左侧。 

在物料说明中指示符参考被作为一个缺省值而为所有的特性分配设

置。 

这表明值（例如允差极限）被动态地读入物料说明中。如果此指示符

被设置，  
则要区分两种情况： 

- 如果在说明中存在对一个一般特性的参考，那么值（例如允差极限）

将  
被从物料类别中复制。说明中的相应字段不能进行输入。 

- 如果在说明中不存在对一个一般特性的参考，则值（例如允差极限）

将  
被从主检验特性中复制。说明中的相应字段不能进行输入。 

3. 如果在主检验特性中设置了采样过程的控制指示符，则用户必须在对

话框中为  
值 输入一个采样过程。可以选择两种类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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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批量检验的采样过程 

- 基于检验点检验的采样过程 

4. 在维护了适当的数据后，保存特性分配。 

参阅： 

特性分配屏幕中的功能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创建主检验特性  

 
 

 参考指示符 
在物料说明中指示符参考被作为一个缺省值而为所有的特性分配设置。 

这表明值（例如允差极限）被动态地读入物料说明中。如果此指示符被设

置，则要  
区分两种情况： 

· 如果在说明中存在对一个一般特性的参考，则值（例如允差极限）将

被从物  
料分类中复制。说明中的相应字段不能进行输入。 

· 如果在说明中不存在对一个一般特性的参考，则值（例如允差极限）

将被从  
主检验特性中复制。说明中的相应字段不能进行输入。 

 
 

 
 

 特性分配屏幕中的功能 
在特性分配屏幕中有下列功能可用： 

维护或显示值  

取消参考  

创建参考  

新输入  

删除特性分配  

显示主检验特性  

显示一般特性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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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维护或显示值 

标记合适的行并从菜单条中选择转向 　得飨咐捶梦拾　　匦苑峙涞亩曰

翱颉�  
将出现一个弹出式菜单，其中显示了检验说明的值，例如十进制位数和允

差极    
限等。在这个时候不能更改这些值。 

可以选择更改下列值： 

肥　　莆» 

吩什î 

芳屏康ノ» 

只能改变满足下列准则的主检验特性的值： 

· 在物料说明中它们未被连接到一般特性上。 

· 对主检验特性的参考被取消（也就是 参考指示符 不再被设置）。 

如果更改这些值，那么它们将被直接存储在物料说明中。这样做的好处是

用户可以  
在不维护几个主检验特性的情况下就可以维护物料指定允差极限。 

输入采样过程 
如果在主检验特性中设置了采样过程的控制指示符，则需要在对话框的底

部输入一  
个采样过程。可以输入两种类型的采样过程： 

- 基于批量检验的采样过程 

如果在计划中指定了基于批量检验且特性只在物料说明中被使用，

则这种类 
型的过程将被用于具有计划和说明的检验。如果特性也被使用在计

划中，则 
在计划中指定的采样过程也将被使用。 

- 基于检验点检验的采样过程 

如果在计划中指定了基于检验点检验且特性只在物料说明中被使

用，则这种 
类型的过程将被用于具有工艺流程说明的生产中的检验。如果特性

也在工艺 
流程中被使用，则在工艺流程中指定的采样过程也将被使用。 

参阅： 

取消参考  

创建参考  

新输入  

主检验特性的维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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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分配屏幕中的功能  

维护采样过程  

 
 

1
2 3  取消参考 

对于已设置参考指示符的特性分配而言，除了采样过程之外，检验说明值

不能被更  
改。 

对于一个未被连接到一般特性上的主检验特性来说，用户可以取消对主检

验特性值  
的参考并在说明中使每个值均适应物料。 

如欲取消一个参考，可以标记需要的主检验特性然后从菜单中选择编辑 �  
取消参考。 

现在可以为主检验特性更改检验说明的值。如果更改这些值，它们将被直

接存储    
在物料的物料说明中。用户在主检验特性中对值所做的更改不再影响物料

说明中  
的值。 

参阅： 

维护或显示值  

创建参考  

新输入  

特性分配屏幕中的功能  

 
 

1
2 3  创建参考 

可以在未被连接到一般特性上且未设置 参考指示符 的物料说明中创建主

检验特性  
的参考。为此，标记所需的主检验特性并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创建参考。 

再次由主检验特性中产生值，也就是说，在主检验特性中对值所做的更改

将影响物  
料说明中的值。 

参阅： 

维护或显示值  

取消参考  

新输入  

特性分配屏幕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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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新输入 

可以使用物料说明中未被连接到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上的主检验特性。为

了在物料  
说明中记录一个主检验特性，可以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新输入。 

在特性分配清单的末尾处，将显示一个具有工厂和主检验特性的输入字段

的新分配  
行。手工输入所需的主检验特性或从清单中选择它。 

说明  
为了能够在物料说明中使用一个主检验特性，该主检验特性必须被

完全维护 
和下达。 

参阅： 

维护或显示值  

取消参考  

创建参考  

特性分配屏幕中的功能  

主检验特性  

 
 

1
2 3  删除特性分配 

可以在物料说明中删除已存在的主检验特性分配。为了删除一个或多个这

样的分    
配 ，可以标记相应的行并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删除输入项。一个 警告

信息    
将被显示，指出被选择的输入项将被删除。选择ENTER来确认此警告。选择

的输入   
项被删除。 

参阅： 

新输入  

特性分配屏幕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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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显示主检验特性 

可以显示一个或多个主检验特性。为此，标记相应的行并选择环境 �   
显示主特性 。主检验特性数据屏幕被显示。 

参阅： 

主检验特性  

特性分配屏幕中的功能  

 
 

1
2 3  显示一般特性 

可以显示一个或多个一般特性。为此，标记 相应的行并从菜单条中选择环
境 �  
显示一般特性。 一般特性数据屏幕被显示。 

参阅： 

可以在相应的联机文档CA特性和CA分类系统中找到有关一般特性的更为

详细的数  
据。 

特性分配屏幕中的功能  

 
 

 把检验结果传送到批次 
批次管理机能使用对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评估来支持批次确定。 

先决条件 
既然可以用检验结果自动评估来源于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则一次质量检

验的结果  
也能被附加到批次确定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对于在批次中被维护的相应物料而言，必须具有物料说明。在说明中

主检验  
特性被连接到一般特性上。如果只使用检验计划来执行一次检验，也

需要维护  
物料说明。 

· 必须使用物料说明或检验计划或两者一起来执行质量检验。 

结果传输 
当在完成质量检验后做出使用决策时，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被自动评估。

使用来源  
于已完成检验特性的计量结果完成评估。在这些检验特性中维护从批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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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到一般  
特性的连接。 

可以为被连接到物料说明上但还未被检验或完成的检验特性（例如，被略

过的特性  
或未被包括在计划中的特性）手工输入这些值。 

在使用决策的长文本中有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的日志。对于这些批次类别

而言检验  
结果是可用的。被复制到批次类别中的值被后继检验所覆盖。 

图示： 结果传输  

除了有检验点完成的生产批量之外，这个过程对所有的批量均有效。对于

这些批量  
来说，对批次类别的结果传输和检验点的结果记录同时发生。一旦用户输

入一个批  
次，并保存检验结果，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就会被来源于已完成检验特性

的计量结  
果自动评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手工输入这些值。 

在部分批量的长文本中有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的日志。对于这些批次类别

而言检验  
结果是可用的。 

参阅： 

检验完成  

使用物料说明的先决条件  

维护物料说明  

生产中的检验（有检验点）  

 
 

 结果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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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使用决策

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

已检验的特性

未检验的特性

结果

结果

批次类别

批次类别

一般特性

一般特性

自动

手工

否 是 ?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  
本节描述了如何在采购中实施质量管理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概述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基本原理 

质量信息记录 

供应商主记录 

采购中QM的用户设置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概述 

采购活动 
QM模块被集成在采购过程中的重要阶段。QM模块通过下列功能来支持采购活 
动。 

· 供应商评估  

· 供应商冻结 

     报价请求和采购订单的  供应商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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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技术性交货条款和质量保证协议 

· 证书处理 

· 供应关系的状态管理  

· 收到检验 

· 收货检验 

QM模块提供了关于处理报价和采购订单方面的信息。例如，如果供应商由于质 
量原因而被冻结，就不能从该供应商那里进行物料订购。当做出报价时，供应  
商会被要求遵守技术性交货条款和质量保证协议，如果当打开一个采购订单时， 
所需文档中的任何一个不可用或未被下达，那么将冻结该项功能。 

如果已指出物料的技术性交货条款或者物料供应商组合存在质量保证协议，那  
么当创建采购订单时，将打印出这些凭证。 

当发出了采购订单时，如果要求这样做的话，则相关的物料交货必须通过质量  
部门而被下达给供应商。这种供应关系的下达可以被限定在一个确定的有效期  
间和最大运货量之内。 

当订购了商品时，除了遵守技术性交货条款和质量保证协议之外，可以指定要  
求从物料供应商处得到证书，如果虽然要求了证书，但证书还未被提供，那么  
要么把货物记帐为冻结库存(如果没有产生检验批量)，要么在检验批量中设置 
相应状态。当做出使用决策时，质量检验证书的接收者应被最后确认。 

收货检验的替代 
虽然要求对物料进行检验，但一般不激活对物料供应商组合的收货检验。 

另外，除了收货检验外，还可以执行源检验。在这种情况下，系统监控目标交  
货日期 ，同时为接受日期及时打开检验批量。 

冻结发票 
如果下面情况出现，则阻止为物料发票自动付款： 

· 还未完成相应的收货检验 

· 收货检验的使用决策“不合格” 

在这种情况下，在发票中设置冻结“I”的原因。 

用户仍可以为发票手工付款。为了激活冻结发票的功能，必须在物料采购关键  
字中设置发票冻结的标识符。 

这个功能只对发票确认基础上的收货有意义。在部分交货情况下，必须为部分    
交货选择相应的检验批量。（同一个采购订单的其他检验批量〕 

参阅: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基本原理  

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采购数据  

质量信息记录  

供应商主记录  

采购中QM的用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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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源检验  

 
 

供应商评估 
物料管理模块为购买方提供了有关供应商评估中的交货可靠性和供应商价格行  
为方面的信息。QM模块提供了有关到目前为止已交货的货物的质量信息和有关 
供应商质量管理系统的信息（QM系统〕。为此，质量管理模块处理汇总质量计 
分并自动更新供应商评估。 

在一些工业部门中，供应商必须维护一个质量管理系统并确认其效率，例如每  
个 ISO9003标准，还要让认证机构以证书的形式确认其效率。因而QM模块能 
让用户定义所需的QM系统，说明和评估供应商安装的系统，并在选择供应商时 
做出比较。 

在 MM 供应商评估 中提供了有关供应商评估的详细信息。 

 
 

 供应商下达  
质量部门为一个特定物料而下达一个供应商。它也能把下达限定在某一个时间  
间或某种数量内。如果供应商有严重的质量问题，QM系统能通过冻结来自于该 
供应商的物料的报价请求、采购订单或收货，来确保质量。 

 
 

供应关系的状态 
质量管理模块监控供应关系阶段中的下达。用户可以定义例如，标准系列、初 
始系列、生产系列等特定状态，而来自某个供应商的物料交货必须按顺序地通 
过这些状态。系统然后产生对应于供应关系当前状态的检验批量，并根据使用 
决策来更新状态。 

如果下达检验现在正处于活动状态，那么相同物料-供应商组合的收货过帐不能 
同时发生。 

 
 

 源检验  
在客户或售达方参与的情况下，按要求执行源检验。可以由服务的接收者，接 
收者当前的供应商或第三方人员（如鉴定员）来执行源检验。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基本原理 
在采购中激活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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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客级别上为物料激活采购的质量管理（活动状态）。 

在工厂级别上，把所有其他采购数据存储在质量管理视图的物料主记录中。 

采购数据 
物料主记录中的采购数据 控制着下列广泛的作业 

· 在创建物料主记录之前被处理的作业（例如创建和维护技术性交货条 
款)。 

· 在创建物料主记录之后被处理的作业（创建质量信息记录）。 

用户可以按自己的要求来使用QM模块中因支持采购处理而被实施的功能。QM 
功能仅部分适用于一个特定物料、一个特定供应商和一个特定物料-供应商的组 
合。 

因此，控制数据被部分存储在物料主记录、供应商主记录和物料-供应商组合的 
信息记录中（供应关系）。 

用户在凭证管理系统中创建技术性交货条款和质量保证协议。 

在采购中的QM用户设置中定义各种采购对象，例如采购关键字、凭证类型以及 
证书处 理和交货冻结的关键字。 

 图示：物料的采购数据  

参阅: 

质量信息记录  

供应商主记录  

采购中QM的用户设置  

在CA-凭证管理中提供了有关如何在凭证管理系统中维护凭证的详细信息。 

 
 

 图示：物料的采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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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A-1100
QAA-284

所需的技术性交货条款

QA所需的 协议

所需的供应商下达

所需的证书

ISO2B

- 确认收货
- 每次交货
- 信息类型

被冻结的功能

下达日期

QA
协议

Q01 QAA-284
Q02 TDT-195
Q02 TDT-275
Q01 QAA-1110

TDT-275

3
3
3
3

:控制码
KN01SPZP 证书类型

Q-信息记录 凭证
管理系统

交货
条款

:   IRO-CHEM物料

QM采购中的

KN01SPZP控制码：

:   ISO2B证书类型

物料主记录

下达数量

 
 

 

   质量信息记录 
如果要求物料的质量保证协议或供应商下达，那么必须创建一个质量信息 
（Q－info）记录。质量信息记录控制了对物料的进一步处理。 

怎样使用质量信息记录？ 
当创建了报价或采购订单时，系统检查物料和供应商组合是否需要质量信息记 
录以及质量信息记录是否可用。进行一次检查来确定是否可以下达采购订单。 

系统将独立于质量信息记录检查是否已为报价、采购订单和收货冻结或下达 
了供应商和物料-供应商组合。是否执行这个检查取决于物料主记录中的采 
购控制关键字。 

可以在质量信息记录中为下达供应关系和物料供应商组合的QM系统指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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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态概要。也可以确定是取消激活收货检验还是执行收货检验和/或 源检验。 

参阅: 

创建质量信息记录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创建质量信息记录 

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了QM数据后，通常将创建质量信息记录。供应商的物料主 
记录必须是可用的。 

按如下步骤创建质量信息记录: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采购 �  
质量信息记录 � 创建。 

2. 在工厂级别上为物料和供应商组合保存质量信息记录。因此必须在初始 
屏幕中输入物料、供应商和工厂。 

为了创建记录，可以把另一个质量信息记录用作模型。在初始屏幕复制部 
分中输入现有的质量信息记录。 

3. 在数据屏幕中，输入: 

- 下达供应关系的状态概要  

- 下达采购功能的准则  

- 有关功能和应被冻结的功能的信息 

- 质量保证协议  

- 供应商的QM系统如果供应商有QM系统，可以为特殊物料存储 
对系统的描述。 

4. 用户也可以定义是撤销收货检验还是执行收货检验或源检验。为此，在 
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GR/收到检验。 

将出现用来控制检验的窗口，输入下列: 

- 如果除了收货检验之外还想执行源检验，那么为收到检验输入了 
一个检验类型和以天数计算的提前期。 

- 如果虽然已在物料主记录设置中定义了收到检验，但不想进行源检 
验，那么设置指示符不检验。 

- 如果想执行源检验来代替收货检验，那么设置指示符代替收货的收 
到检验 。 

如果设置了这个指示符，那么当执行收到检验时将不产生一个收货检 
验批量，如果没执行源检验，将为收货产生一个检验批量。 

5. 在已维护了必要数据后，保存质量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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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达供应关系的状态概要  
除了下达日期和数量之外，可以通过一个状态概要来下达物料的（如有必要可 
以是修订级别的）供应商。这个状态概要包括几个下达阶段，例如“标准系 
列”、“初始系列”等。在用户设置中为状态概要定义各种下达阶段，每个阶 
段可以被分配一个不同的检验类型（因此有一个不同的检验计划）。 

当创建了一个收货检验批量时，如果在质量信息记录中存储状态概要，那么系 
统检查是否已达到最后的下达阶段（通常为生产系列交货下达）。从这儿开始 
的过程取决于检查的结果。 

如果最后的下达阶段 

· 已达到， 那么跟平常一样执行检验处理过程。 

· 未达到， 那么为下一个下达阶段打开一个检验批量。 

如果正在处理这个类型的检验批量，那么相同的物料－供应商组合的收货将按 
严格的顺序进行排序。直到处在活动状态的检验被完成，才能处理下一个相同 
组合的收货。 

 
 

 下达采购功能的准则  
在物料 -供应商组合可被用于报价或订购单等采购功能前，必须输入日期。直

到 
已达到了这个日期，才能在物料-供应商组合的系统中接受和输入报价和采购订 
单。 

也可以指定只有订购数量达到指定数量时，物料供应商组合可用。如果设置这 
个指示符（下达数量活动），那么也必须输入订购数量限制。 

当下达订购单时，系统在质量信息记录中的订购数量字段中合计订购数量。当 
订购的数量超过下达数量时，物料-供应商组合将不允许再有采购订单。 

可以通过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匦律柚檬　坷词止さ刂匦律柚枚┕菏　俊Ｏµ 
统将发出一个警告信息。当通过选择ENTER确认信息时，系统把订购数量设置 
成0，同时把日期设成当前日期。 

 
 

  冻结信息 
在屏幕的最后部分中，可以为应被冻结的作业输入代码。可以冻结报价、采购 
订单、收货或所有功能。其结果是，在取消冻结前，物料-供应商组合在作业中 
将一直被冻结 。 

如果由于物料质量变差而想暂时阻止物料-供应商组合的某一个功能被执行，那 
么可以输入冻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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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保证协议  
如果物料的采购关键字设置要求一个质量保证协议，那么可以通过从菜单条中 
选择编辑　柿啃　槔词淙胫柿勘Ｖば　椤Ｔ诖翱谥邢允玖擞没　淙胗美词侗ð 
被存储在凭证管理系统中的质量保证协议的所需数据。 

· 凭证类型 （缺省: Q01） 

· 凭证标识符 

· 凭证相关部分的标识符 

· 凭证版本 

如果在创建质量信息记录时没有输入质量保证协议，那么系统将发出警告信息， 
同时允许用户继续操作。 

在PP - 文档管理中提供了有关在文档管理系统中创建文档的详细信息。 

 
 

  供应商主记录 
可以在质量信息记录中冻结物料 -供应商组合。如果想冻结所有物料的供应商， 
那么在供应商主记录中设置冻结。 

怎样使用供应商主记录？ 
对采购功能而言，系统首先通过检验供应商主记录来确定是否冻结了供应商。 
如果未冻结供应商，那么如有必要，系统将在质量信息记录中检验参数。如果 
在物料主记录中指定了一个供应商下达或质量保证协议，那么在采购中只检验 
质量信息记录。 

如果在供应商主记录或在质量信息记录中冻结了供应商，将不能继续采购功 
能。  

参阅: 

冻结供应商  

质量信息记录  

MM - 采购 

 
 

 
1
2 3  冻结供应商 

如欲在供应商主记录中设置冻结，那么：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采购 � 供应商 �  
冻结。 

2.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供应商标识符，同时选择ENTER。将显示出冻结/取 
消冻结供应商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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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因质量原因冻结部分中输入冻结的代码。如果未冻结任何代码，该字 
段将是空的，并在输入项字段的右边出现文本：未冻结任何代码。 

4. 把所做更改保存到供应商主记录中。系统返回具有确认信息的初始屏幕。  

取消对供应商冻结 
执行上述的相同步骤来取消冻结供应商。在因质量原因冻结屏幕中（参阅步 
骤3）删除被冻结的代码并保存对供应商组合所作的更改。 

 
 

  采购中QM的用户设置 
为了在采购中使用质量管理功能 ，应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进行如下设置:  

· 物料采购的关键字 

这些关键字定义了采购中质量管理的条件。它们包括用来确定在其它事件  
中下列各项是否必要的控制指示符：  

- 技术性交货条款  

- 质量保证协议  

- 供应商下达  

- 质量证书 

- 文档 

- 发票冻结 

· 证书处理的关键字  

为处理质量证书而定义下列关键字，同时在物料主记录中存储它们。这些 
关键字指定了将为每一个采购订单项目向供应商要求证书。关键字也被用 
来确定：  

- 系统在收货期间是否检查已收到了采购订单的证书。  

- 采购订单项目的每次收货是否必须提供证书。 

- 如果不存在要求的证书，那么由系统产生的通知单的类型。   

�    供应商冻结的关键字  

为冻结供应关系而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关键字。根据冻结适用于来 
自某供应商的全部物料还是部分物料，而在供应商主记录或“物料*供应 
商”组合的质量信息记录中存储冻结关键字。 

关键字控制着下列事务的冻结 : 

- 报价请求 

- 采购订单 

⋯   收货 

· 凭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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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与供应商交换质量凭证，这里有两种系统支持的类型： 

- 技术性交货条款（凭证类型 Q02）: 

- 质量保证协议 （凭证类型 Q01）: 

在采购运作期间使用这些凭证。也就是，这些凭证是应报价请求和采购订 
单的要求而产生，并被交给供应商。  

标准SAP系统包括这些凭证类型的固定设置，例如 ： 

-    凭证的更改导致在系统中创建一个新的凭证。  

- 凭证的状态序列被相应地定义。  

· QM 系统 

定义了关于对  供应商的QM系统 的确认要求 。 

在客户级别的供应商主记录中或以工厂级别在物料供应商组合的质量信息 
记录中存储实际质量管理系统。  

在采购期间（对报价单和采购订单的要求），系统检查供应商的QM系统是 
否满足为物料定义的要求。 

�    供应关系的状态 

为供应关系定义状态概要。并把检验类型分配给概要中包括的每个状态。  

可以指定供应商的物料交货必须经过几个状态，例如：  

- 模型系列交货 

- 初始系列交货 

- 生产系列交货 

可以把具有相应计划使用的不同的检验类型分配给这些状态。然后系统   
 
将选择与供应关系状态相匹配的检验类型。  

 
 

质量证书  
在本节中，将了解如何使用质量证书。用户将了解在产生产品交货的质量证书之前， 
需要维护什么。  

什么是质量证书？  

证书和后勤链:样本业务处理 

来自于SAP应用程序的数据和功能 

质量证书的特征 

实例：证书概要和分配的有效期间 

创建页面设置 

证书概要包括什么？ 

创建证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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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书概要中定义特性 

下达证书概要 

冻结证书概要 

概要分配 

证书接收者 

创建证书接收者 

证书产生 

模拟证书的产生 

手工发送证书 

用ArchiveLink检索已被归档的证书 
了解证书产生期间发生的事件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什么是质量证书？  
当一个公司把产品运送给某个客户时，公司可能被要求保证产品的某种属性。例如，一个 
化学公司必须保证产品含有适当比率的指定成分。也可能要求保证产品在仓库储存期间与 
在码头装运中没有被热或潮湿损坏。这些属性包括检验结果，例如某产品的化学组成或产 
品的物理性质，以及长度、宽度或颜色。证书被视为在产品运送时生产商必须提供的文档 
之一。 

某个客户也许对质量有特定要求，当产品被运送时必须保证满足其要求。根据顾客的指定 
执行质量检验。在为客户特别设计的质量证书中指明客户的要求已被充分执行。 

也可设计通用证书，用来确认一种物料或一组物料的质量检验，而不用考虑具体客户。  

  

参阅: 

质量证书的特征  

证书和后勤链:样本业务处理  

 
 

  证书和后勤链:样本业务处理 
本节讨论两种类型证书的业务处理：有特性的类型和没有特性的类型。 

有特性的证书 
一位客户从某供应商处订购自行车座。客户将用这些车座来生产赛车。客户想要供应商 
在运送前检验自行车座，并保证车座已通过质量检验。客户有他想要检验的指定特性， 
同时每个特性的检验结果必须处在某个范围或某个值内。客户也有怎样在证书上表示结 
果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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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与供应商的SD部门接触，提出对检验和证书的特定页面设置的请求。客户可要求 
特性和格式（例如 ， ISO标准）、接收者、语言、传送方式。 

SD人员与QM部门的代表联系。 

QM 作业 
QM使用SAPscript创建证书的页面设置（格式）。可以以样本页面设置 QM_QCERT_01  
为基础来创建满足客户需要的格式。然后创建证书概要并把证书概要分配给物料（车座）

和 
客户的组合。最后创建证书的接收者。 

因为检验特性将被用作检验结果的基础，所以QM人员通过检查来确定存在相应特性的检

验 
计划。 QM人员也能通过检查来确定在货物发送时将创建检验批量。 

创建了检验批量并检验了货物之后，记录结果并做出使用决策。这样，当自行车座运送时， 
就可以产生质量证书。 

SD 作业 
在SD中也执行平行和后继的作业。将为这种物料创建一个销售清单。并为订单创建交货

单。 
然后为交货单执行领货。取决于QM控制数据记录中SD的设置，用户也许不能在这个时候

对 
货物进行过帐。 

在可以对货物发送进行过帐前，必须在QM中做出使用决策。一旦已记录了结果并做出使

用 
决策后，就可以对货物进行过帐。证书伴随着其它的交货相关凭证一起被打印出来，同时

把 
自行车座装运给客户。 

没有特性的证书 
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用户可以有无特性数据的证书。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检验批量、 
特性或批次。证书本身包括标题信息，例如物料和交货单；可能还有描述，例如“已生产 
出物料，并且根据Gmp检验了物料。” 

除了那些有关检验批量、特性、结果记录和使用决策的作业之外，QM和SD的作业是相 
同的。不会为没有特性的证书执行这些作业。 

质量证书的先决条件 
在上面的任何一项作业发生前，都必须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维护特定对象。 

· 定义证书类型。证书类型能指定证书是否包括特性。 

· 可以为每个证书类型定义用户要求。证书概要可以有两种状态类型：系统状态和 
用户状态。 

· 概要被分配给交货项目类型。 

· 为证书类型和事务设置权限。 

参阅 质量证书的用户设置来获得有关必须在用户设置中维护的对象的完整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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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产生证书，QM和其它SAP应用程序的数据和功能必须可用。若想获得完整的信息， 
可参阅 来自于SAP应用程序的数据和功能。 

如要获得有关SD中QM控制数据的信息，可参阅 销售和分销的质量管理控制  

 
 

来自于SAP应用程序的数据和功能  
可以为交货单项目自动输出质量证书。为了进行自动输出，下列对象必须处在适当 
位置： 

· 概要分配的要素、概要确定和输出控制（条件技术） 

· 至少一个 SAPscript�  页面格式设置 

· 至少一个证书概要 

参阅: 

SD中的条件技术  

创建页面设置  

创建证书概要  

证书产生  

特性 
如果证书包括特性，那么可以使用: 

· 来自分类系统的一般特性（批次分类） 

· 来自QM应用程序的检验批量和基于特性的结果记录 

通过批次分类，可以把批量或部分批量的结果传送到批次并且用来对批量分类。从而 
检验结果可被用于SD的批次确定。在QM中可以用批次的值来创建质量证书。 

如果在一个特性中使用一般特性和检验特性基础上的数据，那么必定也使用了物料 
说明。物料说明提供主检验特性和一般特性之间的物料指定连接。需要物料说明来把 
检验结果传送到批次。 

参阅: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主检验特性  

ArchiveLink 
如果想归档和检索已被产生的证书，那么必须安装ArchiveLink。这是一个可选的接口。 
如果确定使用这个接口，那么如同由系统产生证书那样，可以用ArchiveLink来储存证书， 
然后在以后检索证书。 

参阅: 

用ArchiveLink检索已被归档的证书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220 of 549  

  SD中的条件技术 
SD条件技术被用于概要分配、概要确定和输出控制。 

概要分配和概要确定 
在概要分配中，用户把证书概要分配给物料、物料类别、或物料与客户的组合。除了这 
三个对象之外，也可以定义其它能被分配概要的对象。  

查询证书概要是证书产生中的一个处理，证书产生依赖于交货单项目和被分配给证书概要 
的对象。 

条件记录代表了环境的给定设置，当系统把证书概要分配给一个对象或者查询证书概要

时， 
就要使用它。例如，某用户想要一个显示了指定特性的结果的证书。此处的各种因子用户、 
产品、检验结果，确定了证书上出现的内容。这些因子中的每一个的相关信息都可被作为 
主数据而存储在系统中。将以条件记录的形式存储主数据。 

输出控制 
质量证书的输出控制包括: 

· 确定是否为交货产生证书以及何时产生证书 

· 找到证书接收者 

· 打印或传真证书 

在这种情况下，条件技术是指系统用来确定是否产生证书和何时输出证书的方法。根据 
存储在条件记录里的信息来确定这些事情。在用户设置里设置并控制条件技术中使用的各 
种要素。在交货单处理期间，系统通过条件技术来确定重要信息的种类。 

首先，系统确定是否产生证书。例如，证书可以产生于: 

· 货物发送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更改交货。 

· 领货时（如果领货完成） 

· 用户指定的任何时间 

如果系统确定产生证书，那么系统查询接收者记录来确定何时创建证书。例如，可以 
创建证书: 

· 当交货已被过帐时，自动创建 

· 在需要时手工创建 

· 通过后台报告 

接收者记录也包括用何种语言输出证书和是否打印或传真证书。 

 
 

  质量证书的特征 
通过标准质量证书应用程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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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送物料时自动产生质量证书 

· 把证书分发给接收者的预定义清单 

· 打印证书或用传真发送证书 

· 用每个接收者的语言来产生证书 

· 在屏幕上模拟证书并产生样本打印输出 

· 归档证书 

· 定义证书的形式、格式和内容来满足内部或客户的要求 

在证书概要和 SAPscript页面设置中定义证书的格式、形式与内容。概要控制着检验 
批量和特性的选择。页面设置控制着证书的页面输出和数据格式。可以定义能与几个 
证书概要连接的通用页面设置。 

当创建证书概要时，必须仔细考虑将在证书上出现的特性的选择和顺序。可以只提供关 
于产品属性的有限信息。也可以为每个特性改变数据的初始值和表示法。 

如果为了提供检验结果数据而需要检验批量或部分批量，那么可以在证书概要中定义对 
批量选择的限制。例如，用户只想考虑质量记分至少为80分的那些批量。  

把对象，例如物料，物料组和用户组合，分配给证书概要。通过这个方法，可以为指定客

户 
单独地计划证书。同时，可以定义通用的证书概要，如果没有为某个用户定义专门的证书， 
则可以使用通用证书概要。 

对对象的概要分配有一个有效期间。然而证书概要本身没有有效期间。当物料被运送并且 
需要产生证书时，分配是为了找到适当的证书概要的查找策略的必要组件。由来自于SD
的 
条件技术来处理分配。 

 
 

实例：证书概要和分配的有效期间  
可以把证书概要的版本分配给许多不同对象和对象组合。例如，可以把概要分配给 
两种不同的物料、三种不同物料组和多种物料与客户的组合。然而，一个对象只能 
被分配给一个概要。 

 

物料 可分配的概要 从.....开始  

ROH_MATL1 PROF ROH 7/4/1995 

ROH_MATL1 PROF NEW 11/24/1995 

SEMI_MATL2 PROF NEW 8/25/95 

FERT_MATL2 PROF NEW 10/25/1995 

 

通过上面的物料与概要的表，可以看到概要PROFNEW有几种可被分配的物料， 
每种物料有不同的日期关键字，日期关键字是为进行分配而设的日期。分配日期 
可以是进行分配的那一天也可以是将来的某一天。 

物料ROH_MATL1有两项分配，但只有一项是有效。第一项分配是概要PROFR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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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7月4日到1995年11月23号有效。第二项分配是概要PROFNEW。第二项 
分配在1995年11月24号有效。当运送物料时，根据当前日期而决定两项分配中的一项 
有效并被用来产生证书。 

 
 

  证书计划 

证书设计 
通过创建页面设置和概要，可以在证书中定义每个要素的格式和形式。证书的要素包括 
标题、脚注、订单项目和日期、交货单项目和日期、物料号、地址和检验结果。 

通过标准的SAPscript页面设置来定义质量证书的页面格式和页面内容。在页面设置中 
存储这些定义。页面设置包括各种要素，这些要素被用于每页的输出控制和每页上输出 
文本的格式信息。 

根据用户和用户客户的要求，可以在一个以上的证书概要中使用页面设置。页面设置和 
文本都是与顾客相关的。  

证书概要控制检验批量选择、特性顺序和将在证书中被显示的特性。 

处理证书概要 
1. 如有必要，可创建页面输出。 

2. 创建证书概要。 

3. 下达概要。 

4. 分配概要 给物料，物料组，或物料和客户的组合  。 

参阅: 

证书概要包括什么？  

 
 

 
1
2 3  创建页面设置 
说明  
在标准R/3系统中，SAP提供叫做QM_QCERT_01的模型页面设置。可以把 
这个页面设置连接到证书概要上或把它用作模型来创建满足特定要求的其它 
页面设置。 

必须从标准R/3系统的顾客000中把四个标准文本 QM_QCERT* 复制到用户 
自已的客户机中。 从标准文本：请求屏幕中选择实用程序� 从客户中复制。  

维护页面设置: 

1. 从质量证书菜单中， 选择证书概要 � 处理页面设置。 

系统显示页面设置: 请求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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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页面设置的名称与语言。 

可以为页面设置维护下列对象组件: 

 - 表头 

 - 段落 

 - 字符串 

 - 页面 

 - 窗口  

 - 页面窗口 

参阅: 

页面设置中特性的文本要素  

3. 为了选择组件，可选择组件的按钮，然后选择创建 /更改 或显示。 

系统将访问适当的更改或显示屏幕。 

4. 为了维护在证书概要上输出的标准文本，可以从菜单条中选择环境 � 标准文本。 

参阅: 

页面设置中的标准文本  

SAPscript有广泛的功能。参考 SAPscript的文档来访问维护页面设置的详细信息。 

 
 

  页面设置的窗口   
窗口是页面设置中的一个逻辑单元。所以它在页面上没有实际位置。页面窗口是页面上 
输出文本的矩形区域。当用户把页面设置页分配给页面设置窗口时，就会创建页面窗口。 

每个窗口都被分配一个窗口类型。每个页面设置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窗口类型，但必须包 
括一个（最多一个） MAIN窗口类型名称的窗口。 

在MAIN窗口中文本可以扩展到几页。因此这种窗口类型最适合于特性。MAIN窗口可 
以包括: 

· 任何长度的自由文本 

· 由来自数据字典中的字段填充的变量 

· 每个特性的文本要素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页面设置中特性的文本要素  
说明  
文本要素被用于页面设置中的所有对象组件。本专题只讨论在模型页面设置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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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定义的文本要素。 

特性的文本要素有 CHAR_xxxx的结构。文本要素代表特性数据的行。模型页面设置中 
特性的文本要素包括标准文本。标准文本包括概要中评估各种指示符的逻辑，例如是否输 
出检验方法或如果检验结果在说明之外时是否输出附加文本。在证书概要中分配文本要

素， 
例如，把要素001分配给一个特性。系统把CHAR附加到0001上。其结果是，在页面设置 
中为这个特性处理文本要素CHAR_0001。 

  

参看: 

页面设置中的标准文本  

概要特性  

指定输出  

模型页面设置 QM_QCERT_01 包括五项文本要素: 

文本要素 描述 

CHAR_0001 值和2个允差极限 

CHAR_0002 代码短文本 

CHAR_0003 值和允差下限 

CHAR_0004 值和允差上限 

CHAR_0005 被接受或被拒绝 

 

这五个文本要素是例子。用户可以为自己的页面设置创建并维护文本要素。 

如欲维护特性的文本要素，那么： 

1。 从页面设置: 请求屏幕中，选择窗口的按钮然后选择创建或创建/修改。 

2。 在窗口清单中，把光标移到有MAIN的行上，并通过双击来选定。然后选择 
文本要素。 

 
 

  页面设置中的标准文本 
除了模型页面设置之外，标准R/3系统也包括模型页面设置中使用的四个标准文本。 
一部分标准文本包括了用来确定是否输出文本和将在证书上输出何种文本的程序逻 
辑。系统先评估概要中的指示符设置，然后确定是否触发标准文本处理。 

模型页面设置 QM_QCERT_01 的标准文本是: 

· QM_QCERT_GENERAL_TEXT 
这个文本描述了怎样生产产品或遵循何种指导路线；例如“根据指导路线生产 
产品，并在各个阶段监测。” 

· QM_QCERT_INSPECTION_METHOD 
这个文本包括检验方法的短文本输出、长文本输出或没有文本输出的程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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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M_QCERT_OFF_SPEC_TEXT  
如果在比较后检验结果超出了指定的允差极限，那么这个文本包括附加文本输出 
的程序逻辑。它也包括将被输出的文本。 

· QM_QCERT_OUTPUT_FORMAT_TEXT 
这个文本包括特性评估的单独文本输出的程序逻辑。例如，当一个特性被拒收时， 
在证书中输出了“不合格”。 

这四个文本是在模型页面设置中使用的例子。用户可以创建另外的标准文本并在自己 
的页面设置中使用。 

如欲了解有关标准文本的完整信息，可参阅 SAPscript� 文档。 

 
 

  证书概要包括什么？ 
本专题描述了证书概要的内容。证书概要控制检验批量的选择、特性顺序和特性数据 
本身。证书概要包括一个表头和可选择特性。 

概要表头  

概要特性 

在证书概要中定义特性  

 
 

  概要表头 
表头包括证书的一般数据。它与特性无关。 

· 页面设置  
分配用于产生实际证书的页面设置。页面设置包括实际格式、页面输出和证书的 
一些内容。  

参阅: 

创建页面设置  

· 状态  
这与SAP的状态管理相连接。除了标准SAP状态之外，可以维护用户自己的每个证书 
概要状态。 

参阅: 

状态管理  

· 文本说明  
可以提供证书概要的短说明或长说明。 

· 批量选择限制  
当证书产生期间系统查询检验批量时，可以指定系统考虑哪一个检验批量或部分批

量。 
在满足选择标准的批量中，系统将选择最近创建的那个批量。选中的批量必须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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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决策，并且不能被取消或标记为删除。这条检验批量的选择准则不可修改。目前 
系统还不支持在证书产生期间选择一个检验批量。用户可通过使用用户退出来采用附 
加批量选择准则。 

  

参阅: 

创建证书概要  

 
 

  概要特性 
特性定义了被显示在证书中的数据。可以从下列两类特性中产生数据: 

· 主检验特性 

· 一般特性 

在单个证书中有两种特性。用户在概要中为每一个特性定义的数据可以是所需的数据或 
是可选的数据。 

参阅: 

创建证书概要  

在证书概要中定义特性  

特性的所需数据 
必须为每个特性提供下列信息 

· 结果的来源 

将被显示在证书中的结果数据可能来源于： 

- 检验批量的一个检验特性 

- 批次的一个一般特性 

· 短文本的来源 

特性的短文本可以来源于： 

- 主检验特征 

- 一般特性 

- 证书概要本身 

· 说明的来源 

说明来源于： 

- 检验批量（来自QM的检验说明） 

- 批次确定的选择准则（从批次说明中产生的说明）。如果没用选择准则选择 
        批次，那么将输出物料分类的允许值。  

来源不必与特性类别一致，并且可与特性混合。例如，结果数据可以从检验中产生，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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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数据可以从批次确定中产生。 

· 略过特性的输出策略 

如果由于未检查检验特性而没有结果，那么可以指定在证书上想要打印的内容。这只

与 
用检验批量产生结果数据的特性相关。 

可以指定下面两者之一: 

- 输出文本 

- 输出批次的值 

· 参考文本要素 

必须参考已被分配给证书概要的页面设置的文本要素。文本要素描述了包括特性的行

的 
格式。 

参阅: 

页面设置中特性的文本要素  

特性的可选数据 
对每个特性而言，下列信息是可选择的。 

· 要求输出的特性数据 

如果特性的一些数据不可用，那么可以规定不输出批次的数据或不输出整个证书。 

· 检验方法的文本 

可以指出是否打印检验方法的短文本、长文本或不打印文本。 

· 特性的附加文本 

如果特性的值在说明的范围之外，可以规定输出附加文本 。  

 

对定量特性而言，存在附加的可选数据。 

· 输出格式 

可以规定用户想要输出值、允差值的关系或文本。 

· 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来源于特性。可以规定计量的不同转换单位。如有必要，系统将检查值是否 
可以被转换。 

· 值的最大允许长度 

如果超出了这个值，系统在证书上输出星号。  

· 小数点后的位数（精确度） 

· 值的指数表示。 

对非常大的值系统将自动处理。如果预计值非常小，那么可以设置指示符来防止输出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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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用户定义功能 
可为下列字段定义附加来源: 

· 检验结果 

· 短文本 

· 说明 

对于被略过的特性来说可以有附加输出策略。 

也可为以下各项指定缺省值： 

· 特性的附加文本 

· 输出格式 

参阅: 

用户退出  

 
 

 
1
2 3  创建证书概要 

在可以创建证书概要前，必须有适当的页面设置可用。维护证书概要的权限被连接到证书 
类型和作业上，如创建、更改和显示。例如，质量管理部门的员工也许是唯一的可以创建 
证书概要的人，但是公司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显示它。 

创建证书概要： 

1. 从质量证书菜单中，选择证书概要 � 创建。 

系统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证书概要的名称和证书类型。系统将分配版本号。通过名称、类型和版本号的 
组合来确定证书概要。  

3. 选择表头数据。 

系统显示表头屏幕。 

4. 必须把页面设置分配给概要。页面设置提供了证书的格式与形式。 

参阅: 

创建页面设置  

概要表头  

5. 可以限定系统查找检验批量的方法。 

 

如果.... 那么系统仅考虑  

设置只有被接受的批量指示符 使用决策为合格的批量   

设置批量中的交货单指示符 记录有交货单号码的的批量  

在最低质量记分字段中输入了一个值 质量记分高于输入值的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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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了一个检验批量来源  具有指定的检验批量来源的批量  

输入了检验批量类型  具有指定的检验批量类型的批量  

 

6. 选择特性。 

系统显示特性的数据输入屏幕。 

参阅: 

概要特性  

7. 在这个屏幕中指定将被显示在证书上的特性。用户可以定义特性结果在屏幕上 
出现的顺序。也可以定义每个特性的种类。 

 - 主检验特性 

 - 一般特性（来自分类系统） 

为了得到有关定义特性的完整信息，可以参考 在证书概要中定义特性。 

8。 在创建了概要的特性后，通过从特性数据屏幕或表头屏幕中选择存储来存储概要。 

这时不能使用证书概要。必须先下达概要并分配它，例如，分配给物料、物料组或 
物料与客户的组合。 

参阅: 

下达证书概要  

分配证书概要  

使用附加功能  

 
 

 
1
2 3  在证书概要中定义特性 

为要在证书概要中输出的每个特性定义下列数据： 

· 特性结果输出的次序 

· 特性内容 

· 结果的数据源、说明、短文本 

· 定量特性结果的输出格式，例如允差关系，计量单位，精确度 

· 输出控制，例如基于批量的数据的略过策略 

参阅: 

指定特性  

指定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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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指定特性 

1. 为了访问特性数据屏幕而在证书概要的表头屏幕选择特性。 

2. 在这个屏幕中输入顺序号和特性。然后选择ENTER。 

根据特性类别，系统将显示适当的选择窗口，如下表所示。 

 

类别 系统显示下列各项的窗口....  用户为下列各项输入值... 

1 主检验特性的选择 工厂 
主检验特性  
版本 

2 一般特性的选择 特性 

 

对主检验特性而言，可以不填写版本字段。在这种情况下，当产生证书时，由系统选

择 
适当的版本。如果输出指定的主检验特性版本的结果非常重要，那么必须输入版本。

通 
过选择可能输入项，可以显示主检验特性或一般特性的清单。当在处理一般特性时，

如 
果选择了不能被分配给主检验特性的特性，将会得到一个警告。然而可以使用这个特

性。 

3. 在已输入所需数据后，选择明细来访问特性明细屏幕。 

参阅: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主检验特性  

指定输出  

 
 

 
1
2 3  指定输出 

在特性明细屏幕中存在几个数据组：数据来源、输出、文本来源。用户维护的数据确定了 
将如何在证书中输出特性。 

数据来源 
对定量与定性特性而言，要求下列三个字段: 

· 结果来源。结果可以来自于: 

- 检验特性 

- 批次的一般特性 

· 特性短文本。特性的短文本可以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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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检验特性 

- 批次的一般特性 

- 证书概要或主记录。在这个屏幕中参阅在数据要素文本组中的短文本字段。 

· 检验说明的来源。检验说明数据来自于 

- 质量管理系统中的特性说明 

- 分类系统中的批次说明 

输出 
对定性和定量特性来说，存在下列几个输出控制字段： 

· 略过特性的策略。如果由于未检验（略过）特性因而没有检验结果，那么可以指定： 

- 输出文本 

- 输出批次的值 

这个字段只与检验批量的检验特性相关。 

· 文本要素。把概要的特性分配给在页面设置中维护的文本要素。在这个字段中 
输入4个数字。例如，如果输入0005，那么在已分配的页面设置中把特性分配 
给CHAR_0005。 

参阅: 

页面设置中特性的文本要素  

· 所需的特性。如果选择了这个指示符，那么将在证书上出现特性。如果特性 
的数据不完整（没结果、结果无效），那么将不在证书上输出整个批次的结 
果（如为多批）或者不输出整个证书（如为单个批次或没有批次）。 

定量特性存在附加字段。对于这些字段中的一部分字段而言，缺省值来源于特性 
（主特性或一般特性）。可以在这些字段中改变值。 

· 输出格式。必须确定怎样输出定量结果： 

- 实际值 

- 参考允差 

- 文本 

· 计量单位 

· 输出长度  
如果用户输入长度，那么只有长度小于或等于用户在此字段输入的值才会输出 
定量数据。如果输出超过指定长度，那么在证书上输出星号。 

· 小数点位 

· 值的指数表示 

文本来源 
对定性和定量特性而言，存在下列三个可选字段： 

· 当结果不合格时的附加文本。如果特性的结果不在说明之内，那么可以在证书上 
指出这一点。当出现下列结果时，可以在证书上显示适当的文本：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232 of 549  

- 大于上限 

- 小于下限 

- 在说明之外 

· 检验方法的特性。用户可以打印关于特性检验方法的信息。可以打印: 

- 短文本 

- 长文本 

- 不打印文本 

· 特性的文本。如果在数据来源部分指定特性的短文本来源于证书概要，那么 
在此输入文本。 

对于每个特性而言，可以有语言相关的附加短文本。它将被用注册语言显示在 
每个特性的明细屏幕上。为维护特性的语言相关文本而选择进一步的文本。 

参阅: 

证书概要包括什么？  

指定特性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下达证书概要 

创建和存储概要后，此概要可能有一个阻止其被分配的状态。在能够分配和产生概要前， 
必须首先下达概要。 

如欲下达概要，那么: 

1。 从质量证书菜单中，选择证书概要 � 修改。 

系统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证书概要的名称并选择表头数据。  

3。 从表头屏幕菜单中，选择编辑 � 表头数据。 

注意在一般数据部分中的系统状态已转变到REL （已下达）。 

4。 选择保存来保存对系统状态的修改。 

参阅: 

冻结证书概要  

 
 

 
1
2 3  冻结证书概要 

只有在当前日期或今后都不会分配该证书概要时，才可以冻结证书概要。当冻结了概 
要后，直到取消冻结才可以把概要分配给任何对象，也就是说，直到下达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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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概要: 

1. 从质量证书菜单选择证书概要 � 更改。 

系统显示初始屏幕。 

2. 输入证书概要名称并选择表头数据。  

3. 从表头屏幕菜单中，选择编辑 � 冻结概要。 

注意一般数据部分中的系统状态已更改为LKD（锁定）。 

4. 选择保存来保存对系统状态的更改。 

参阅: 

下达证书概要  

删除证书概要的分配  

 
 

  概要分配 
在能够产生证书前，必须至少把证书概要分配给一个对象。有几种功能可用处理证书 
概要。 

分配证书概要  

删除证书概要的分配  

显示对象的概要分配  

显示所有概要分配  

 
 

 
1
2 3  分配证书概要 

分配是指已下达的证书概要版本的时间相关分配。在能够产生证书前，必须把概要分 
配给下列对象中的一个或多个 ： 

· 物料 

· 物料组 

· 物料和客户的组合 

除了这些对象之外，可以定义可分配证书概要的其它对象。 

在分配前，必须先下达证书。 

参阅: 

质量证书的特征  

下达证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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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证书: 

1. 从质量证书菜单中， 选择证书概要 � 分配 � 创建。 

系统将显示标题为关键字组合选择的窗口。在背景屏幕中可以看到缺省分配类型 
（条件类型）是QCA1。  

2. 选择三个选项之一，然后选择继续。 

系统显示用来进行多种分配的快速输入屏幕。  

3. 为每个分配输入对象名称（物料、物料组、物料和客户），然后输入包括概要名称、 
证书类型和版本的概要指示符。 

      把光标移到版本列并选择可能输入项来参阅可用的证书概要的清单。当从清单中选

择 
了概要后，系统把概要的全部指示符复制到快速输入屏幕。 

    

4. 保存分配。  

 
 

 
1
2 3  删除证书概要的分配 

如果要冻结证书概要，则不能把它分配给任何对象。可以通过删除来清除概要的 
分配。 

删除分配： 

1. 从质量证书菜单中，选择证书概要 � 分配 � 更改。 

系统显示标题为关键字组合选择的窗口。在背景屏幕中可以看到缺省分配类型 
（条件类型）QCA1。 

2. 选择三个选项之一，然后选择继续。 

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屏幕，选择准则取决于所选的选项。 

3. 如有选择准则，则输入选择准则，然后选择执行。 

系统显示满足选择准则的所有分配清单。对象数据例如物料名称，和概要名字、 
证书类型、版本一起被显示。 

4.  为删除分配，标记有分配的行，并选择编辑 � 删除。 

5. 确认用户想删除该行。 

6. 然后保存对分配的更改。 

 
 

 
1
2 3  显示对象的概要分配 

可以把概要分配给物料、物料组或物料与客户的组合。可以从维护和显示概要的 
事务和维护与显示分配的事务显示所有对象和对象选择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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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无论概要被分配给了哪个对象，都可以显示所有的分配。这个清单包含的信 
息与选择对象时显示的那个清单不同。  

参阅:  显示所有概要分配  

显示对象的概要分配： 

1. 从质量证书菜单中，选择证书概要 � 分配 � 显示。 

如果在概要的维护和显示事务中，则可以从表头屏幕或特性屏幕菜单中选择环境 
　允痉峙洹£ 

系统显示标题为关键字组合选择的窗口。在背景屏幕中可以看到缺省分配的类型 
（条件类型）是QCA1。 

2. 选择三个选项之一，然后选择继续。 

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屏幕。选择准则取决于被选择的选项。 

3. 输入选择准则，然后选择执行。 

系统显示所有满足选择标准的分配的清单。对象数据，如物料名称，概要名称、证书 
类型及版本一起被显示。 

为访问概要而选择其中的一个，然后再选择证书概要。 

 
 

 
1
2 3  显示所有概要分配 

可以把概要分配到物料、物料组、物料和客户组合。可以从维护和显示证书的事务 
和维护和显示分配的事务中，显示所有对象和对象选择的分配。 

说明  
可以显示指定对象的分配。这个清单包括的信息与显示所有概要分配时被 
显示的那个清单不同。  

参阅:  显示对象的概要分配  

如欲显示所有概要分配，那么： 

1. 从质量证书菜单中，选择证书概要 � 分配 � 显示。 

如果正在概要的维护和显示事务中，那么可以从标题屏幕或特性屏幕菜单中选择 
环境 　允痉峙洹£ 

系统显示标题为关键字组合选择的窗口。在背景屏幕中可以看到缺省分配类型 
（条件类型）是QCA1。 

2. 通过选择取消来关闭对象的选择窗口。 

系统关闭窗口，用户仍处于用来显示证书概要分配的初始屏幕中。  

3. 为访问选择屏幕而选择概述。 

4. 输入物料、客户、物料组和日期的选择准则或者不填写字段，然后选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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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显示满足选择准则的所有分配。通过物料和客户、物料和物料组对分配进行分组。 
也可显示每个分配的有效期间。 

可以打印这个清单或在文件里保存这个清单。 

这个清单中并不显示概要。如欲访问概要，可以把光标移动到希望的行上然后选择选
择。  

  说明  
为了直接访问选择屏幕（参考步骤3），可以从质量证书菜单中选择证书概要 � 修
改 
或显示。 然后选择查找按钮。 

 
 

 
1
2 3  使用附加功能 

在维护和显示证书概要的事务中，有附加功能。可以在表头数据屏幕或特性数据屏幕中访 
问来源于额外或环境菜单路径上的这些功能。  

证书预览 
可以通过现有的交货单和来源于物料、批次、检验批量的实际数据以及来源于检验或批次 
的特性数据来模拟批量证书的产生。为了模拟证书，可以打印证书或者在监视器上显示输

出。 

为了访问这些功能，可以选择菜单路径额外 � 证书视图或表头屏幕中的按钮证书视图。 

参阅: 

模拟证书的产生  

概要分配 
在能够使用证书概要前，必须把它分配给一个对象，例如物料、物料组或物料和客户的组 
合。用户可以从维护和显示证书概要的事务中显示正被处理的概要分配和其它概要分配。 

选择菜单环境 � 显示分配 来访问这些功能。 

参阅： 

显示对象的概要分配  

显示所有概要分配  

分配证书概要  

管理数据 
可以显示证书概要的管理数据。数据包括创建或更改证书的用户姓名以及创建或更改证书 
的日期。   

选择额外的 � 管理数据来访问管理数据。 

概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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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显示证书概要版本的所有清单。这个清单包括版本号和创建版本的日期。 

选择额外的  � 版本来访问版本清单。 

参阅: 

实例：证书概要和分配的有效期间  

页面设置 
可以显示被分配给概要的页面设置。当选择该项功能时，系统转到页面设置的表头屏幕。  
选择环境 　趁嫔柚� � 显示来访问页面设置。 

可以通过选择更改概要的功能把一个新的页面设置分配给概要。 

1. 从表头数据屏幕或特性数据屏幕中，选择环境 � 页面设置 � 查询 。 

2. 在窗口中，可以通过指定一个字符串（例如， QM_QCERT*） 和一种语言来限制页

面 
设置的选择。为了能用所有语言查询页面设置，应在语言字段中输入 * 。然后选择

查 
询页面设置。 

3. 选择一行，然后选择选择 来分配指定的页面设置。 

系统把页面设置的名称复制到表头数据屏幕中。 

4. 保存对概要的更改。 

页面设置的语言 
可以显示可用于页面设置的语言。在窗口中，系统为每个可用语言显示一行。除了可用 
语言之外，每行均包括对概要的描述和用来创建页面设置的语言。   

选择环境 � 页面设置 � 语言来访问语言显示。 

页面设置的文本要素 
可以显示在页面设置中所用的所有文本要素。对每个文本要素而言，系统显示使用了该 
要素的窗口的名称以及要素使用的行数。  

选择环境 � 页面设置 � 文本要素来访问文本要素。 

参阅: 

页面设置中特性的文本要素  

页面设置变量 
可以得到在页面设置中所用的所有文本变量的清单。当产生证书时，将用文本替代变量。 

选择环境 � 页面设置 � 变量 来访问清单。 

 
 

  证书接收者 
证书接收者可以是交货单项目中的任何人，例如客户、供应商或联系人。定义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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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确定应该在何时产生证书和谁应该接受证书。也可以指定将被用来分发证书 
的语言和怎样分发证书。每个被定义的接收者实际上只是一个条件记录。 

当交货被过帐时，SD应用程序要使用接收者条件记录。系统通过标准条件技术来查询 
证书概要和证书接收者。 

在用户设置中定义接收者的合伙人功能，例如交货方或售达方。用户在其它事务中为 
每个信息类型定义合伙人功能。已为证书定义了以下两种信息类型。  

 

信息类型  合伙人功能 

LQCA 交货方 

LQCB 售达方 

 

参阅: 

创建证书接收者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创建证书接收者 

每个被创建的接收者实际上是通过条件技术来确定何时产生证书的条件记录。 
至于证书概要，没有与接收者相关的有效期间。  

如欲创建证书接收者，那么: 

1. 从质量证书菜单中选择证书接收者 � 创建。 

系统访问用于创建条件记录的屏幕（创建输出 - 条件记录：运送）。  

2. 输入所需的输出类型 （LQCA 或 LQCB） 然后选择关键组合。  

3. 在窗口中，选择下面关键字组合之一：销售组织/客户号或销售组织/分销渠道 /部门 
/客户。  

系统显示用来输入接受证书者指示符的屏幕。  

  说明  
在用户设置中定义窗口中出现的关键字。这里提到的两个组合只是例子。  

4. 在此屏幕中，输入销售组织和单个顾客或客户的范围。也可以不填写客户字段。 

然后选择执行。 

5. 在快速输入屏幕中，可以根据输入的选择标准来更改系统找到的客户。也可以增加 
客户。 

下列数据的缺省值来源于条件类型，为了对证书进行指定的输出，可以为证书更改 
这些接收者的指定。  

        用来传送证书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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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证书的时间  

·  输出证书所用的语言  

用户维护的数据取决于用户为接收者选择的传送媒体。例如，如果打印证书，指定输 
出设备（打印机 ）和复制的份数。如果输出媒体是传真，那么必须指定接收者的传

真 
号码。 

7. 保存证书接收者的数据。  

参阅: 

产生证书时的控制  

 
 

  产生证书时的控制 
可以确定应该在何时产生证书和怎样执行证书输出事务。应该对每个证书接收者都 
做出这样的确定。  

如果要产生大量的证书，那么创建不应该直接与交货过帐（时间点4）一起执。更好 
的办法是让证书产生与单独的事务（时间点3）或与后台运行的报告一起执行。  

 

如果用户想输出 那么执行... 设置计时... 

用下一次选择运行时 （后台） 报告 1 

在指定的时间 （后台） 报告 2 

仅在请求时 单独的事务 3 

过帐后立刻 交货过帐 4 

 

这些计时选择项中的一些是自动的。例如，当交货被过帐时，对选项4的证书而言，它和 
另外的交货相关项目一起被输出。对计时选项2来说，可以指定证书应被输出的日期和时

间。 
在指定的时间内，后台报告将打印证书。对选项3来说，通过为此目的而定义的事务来初

始 
化证书的打印或传真。  

在通过选择运行（选项1）来进行输出前，可以创建用来定义创建何种输出类型和何时创

建的 
后台作业。一旦下达了后台作业，那么在定义的时间内，将自动开始选择输出类型的打印

或发 
送。在销售和分销的用户设置中定义后台作业。  

参阅: 

创建证书接收者  

手工发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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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产生 
交货单项目证书的创建如下所述。 

· 把交货单项目的证书输出给指定的接收者（合伙人功能）。  

· 证书的数据可以从交货单、物料主记录、批次、检验批量中产生。 

· 通过物料说明的方法，可以把检验结果传送到批次并用于批次确定。  

· 特性结果数据从检验批量和批次中产生。  

如果成功地产生了证书，那么它可以被归档并在以后被检索。   

可以通过访问SD应用程序中的功能查看证书的处理状态。在那里也可以显示处理日志。 

证书
客户

物料

 .特性
.........
.........
.........
.........

批次

接受者
合伙人功能

批量
- 物料

- 批次

./批次分类
确定物料

- 说明

交货

证书产生

客户

物料

批次

 光学存档

 
当把物料运送给供应商时或在为接收者定义的另一个时刻，通常都会自动产生证书。然而， 
还有产生证书的几个其它方法。  

在产生一个“真正”的证书前，用户可能想预览输出。可以通过产生模拟证书来预览。  

用户可能想要再次产生证书，例如，在运送期间丢失了证书或最初的证书产生不成功。  

参阅: 

模拟证书的产生  

手工发送证书  

了解证书产生期间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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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模拟证书的产生 

可以在证书概要上触发证书模拟。实际数据，包括来自于物料主记录、批次、检验批量 
和特性的实际数据，被用于模拟证书。用户必须有实际的交货单和项目。系统不检查模 
拟的证书概要的状态，所以可以使用已经创建但未被下达的证书或者使用现在已被冻结 
的证书。  

按如下步骤模拟证书： 

1. 通过使用创建、更改、显示证书的菜单路径来访问概要。例如，从质量证书菜单中 
选择证书概要 　　摹£ 

系统将显示初始屏幕 。 

2. 输出证书概要的名称并选择表头数据。  

3. 从表头屏幕菜单中，选择额外 � 证书视图。 

系统显示一个窗口。 

4. 输入交货单和项目号。 

在开始模拟前可能想要检查交货单。为了显示交货单，可选择交货。  

5. 选择证书视图来模拟证书产生。  

系统先选择它需要的数据，然后显示打印窗口。  

6. 确认输出设备、复制页数和输出选项。 

7. 选择打印预览来联机浏览证书。   

如欲打印证书，那么选择打印。  

如果打印证书的话，为了不与有效证书相混淆，将在证书上打印出短语“样本打印输

出”。  

 
 

 
1
2 3  手工发送证书 

可以手工发送证书。如果需要几次都产生相同的证书，例如，客户要求另外一份副本。 
如果把接收者的计时设置为选项3（只在要求时打印），那么必须手工产生证书。  

参阅: 

产生证书时的控制  

创建证书接收者  

1. 从质量证书菜单中，选择证书创建 � 证书发送。 

系统显示从交货中输出屏幕，该屏幕是一个数据选择屏幕。这个屏幕有两部分。 
在第一部分可以指定输出数据，例如输出类型（LQCA和LQCB）和媒体（打印和传

真）。  

如果对证书进行再处理。例如，可以再处理已经成功产生的证书。或者可以再尝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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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上 
一次没能成功产生的证书。  

在第二部分中指定交货数据，例如交货单、交货日期和装运时刻。  

2. 选择执行来开始选择处理。  

如果系统发现满足选择标准的不只一个交货单，那么系统将显示交货单清单。清单中

包 
括交货单号码和项目、类型、发送媒体、用户往来功能和客户号及描述。  

3. 可以在这个清单中通过选择交货单然后选择转到 � 参数来显示发送数据。 

系统显示以前为证书接收者定义的输出参数。可以更改这些输出参数。  

4. 通过这个清单，可以看到被打印或传真的证书的大概内容。选择交货单然后选择转到 
　だ馈£ 

5. 为了开始证书产生过程，应选择交货单或有适当输出类型（LQCA和LQCB）的单据， 
然后选择处理。 

系统发出用来确认证书产生成功完成的信息。如果系统发现一个问题它将产生出错或 
警告信息。  

6. 选择转到 � 日志来显示证书产生处理的日志。 

只要用户仍停留在这个事务中，就会持续地保留日志。例如，如果产生三个不同交货 
单项目的证书，那么在日志中将有三个输入项。  

参阅: 

了解证书产生期间发生的事件  
 

 

 
 

 用ArchiveLink 归档证书 
如果ArchiveLink处于活动状态，那么可以把证书保存在光学存档中。如果在用户设置中 
已设置适当的证书类型指示符，那么当证书成功产生时将自动保存。  

在以后可以访问已被归档的证书。 

参阅: 

用ArchiveLink检索已被归档的证书  

 
 

 
1
2 3  用ArchiveLink检索已被归档的证书 

可以访问已用 ArchiveLink归档的证书。 

1. 从质量证书菜单中，选择证书创建 � 显示存档。 

系统显示ArchiveLink: 查找收到/发出的凭证屏幕。 

应有对象类型 （LIPS） 和凭证类型 （QMOCERT）的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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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也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办公 � 光学存档 � 显示来源来访问这些功能。必须输入 
上述的对象类型和凭证类型。 

2. 为了开始选择处理，应选择查找。 

系统显示用于指定交货单和项目的窗口。 

3. 可以不填写这些字段或输入指定的交货单和/或交货单项目的值。若要继续，选是。 

系统显示标题为来源命中清单的窗口，该窗口显示已找到满足输入准则的被存档证书 
的数量。  

4. 可以在这个窗口中显示管理信息，例如存档状态、存档日期和已被归档证书的到期日。 
先选择想从中得到信息的证书然后选择管理信息。  

5. 为了显示存档证书，请先选择证书然后选择显示来源。  

  说明  
可以通过SD中的信息来检索存档证书。如欲得到更多信息，可参阅  
了解证书产生期间发生的事件。 

 
 

 
1
2 3  了解证书产生期间发生的事件 

例如，如果想要在货物发送过帐时打印证书，但结果没有输出任何东西，那么可以 
使用SD中的功能来确定证书产生的状态，并访问产生的日志。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销售/分销 � 装运。 

2. 选择交货 � 更改或显示。 

3.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交货号并选择Enter。 

4. 标记交货单中的项目并选择项目 � 输出。 

输出屏幕显示其它项目中的输出处理状态。状态 1 表示已成功地处理了项目。 
如果不是状态 1， 那么可能存在问题。 

5. 如欲得到有关输出处理的更多信息，可以访问输出屏幕的日志。为此，可标记项目 
然后选择转到 � 处理日志。 

6. 如果成功地产生并归档了证书，那么可以在输出屏幕中检索被归档的证书。若要 
这样做，可以先标记项目然后选择编辑 � 显示来源。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状态管理 
可以在证书概要中使用SAP状态管理，状态管理允许用户记录概要的当前处理状态。 
当前处理状态可以由单独状态的组合来构成。每个单独状态满足下面两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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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用户已达到特殊阶段（例如，“已下达概要”）。 

· 确定可以或不可以执行那些事务（例如，可以更改概要；不可以分配概要）。 

有下列两种状态： 

· 系统状态 

· 用户状态 

通过执行事务来自动确定系统状态。除非正在冻结和下达概要，不然不能手工更改系统 
状态。另一方面，用户状态可以被用户激活或取消激活。可以把单独的用户状态组合成 
状态概要。可以在用户设置中把状态概要分配给表头状态的证书概要类型。可以把一个 
状态概要分配给多种证书类型。为每个证书类型而定义状态要求，并在证书类型表中设 
置这些要求。 
  

 
 

 质量证书的用户设置 
通过用户设置来维护下列数据，参考实施指南以使用命令文件把标准客户机的 
设置复制到用户的客户机中。 

概要 
 

用户设置中的对象 要求的或可选的 

证书概要的状态概要 可选的  

证书类型 要求的 

数据来源 要求的 

概要确定 要求的 

条件表：访问顺序、条件类型、概要确定的图

形 
要求的 

 

输出确定 
 

用户设置中的对象 要求的或可选的 

条件表：字段目录、处理条件表 要求的 

访问顺序 要求的 

条件类型 要求的 

排除条件 可选的 

输出确定过程： 对交货单项目类型的分配 要求的 

合伙人/信息 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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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送 
 

用户设置中的对象 要求的或可选 的 

打印参数 要求的 

发送触发器：选择报告的变式 

 批次请求的定义 

可选的 

分配给信息类型和媒体的程序 要求的 

 
 

 用户退出 
可以通过用户退出来执行用于提供附加机能的公司指定工艺路线。用户退出 
可被用于： 

· 指定发送证书的条件 

· 在检验说明、结果和特性短文本的概要中定义附加的来源 

SAP 标准功能的增强可被用于： 

· 定义检验批量和部分批量的附加选择准则 

· 增加可被分配证书概要的新对象 

· 指定特性字段的缺省值（附加文本和输出格式） 

 
 

 证书类型 
证书类型 

· 描述了证书的一般特征 

· 包括在采购周期中控制证书流动的数据 

· 确定怎样把证书概要分配给某对象和如何在证书产生的处理期间查找概要 

 
 

 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的概述 

处理检验结果 

处理特性结果 

记录检验工序的结果 

记录检验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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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SD中的交货记录结果 

处理特性结果的重要功能 

记录格式 

记录汇总统计 

记录单个值 

记录分类结果 

处理样本结果 

记录样本结果 

评估 

关闭结果处理 

打印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的概述 
质量检验可以满足各种目标。这些目标为预期检验结果设置类型和范围参

数。这些  
目标可以包括： 

· 确定是否坚持预定义的质量要求（接受检验） 

· 确定是否可以使用某产品（使用决策） 

· 支持或触发决策（供应商评估，索赔处理） 

· 提供以后评估所需要的记录（要求的确认） 

· 确定和记录产品、资产、或处理的质量（审计） 

· 确定过程、机器、或生产资源的能力（能力检验） 

本节描述了处理特性结果和样本结果的各种功能。 

通过这个应用方面的任务可以记录、显示和更改下列事物。 

· 工序结果  

· 检验结果  

· 检验点结果  

· SD中交货的结果  

也可以： 

· 显示特性的单个结果（确认号） 

· 决定接受或拒收检验特性 

· 计算汇总的特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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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从缺陷记录任务来记录缺陷数据 

· 完成检验特性  

· 打印检验结果  

参阅： 

处理检验结果  

销售和分销中的质量管理  

 
 

  处理检验结果 
在质量管理（QM）模块中可以记录单个样本、多样本、检验点和部分批量

的检验结 
果。在先前创建的检验批量的检验工序级别中记录结果。 

过程 
检验结果处理由下列步骤组成： 

· 选择检验批量 

· 选择检验工序 

· 为检验特性和部分样本处理结果 。  

· 评估 检验特性和部分样本。 

· 完成 检验特性和部分样本。 

记录检验结果的格式 
当执行检验结果的处理时，在检验批量和检验特性基础上确认特性值。可

以记录： 

· 原始值  

· 分类中的结果  

· 汇总统计值  

可以把结果分成多个部分样本或检验点结果。特性的属性可以是定量（计

量值）、  
定性 （代码）、或属性（是或否）。 

系统根据输入的原始值决定平均数、分布和其它统计值。当单个值属于几

个部分样  
本时，为每个部分批量和特性计算分布。 

参阅： 

记录样本结果  

评估 
在记录检验结果后，可以通过接受或拒收决策来 评估 检验特性和部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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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然后  
完成 它们，在QM模块中实施下列评估过程： 

· 手工评估 

· 用来源于选择集的代码来评估 

· 按照不合格单位数或缺陷数，对属性检验的单个采样的采样计划。（ISO  
2859） 

· 具有单侧极限或双侧极限的允差范围的各种检验的单个采样的采样计

划 
（s-Method, ISO 3951） 

· 检查与允差说明冲突的平均值 

· 检查对质量控制图表的活动极限 

缺陷份额 
总体中的不合格单位数是通过每个特性的评估来进行统计性估计的。应考

虑到初始  
值的分布类型。在标准系统中为特性值的下列统计分布，定义用来计算缺

陷份额的 
功能模块： 

· 正态分布 

· 二项式分布 

· 泊松分布 

通过对每个特性的份额计算来确定检验批量中不合格单位的份额。不合格

单位份额  
可被用于质量记分的确定。  

关闭 
当完成了对所有所需特性和所有设置为处理的可选特性的处理后，结果记

录任务被  
关闭。 

参阅： 

主检验特性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检验批量  

做出使用决策 

控制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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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结果处理任务选择检验批量 
检验批量是本章中描述的所有结果处理任务的基础。本节讲述了怎样选择

结果处理  
的检验批量。 

当访问处理或显示特性结果的任务时，系统将建议上次处理的检验批量号

码或在访  
问这些任务前为之输入特性结果的检验批量的号码。将在初始屏幕的检验
批量字段  
里显示上个检验批量号码。如果不处理此批量，必须在初始屏幕中输入一

个检验批  
量号码。 

如果不知道检验批量号，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选择检验批量： 

· 检验批量选择  

· 匹配代码查找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检验批量选择 

如欲使用检验批量选择的功能，可按照下面描述的过程进行： 

1. 如果想要从初始屏幕中访问检验批量选择，可以执行下列两者之一： 

- 从菜单条中选择设置 � 检验批量 

- 选择 ENTER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一个可用来输入批量选择准则的对话框。 

 当通过继续开始批量的选择处理时，系统访问用户可为检验特性选择

检验工序  
和处理模式的屏幕。下面的步骤描述了此过程。 

2. 选择检验批量对话框包括了可用来定义和限制检验批量选择的各种选

择字段。  
例如，如果想要在收货检验后记录检验结果，那么可以使用检验批量

状态、检  
验物料来源、工厂和物料来选择检验批量。 

 使用联机文档功能来访问关于选择对话框中的字段和可能输入值的详

细信息。 

 输入选择准则并选择继续。将显示有检验批量清单的对话框。 

3. 从清单中选择一个批量。 

 这个清单只包括那些处理状态（状态列）允许结果记录任务的批量。

可以在  
显示检验批量状态 中获得更多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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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在初始屏幕中输入检验工序，那么在选择了批量后，系统将为

检验批量  
显示检验工序的一个工作清单。 

4. 从清单中选择一个工序。 

 在选择了检验工序后，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对话框中列出了检验

特性的允  
许处理方式。只有当未在初始屏幕中输入检验工序的时才会显示此对

话框。 

5. 从清单中选择处理模式。 

 用处理模式可以定义检验特性的处理准则。可以控制系统用来表示结

果记录任  
务的特性类型。例如，未被处理的所需特性或所有已被评估但仍未清

的特性。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可以为每个用来处理检验特性结果的任务定

义不同的  
处理模式。 

  说明  
可以在用户主记录中预定义用户指定的处理模式。从主菜单中选择

工具 �  
管理 � 用户维护 � 用户。输入用户名并选择转到 � 参数。在 
PID  
列输入参数标识符QMO。在参数值列，输入想把它定义为处理模式
字段  
缺省值的处理模式。 

通过工作中心查找 
通过使用工作中心可以限制批量的工序的选择。在初始屏幕上，在工作中
心字段中  
输入工作中心，同时在工厂字段中输入工作中心的工厂。 

结果选择清单仅包括那些在初始屏幕上输入的工作中心中发生的检验工

序。  

  

 
 

1
2 3  使用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查找 

也可以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检验批量。当使用这个功能时，显示的选

择清单可  
以包括不能记录检验结果的检验批量。只有已下达的检验批量才可以记录

结果。系  
统总是通过检查检验批量的状态来确定是否可以执行用户选择的任务。 

如果从这个清单中选择了不允许记录检验结果的批量（由其状态决定），

那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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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个影响的信息并且不允许继续这个任务。 

 
 

 
1
2 3  显示检验批量状态 

通过检验批量状态来记录检验批量的处理状态。状态由系统来设置。  

可以在初始屏幕中显示检验批量的处理状态。选择环境　允臼挛袷　莓     
批量状态 。将显示检验批量状态的屏幕。 

在系统状态部分，可以看到已为检验批量设置的状态。为执行检验批量的

结果记录  
任务，必须把计划或物料说明分配给结果记录任务，必须创建结果记录任

务的特性  
记录，同时必须确定样本大小。 

参阅： 

什么是检验批量状态？  

 
 

  处理特性结果 
对处理特性结果来说有不同的功能可用。可以处理下列事务的特性结果： 

· 工序  

· 检验点  

· 销售和分销（SD）中的交货  

 
 

 
1
2 3  记录检验工序的结果 

可以通过下列功能来处理检验批量的单个特性的结果： 

· 记录工序的结果 

用这个任务来输入或更改特性的结果。必须下达执行结果记录任务的

检验     
批量 （状态管理）。 

· 更改工序的结果 

用这个任务来更改已被完成的特性结果。 

· 显示工序的结果 

使用这个任务来显示特性的结果。 

下列部分描述了记录特性结果的过程。更改和显示结果的过程类似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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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过  
程。 

按如下方法来记录工序的特性结果：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结果记录
任务  

 工序  记录。系统显示初始屏幕。 

2. 必须在此处输入检验批量： 

参阅： 

为结果处理任务选择检验批量  

3. 在输入检验批量后，因为在检验工序级别执行结果处理，所以必须输

入工序。  
因此在继续下个工序前必须处理工序的所有特性。为访问检验批量的

检验工序  
的清单，可从菜单条中选择设置 � 检验工序。 

4. 同时必须输入处理模式。选择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或从菜单条中选择设
置   
处理模式来显示所有处理模式的清单。在初始屏幕的下半部分，由系

统输  
入检验名称、检验的开始日期和时间。但是，用户可以更改这些输入。 

 5. 在初始屏幕上作了要求的输入后，选择转到 � 结果数据。 

将显示特性一览屏幕。 

6. 在特性一览屏幕中，显示了各工序可用于处理的所有检验特性。对每

个特性而  
言，状态、评估、短文本、样本大小（将被检验的）、被检验的单个

单位数和  
不合格单位数均被显示。被显示的数据取决于记录视图。 

如欲继续，则有下列两种可能： 

- 通过可用的不同结果记录任务视图，可以在特性一览屏幕上用表格

格  
式来确认通常以汇总格式确认的检验特性。 

- 可以选择想要处理的特性，这将发生在选择特性的特性主屏幕中。 

选择了特性之后，系统访问与将被处理的特性相关的单个屏幕。        

7. 通过检验计划中检验特性的定义来确定特性主屏幕上相关的输入项。

特性    
类别、检验特性的控制标识符，和采样过程都在特性定义中起着重要

作用。 

在特性主屏幕中，涉及结果记录任务的步骤取决于记录格式类型。记

录格式的  
可能格式有： 
汇总的检验结果记录，单个单位结果的处理，或类别的结果记录任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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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在特性主屏幕上已输入所有要求的值，那么就可以 评估检验特

性 。 

可以在单个屏幕和特性一览屏幕中评估特性。从两个屏幕中选择功能 
编辑 �  
评估。 

也可以略过评估步骤，直接转到完成检验特性的任务（步骤9）。当完

成未被评 
估的特性时，系统将自动执行特性的评估。  

  说明  
在评估特性前，需确认已使用可用的结果记录任务的所有功能完整

地处理了 
特性。在用户所做输入的基础上已评估特性后，用户将不能再处理

该特性， 
同时数据字段不再处于等待数据输入的状态。如果想再次处理特

性，那么必 
须明确地把特性设置为处理。可以通过选择处理 � 设置为处理 来
做到这  
一点。 

如果特性评估没有成功，那么系统将在特性错误信息清单中输入说明

或在屏幕  
上显示出错信息。 

9. 在用户已评估特性后，可关闭它。此功能结束特性的处理。可以从单

个屏幕或  
特性一览屏幕中选择功能编辑 � 关闭。 

如果关闭特性时发生了错误，那么系统将在特性错误信息清单中输入

说明或在  
屏幕上显示出错信息。 

10.  在用户关闭特性后，或者用户想在完成处理前离开它，必须保存已经

输入的特  
性结果。 

参阅： 

处理特性结果的重要功能  

处理样本结果  
 

 

 
 

 处理特性结果的重要功能 
在下面部分中，可以了解到结果处理的重要功能，可以从特性一览屏幕和

特性主屏  
幕中访问到这些功能。功能的一览已被细分成下列功能： 

· 处理和导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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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功能  

· 显示功能  
 

 

 
 

 处理和导航功能 
下面的表格包括功能一览，可以用这些功能来处理单个特性结果并在特性、

检验工  
序和检验批量中导航。 

处理和导航功能 

菜单 功能 用此功能来... 

编辑   

 选择/撤销选择所有特性1  选择或取消选择所有特性 

 选择特性1 为处理或结果显示选择一个特性  

 设置为处理  为处理而设置被选择的特性 (状态2) 

转到 � 更改特
性 

  

 第一个特性2 转到第一个特性 

 前一个特性2 转到前一个特性  

 后一个特性 转到下一个特性  

 最后的特性2 转到最后的特性  

结果   

 其它检验批量 输入其它检验批量 

 其它工序 选择其它检验工序 

 下一个工序 1 转到下一个检验工序 

设置   

 更改视图 1 访问不同的结果记录视图 

 激活/撤销激活原始值冻结  激活 /取消激活单个值的表格记录 

 激活/撤销激活缺陷等级  激活 /取消激活缺陷等级的输入项  

 保存设置 保存结果记录的设置 

 

1 仅来自于一览屏幕  
2 仅来自于特性主屏幕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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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选择/取消选择特性 

在特性一览屏幕上，可以 

· 选择或取消选择所有特性 

如果想要为处理选择或设置所有特性，评估或关闭它们，那么这个功

能    
很有用 。如果要选择所有检验特性，那么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 选
择。 

如欲取消选择所有被选择的特性，选择编辑 � 取消所有选择。 

· 选择或取消选择单个特性 

把光标定位在特性上并通过点击鼠标左键来选择或取消选择特性。 

 
 

 
1
2 3  为处理设置特性 

只有当已为处理设置了检验特性状态时，才可以输入数据或计算统计值。

在评估或  
关闭了特性后，不能再处理它，不能在数据字段中输入数据。但是，可以

使用重新  
设置功能来重新设置已评估特性的状态（状态3）或把已关闭特性（状态5）
设置到  
已处理（状态2）。一旦更改了状态，特性的数据输入字段和数据输入区域

将再次  
等待输入。可以更改现有的数据和特性的评估。 

如欲访问此功能，可以从每个屏幕的应用程序工具条中选择编辑 �              
设置为处理。在一览屏幕中可以重新设置所有被选择特性的状态。 

 
 

 
 

 在结果记录任务中记录视图 
可以通过可用的不同结果记录任务视图，在一览屏幕中用表格格式来确认

那些通常  
以汇总格式被确认的检验特性。而原先只能用结果记录功能在单个结果记

录屏幕上  
对汇总的检验结果进行确认。   

当工序的所有检验特性都是相同的类型时，表格形式的记录非常有用，例

如计量值  
或特性属性的确认等。这意味着不必切换屏幕就可以处理相同类型的检验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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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菜单选项设置中，下列记录屏幕（视图）可用： 

· 准则 

· 计量值 

· 属性代码 

· 缺陷单位 

· 缺陷号码 

· 控制指示符 

在一览屏幕中手工评估 
可以在表格式记录屏幕中手工地评估检验特性。 

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的评估规格A1 中设置手工

评估的  
指示符。 

预先设置记录视图 
可以预先设置在读出检验特性后能在结果记录功能中被自动调用的记录视

图。 

记录视图可以被预先设置在： 

· 计划的工序一览屏幕中 

· 检验类型的用户设置中 

如果为检验类型和工序级别上的检验计划预定义了记录视图，那么在检验

计划中定  
义的视图优先。 

 
 

 单个值的表格式记录 
可以通过激活初始值冻结的功能，在特性一览屏幕中使单个值的表格式记

录可用。  
根据预先计划的特性类型，可以以表格格式把单个值记录为计量值、属性

代码或接  
受/拒收决策 （正确或不正确） 。 

可以为初始值冻结保存设置，所以当再次调用结果记录功能时，单个值的

表格式记  
录将自动处于活动状态。为保存设置，选择设置 � 保存设置。 

 
 

 激活或取消激活缺陷等级的输入 
如果特性被拒收，可以让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把缺陷等级

分配给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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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择设置　毕莸燃洞蚩　蛉毕莸燃豆乇眨　醇せ罨蛉∠　せ钣美词淙

肴毕莸�  
级的对话框。通过选择这些功能之一，将使系统做出下列反应：  

· 在已激活了缺陷等级后，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一个缺

陷等级被  
作为建议值显示。可以接受或改写此建议值。 

· 在取消激活缺陷等级后，将自动把缺陷等级的建议值分配给特性；系

统不显示  
对话框。 

如果在计划中为某个特性指定了来源于缺陷目录（目录类型9）的缺陷代码

确认，那 
么系统将根据预定义的缺陷代码选择缺陷等级。如果没有定义缺陷等级，

那么将使  
用存储在工厂设置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的标准缺陷等级。 

可以保存已输入的缺陷等级的设置，因此当再次调用结果记录功能，被选

择的设置  
将自动处于活动状态。为保存设置，可选择设置 � 保存设置。 

 
 

 维护功能 
维护功能 
下表包括了可用来记录单个特性数据的功能一览。 

维护功能 

菜单 功能 With this function you... 

编辑   

 强制关闭  强制那些不能被正常关闭的检验特性被关

闭 

 创建附加特性  创建一个未被计划的特性 

 批量的序列号 为检验批量维护序列号 (为要求序列号的

物料) 

 缺陷  记录特性、工序或检验批量的缺陷 

 确认作业  确认用来记录质量相关成本的作业 

   

 日期和时间  为特性/类别/单个值输入日期和检验时间

 检验描述  把短文本和长文本作为检验描述输入 

 目录  确认被分配目录的代码 

 计算公式  使用计算帮助特性来评估可计算的特性。

附加的 � 统计
值 功能

缺陷份额 1 在特性中计算缺陷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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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功能 

 

1 仅在特性主屏幕中 

说明  
可以为来自于一览屏幕和可用功能的特性主屏幕中的每个特性，每

个    
单个值，或每个类别进行各自的输入。 

如果正处在一览屏幕中，那么在访问功能前必须先选择希望的特

性。根据记 
录格式，可以在特性主屏幕中，为特性（汇总的记录）、单个值（单

个值的  
记录）或类别（以类别记录）输入值。为了输入单个单位或类别的

值，在访 
问功能前必须选择希望的对象（单个单位或类别）。如果想记录单

个单位检 
验的日期和时间，那么必须先选择希望的单个单位，然后访问用来

输入日期 
和时间的功能。 

参阅： 

检验目录  

缺陷记录  

使用可计算特性  

 
 

1
2 3  确认目录 

如果在检验计划中定义目录的确认，那么可以显示被分配的目录输入项并

确认当前  
记录层次的代码（特性，单个单位）。 

为了访问该功能，可以从菜单条中选择附加 � 目录。 

系统显示包含被分配的目录类型、选择集和/或代码组的屏幕。为了访问来

源于选择  
集或代码组的代码清单，可以在代码字段中输入*或从工具栏中选择清单按

钮。可以  
在清单中选择想要确认的代码。 

参阅： 

检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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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输入日期和时间 

用户可以为每个特性、每个被检验的单位或每个类别输入检验者、检验日

期和检验  
时间的各个值。为了访问该功能，可以选择额外 � 日期和检验时间。 

在访问了此功能后，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可以在此对话框中改写检验

者姓名、 
开始和结束日期以及开始/结束时间。系统已把值从初始屏幕中复制到对话

框中。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输入检验描述 

如果为特性设置了要求文档的指示符或者如果在评估期间特性被拒收时要

求文档，  
那么必须输入检验描述。当关闭特性时，系统检查是否需要文档。 

参阅： 

维护控制指示符  

关闭结果处理  

根据记录格式，可以把为每个特性、单个单位或类别维护短文本和/或长文

本作为检  
验描述 。 

1. 从菜单条中选择额外  检验描述  短文本 来输入短文本。系统显示  
用来输入短文本的对话框。 

2. 为了输入检验描述的附加文本，从对话框中调用长文本功能。 

系统访问长文本处理的屏幕。并把短文本复制为长文本的第一行。 

3. 保存已输入的长文本。系统将返回到对话框。 

4. 选择继续来离开对话框和重新回到结果处理。 

选择额外 � 检验描述 � 长文本，来从一览屏幕或特性主屏幕中访问长  
文本处理。 

 
 

 
1
2 3  计算缺陷份额 

对每个特性而言，可以统计性地估计不合格单位份额。计算时要考虑到初

始值分布  
类型。通过描述分布模型的参数来估计计划特性的份额。一些质量记分程

序使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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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缺陷份额来计算质量记分。 

在标准QM模块中，为计算缺陷份额而提供了特性值的下列统计分布的功能

模块： 

· 正态分布 

 这种分布类型仅适用于至少有一个被确认了计量值的允差范围的特

性。  

· 二项分布 

 这种分布类型适用于那些已确认了不合格单位数的定性特性。 

· 泊松分布 

 这种分布类型仅用于那些要求确认其缺陷数量的定性特性。 

为了从特性主屏幕中访问这些估计功能，可以从应用程序工具栏中选择计
算份额或  
从菜单条中选择额外　臣乒δ� � 计算份额。 

系统产生已执行特性份额估计的信息，并在对话框中显示检验特性的概述。

系统在  
对话框的份额字段中显示缺陷份额。如果特性有允差极限或单值记录，那

么在高于  
份额或低于份额字段中显示高于和/ 或低于允差极限的值的份额。 

当评估或关闭特性时，将自动执行份额评估。 

参阅： 

关闭检验特性  

评估检验特性  

 
 

 
1
2 3  特性的强制关闭 

通过强制关闭功能，可以对那些在正常过程下不能被关闭的检验特性进行

强制关闭  
和评估。例如，如果没有完整地记录特性的检验结果，那么可以要求检验

特性被强  
制关闭。 

也可以通过该功能来接受或关闭那些没有确认检验结果的检验特性。 

选择编辑 � 强制关闭来访问该功能。系统将显示一个用来输入特性评估

的对话框。 

说明  
为了能执行此功能，需要有下列权限： 

· 检验特性的评估或关闭 

· 要求确认的未清特性的检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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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性结果记录中通过指示符来记录检验特性的强制性关闭。 

 
 

 
1
2 3  创建未计划的特性 

为了记录检验结果，即使检验批量已被下达，也许仍需要对结果记录的其

它特性做  
出许可。在结果记录期间，可以为未被包括在计划中的检验批量创建附加

的检验特  
性。也可以为这些附加的检验特性输入检验结果。 

已被充分维护的主检验特性将被作为定义附加检验特性的基础。 

为了创建附加特性，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1. 从菜单条中选择编辑　唇ǜ 郊犹匦岳吹饔酶孟罟δ堋Ｏ低诚允居美囱

≡裰�  
检验特性的对话框。 

2. 输入主检验特性或调用主检验特性清单并从中选择一个。把主检验特

性的设置  
复制到未计划的特性中。 . 

3. 输入主检验特性后，选择继续。系统发出正把号码分配给检验特性的

信息。未  
计划特性的初始特性号码由系统管理员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维护。 

现在可以象已计划的特性那样处理新的特性。 

  说明  
如果在主检验特性中未设置采样过程的指示符，那么可以使用在工

厂级别的 
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预定义的采样过程。如果在这个级别上没有预

定义采样 
过程，那么特性将执行一个100％的检验 。 

 
 

 
1
2 3  计算和显示公式 

可以从其它特性的输入和结果（计算输入特性）中自动计算特性的计量值

（可计算  
的特性）。 

在计划特性中存储被选择的公式。可以在这个公式中使用标准数学功能和

下列操作  
数： 

· 数字常量 

· 相同工序中其它特性的输入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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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模块 

当评估特性时，在结果记录任务中计算公式。 

在特性评估前，通过从主菜单条中选择菜额外　扑憷醇扑愎　健�  

如果在公式中使用其它特性的值，那么在可以计算公式前必须已评估了这

些计算输  
入特性。 

选择额外 � 显示公式.来显示公式。然后在对话框中显示公式的结果。 

参阅： 

如何使用可计算特性的范例  

 
 

 如何使用可计算特性的范例 
可以通过计算空瓶的重量和装满水的瓶的重量来确定某个瓶的容量。两个

重量的测  
量值是输入特性，容量是可计算的特性。 

 
 

 
 

 显示功能 
显示功能 
下表包括了在一览屏幕和/或特性主屏幕中可用显示功能的一览。 

显示功能 

菜单 功能 用这个功能... 

   

编辑 作业一览 显示被确认作业的一览 

编辑t → 
图表 

控制图表 为SPC 特性调用控制图表 

 直方图  调用直方图 

编辑 → 
缺陷 

缺陷结构  显示所有被确认缺陷的一览  

转到 特性单独屏幕  显示特性的一览 

额外   

 特性错误 日志  在评估或关闭后，显示特性的错误记录 

额外 定性额外 2 显示特性的定性额外的单个一览屏幕  

 定量额外 2 显示特性的定量额外的单个一览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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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条件特性  显示控制特性的条件特性 

 显示公式  显示设计可计算特性的公式 

 更改历史  显示特性的更改凭证  

   

环境 显示主数据和事务数据  显示各种主数据和事务数据  

 

1 仅来自一览屏幕  
2 仅来自特性主屏幕 

参阅： 

缺陷记录  

质量相关成本  

使用可计算特性  

 
 

 显示检验结果的直方图 

总述 
直方图是以条形图来表现频率分布的图形表示。它提供了数据记录的简单

化显示。  
在直方图中，可以看到样本的典型值和极值，同时可以评估分布的位置、

散布宽度  
和格式。 

直方图中包括下列数据： 

· 有“有效”属性的样本的所有结果 

· 下限和上限 

· 目标值 

调用直方图的先决条件 
通过记录和显示特性结果的功能来调用直方图，必须确认下列条件已被满

足： 

· 支持计量值的确认 

· 已记录样本的单个结果或类别结果 

直方图的类别边界 
通过使所有类别都具有相同宽度的方式来选择直方图的类别边界。每个类

别包括那  
些大于或等于下限并且小于上限的值。（最高的类别除外，它同时包括上

界值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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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值） 

考虑到类别边界，必须对下列两种情况进行区分。 

 · 如果已经以类别格式记录了结果，那么将在直方图中使用这个类别范

围。最低  
和最高类别的类别宽度将用其它类别的标准宽度来替代。因为经常会

曲解具有  
不同类别宽度的直方图，所以要考虑把出错情况显示出来。在图形中

取消那些  
类别范围的上下边界中不被使用的类别。  

· 如果特性没有类别宽度，那么将在当前值的基础上产生合适的类别宽

度。系统  
运用下列公式来计算初步的类别宽度： 

I = (x-max - x-min) / (2n)**1/3 

此公式中， I = 类别宽度， n = 有效值个数， x-max = 最大的有效

值         
x-min = 最小的有效值。 

四舍五入类别宽度，把类别的边界下限调整为新的类别宽度的倍数。

结果是，  
类别个数可能发生变化。通过可以显示特性的下限值、上限值和目标

值的方式  
来扩展类别范围。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显示缺陷结构 

如果缺陷被记录，可以通过选择编辑　毕莓缺陷结构来显示缺陷结构。系

统显示  
包含下列信息的对话框： 

· 缺陷清单（如果记录了检验批量的缺陷） 

· 指出在何处确认了缺陷的层次树型结构（如果记录了检验工序或检验

特性的缺  
陷）；可以细分树型结构中的结点来显示附加信息 

 
 

 
1
2 3  显示特性的一览屏幕 

取决于记录格式和特性类别，只在特性主屏幕中显示最重要的数据，如果

想了解特  
性的更多信息，那么可以访问具有特性的定性和/或定量数据的一览屏幕或

明细屏幕  
。可以通过下列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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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单个值记录而言，从特性一览屏幕或特性主屏幕选择转到 � 特性一
览。 

· 对汇总记录而言，从下列各项中选择： 

- 特性一览屏幕 转到 � 特性一览。 

- 特性主屏幕 额外 � 定性附加输入项或定量附加输入项 

用户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访问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有关特性的数

据被以压  
缩的方式显示。中间的数据块包括关于样本大小、（将被检验）被检验的

单个单位  
数量、缺陷数或不合格单位数量的数据。 

对具有计量值记录的定量特性而言，下部数据块显示下列附加统计值： 

 · 最大值（最大），样本中的最大有效值 

· 平均值（平均值） 

· 标准偏差 

· 最小值（最小），样本中的最小有效值 

由系统确定单个值记录的统计值；可以用手工方式输入汇总的记录。 

对于有允差下限和/或允差上限的定量特性而言，也显示以下值：  

· 低于/高于数量：被检验的单个单位中低于和/或高于允差范围的数量  

· 低于/高于份额：估计的低于或高于允差范围的份额 

在特性一览屏幕中可以评估或关闭特性。 

 
 

 
1
2 3  显示特性错误信息清单 

如果在特性评估或关闭中发生了错误，那么系统将发出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或者在特  
性错误信息清单中显示相应的错误说明。 

如果已在一览屏幕中评估了特性，那么将在对话框中显示评估未成功的信

息。    
选择继续来访问特性错误信息清单。在错误信息清单中，可以了解到评估

不成  
功的原因。 

特性错误信息清单将一直有效，直到用户离开该项任务或再次评估和/或关

闭特性。 

如果在单个屏幕上评估特性，那么系统将在对话框中通知评估不能执行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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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显示条件特性 

可以通过标记控制特性和选择额外 � 显示条件特性来显示控制特性的条

件特性。 

可以在检验特性中通过相应的控制指示符来定义条件特性。可以在接受或

拒收控制  
特性时，指定是否检查检验特性。在同一个工序中，控制特性是优先的、

必需的特  
性。 

 
 

  更改历史 
为了记录对已输入的结果所做的更改，可以为某一个检验特性处理更改凭

证。 

为了处理更改凭证，检验特性必须满足下列准则：  

· 必须在特性中为结果记录任务设置了更改凭证的控制指示符。 

· 必须已经完全关闭和保存了检验特性的结果记录任务；然后为处理重

新设置检  
验特性。 

选择额外 � 更改历史 来显示更改历史。 

更改凭证包括下列数据： 

· 上次更改者 

· 被更改的字段 

· 更改时间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跟踪在批量中对检验特性所做的所有更改。 

为特性和样本记录更改凭证。然而，由于可以通过属性指示符来记录对单

个值的更  
改，所以将不保存单个值的凭证。 

  

 
 

 
1
2 3  显示主数据和事务数据 

在结果记录任务中可以访问主数据、事务数据和附加明细信息。 

主数据 
从特性主屏幕或特性一览屏幕中，选择环境 � 显示主记录数据 并选择想

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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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下列对象之一： 

· 物料 

· 检验计划/说明 

· 检验计划特性/说明 

· 检验方法 

· 主检验特性 

· 采样过程 

· 生产资源和工具（PRT）一览表 

事务数据 
从特性主屏幕或特性一览屏幕中，选择环境 � 显示主数据并选择  
想要显示的下列对象之一： 

· 检验批量 

· 批量状态 

· 检验点（检验点的结果记录任务中） 

· 部分批量（SD中交货的结果记录任务中） 

其他数据 
除主数据和事务数据外，也可以显示下列信息： 

· 下列事物的长文本： 

- 检验批量 

- 特性 

- 检验方法 

· 评估参数 

· 生产资源和工具一览表 

可以显示预先被计划的生产资源和工具的清单。在此清单中，可以调

用生产资  
源或工具的明细信息。如果PRT由凭证组成，那么可以执行连接到凭

证上的应  
用程序（例如，在PC上用来显示一幅画的图形程序）。如果明确地分

配了  
PRT，那么显示清单时将自动执行被连接的应用程序。 

 
 

  记录格式 
QM模块有许多可以用来记录检验结果的不同记录格式。使用何种记录格式

取决于记 
录格式是否满足为记录检验数据而建立的要求。例如，想为每个被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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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单位  
输入检验结果，或者仅记录汇总的值，如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就已足够。

检验计划  
中的控制指示符确定了检验特性的记录格式。 

记录格式（在检验计划中通过指示符来定义它）确定了在特性主屏幕上要

求作何种  
结果记录的输入。支持下列记录格式： 

· 单个值  

· 类别结果  

· 汇总统计值  

也可以在几个部分样本中记录特性的结果。根据计划中对检验特性的定义、

特性类  
别、检验特性的控制指示符和采样过程来记录值；例如定量特性的计量值，

有选择  
集的特性的属性代码，或仅仅合格评估或不合格评估。 

 
 

 
1
2 3  记录汇总统计值 

结果处理的下列类型可用于记录汇总统计值： 

· 接受或拒收决策  

· 缺陷数的确认  

· 不合格单位数的确认  

· 特性属性的 编码确认  

· 定量确认  

 

参阅： 

记录单个值  

记录分类结果  

 
 

 接受或拒收决策 
对属性结果记录而言，当只想接受或拒收一个特性的手工决策时，可以在

结果部分  
的被检验字段中输入检验特性的被检验的单个单位号码或者输入部分样

本。在  
不合格单位字段中的不合格单位数量的输入是可选的。用户输入的不合格

单位数量  
可以被用作分析或报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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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关闭检验特性时，必须确定是否接受或拒收特性，如果确定拒收特

性，那么  
假如用户没有取消激活这项功能，就必须输入缺陷等级。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定量确认 
对于具有单侧或双侧允差范围，已定义汇总定量确认的定量检验特性，用

户可以在  
下列字段中输入值： 

· 被检验： 被检验的单个单位数量 

      高于数量和/或低于数量：处在允差范围之外，高于和/或低于允差范围

的被检  
验的单个单位数。在用户输入值并选择ENTER后，系统从允差范围之外

的被检  
验的单个单位数确定不合格单位数。 并在不合格字段中显示不合格单

位数量。 

· s:  有效计量值的标准偏差 

· 平均值:  有效计量值的均值 

当系统检查是否满足允差说明时，将不要求用户输入标准偏差，因此不显

示S字段。 

对没有允差极限的定量检验特性而言，应在不合格字段中输入不合格单位

数量。系  
统不显示字段高于数量和低于数量。 

如果没有为有单侧或双侧允差范围极限的定量检验特性定义定量确认，那

么只要输  
入高于或低于允差范围的单个单位数量。 

参阅： 

评估过程  

 
 

 
1
2 3  记录单个值 

当输入单个值时，可以处理结果的下列值： 

· 缺陷数 的确认 

· 不合格单位数 的确认 

· 特性属性 的编码确认 

· 计量值 确认 

怎样处理单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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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屏幕底部的数据输入区，在单个值屏幕的下半部分中输入单个值。当

已在数据  
输入区中输入了值后，选择ENTER。系统把单个值放在单个值清单的尾部，

并在  
被检验和不合格字段中更新数据。在单个值清单中，最近输入的值总是被

显示在屏  
幕上。 

如欲在清单中更改单个值，可以把光标移到值上或者标记值并通过双击鼠

标左键来  
选择（或选择编辑  选择）。 

单个值又一次被放置到数据输入区，可以在那里更改它。 

如果想删除单个值，可以把光标定位在值上或标记它，然后选择删除。 

说明  
只要还没有保存值或者还未把值写到数据库中，就可以删除单个

值。可以用 
属性“无效”来标记值使该值再也不能被删除。 

参阅： 

单个值的表格式记录  

记录单个值的重要字段 
对单个值的记录而言，下列两个字段非常重要： 

· 属性 

如欲指出单个值无效，那么在属性列中（屏幕区单个值）进行输入。

当指出一  
个单个值无效时（通过输入I），为了保持要求的样本大小，必须记录

附加单个  
值。 

系统仅从有效单个值结果中计算统计值，例如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 序列号 

通过在数据输入区的序列号列中输入号码，可以对将被检验的单位（不

赞成系  
统分配号码）进行外部编号。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把单独的检验结果分

配给将被  
检验的特定单位。用户定义序列号分配： 

- 在检验计划表头 

- 在要求序列号的物料的物料主记录中使用序列号概要 

参阅： 

记录汇总统计  

记录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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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陷数量 
为了按缺陷数量记录属性单个值，可以在单个值部分的缺陷列中为每个将

被检验的  
单位输入缺陷号。在拒收的情况下，也必须输入缺陷等级。系统更新被检
验和    
不合格字段中的值。 

对每个检验计划特性而言，可以定义被检验的样本大小（在被检验字段中）

能在多  
大程度上偏离预定义的样本大小（在检验字段中）。当关闭检验特性或部

分样本时  
，系统检查保持样本范围的条件是否已满足。 

 
  

 
 

 不合格单位的数量 
为了按不合格单位数量来记录属性单个值，可以在单个值部分的评估列中

为将被检  
验的单位输入评估（接受或拒收）。在拒收的情况下，也必须输入缺陷等

级。系统  
更新被检验和不合格字段中的值。 

对每个检验计划特性而言，可以定义被检验的样本大小（在被检验字段中）

能在    
多大程度上偏离预定义的样本大小（在检验字段中）。当关闭检验特性或

部分样  
本时，系统检验保持样本范围的条件是否已满足。  

 
 

 编码的特性属性 
如果在检验计划中把选择集分配给特性，那么可以为单个单位确认编码的    
特性属性。 

可以直接输入属性代码。当输入一个代码或从清单中选择一个代码时，将

从代码中  
复制单个值的评估和缺陷等级。 

但是，如果用户不知道被分配选择集的预定义代码，那么可以通过可能输

入帮助功  
能来访问具有代码组和选择集设置的属性代码的选择清单。从这个清单中，

可以为  
单个值选择代码并回到记录屏幕。代码和有短文本的相应代码组将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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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量值 
可以为将被检验的单个值输入计量值。系统通过在评估列中输入A（被接受）

来评估 
那些在允差范围之内的计量值。通过上限值和下限值来限制允差范围（屏

幕说明部  
分）。用R（被拒收）来评估那些允差范围之外的计量值。如果某计量值被

拒收，那  
么系统在DC列中输入缺陷等级。缺陷等级来自于计划中预定义的缺陷代

码。 

输入计量值后，系统更新字段被检验，不合格，高于数量，低于数量中的

值和    
平均 值。 

如果没有为具有单侧或双侧允差范围的检验特性计划计量值的确认，那么

仅为每个  
单个单位确认评估（合格/不合格）。在输入每个单个单位的评估后，系统

更新字段  
被检验和不合格中的值。 

计算统计阶段 
为计算附加统计值，例如标准偏差和最大、最小的有效计量值，可以在菜

单条中选  
择额外　臣乒δ墚计算统计时刻。系统将访问特性的一览屏幕，在该屏幕

中显示 
了已计算的统计值（参看屏幕结果部分）。当评估或关闭特性或部分样本

时，将自  
动执行计算功能。 

偏置量和因子 
如欲简化计量值记录的数据输入，可以定义添加的偏移常量（偏置量）。 

为此，选择选项  偏置量和因子。 

系统显示用来输入偏置量和因子值的对话框。如果在偏置量字段中输入*，
那么将在 
这个字段中存放特性的目标值。 

范例
 

偏置量和因子的目的是为了简化数据输入。例如，为确认200.345
和  
200.299的计量值，输入200的偏置值同时确认计量值为0.345和
0.299，位 
置和数值转变只影响特性值在屏幕上的显示。系统内部保存和绝对

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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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记录分类结果 

通过类别来记录检验结果，能使用户减少记录结果的劳动量和为维护结果

所需要的  
保存次数。不必再为每个检验单个单位记录和存储各自的结果。QM模块支

持两种  
类型的分类结果记录 ： 

· 有双侧允差极限并为之确认了计量值的特性的定量类别 

· 已确认了属性代码的特性的定性类别 

参阅： 

记录汇总统计  

记录单个值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定量类别 
系统通过检验计划中的预定义值，为结果记录计算每个类别的类别  
上限（类别上限）和类别下限（分类下限）。在检验计划中预定义了下列

数据： 

· 类别数量 

· 类别宽度 

· 类别中点 

除了类别数量的预定义之外，系统也创建上下限边界类别。通过在工厂层

次设置的  
选项，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控制两个边际类别的创建。可以定义真实性

限定是应  
该适用于边界类别还是不应对这些分类进行限制。 

如欲用定量类别来记录结果，那在数量列中（在屏幕区确认类别）输入检

验单个单  
位的数量。这些单个单位的测量值处在为每个类别而定义的相应值范围内。

处在允  
差极限之外的类别被评估为R（拒收），处在允差极限之内的类别被评估为

A（接  
受）。输入数量后选择Enter，系统使用：     

· 所有类别中的数量总计来确定检验字段中的被检验样本大小 

· 具有评估值R的所有类别中的数量总计来确定在不合格字段中的不合

格单位数。  

· 处于允差下限之外的所有类别中的数量总计来确定低于数量字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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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处于允差上限之外的所有类别中的数量总计来确定高于数量字段中的

值。  

· 类别中的数量和类别中点法来确定特性和/或部分样本的平均值。  

 
 

 定性类别 
为了确认定性类别的检验结果，必须把选择集分配给检验计划中的特性。

选择集的  
每个代码均对应于一个类别。从选择集代码中把评估和缺陷等级复制到适

当的类别  
中。 

为了在定性类别中记录结果，在数量列中(在屏幕区确认类别)输入相应于每

个给定代 
码的单个单位的数量。当在输入每一项后选择ENTER，系统将使用：   

· 所有类别中的数量总计在被检验的字段中记录检验样本的大小。  

· 具有评估值R的所有类别中的数量总计来确定不合格字段中的数量。  

 
 

  处理样本结果 
如果在分配给特性的采样过程中计划了部分样本的使用，那么不仅可以为

特性也可  
为样本记录结果。 

当在采样过程中为独立的多次采样设置了指示符时，应当在采样过程中为

独立的多  
次采样定义一个附加评估规则。当已定义了其它评估规则时，可以为单独

的样本记  
录检验结果，然后评估每个样本。另外，在采样过程中定义部分样本的号

码。 

通过下列功能，可以为一个检验批量的单独部分样本处理结果： 

· 记录样本结果 

使用该任务来创建或更改样本的结果。必须为结果记录下达检验批量。 

· 更改样本结果 

通过该任务来更改已被关闭的样本的结果（状态5）。 

· 显示样本结果 

通过该任务来显示检验批量的样本结果。 

为了访问这些任务，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质量管理  质
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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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记录  样本结果  记录、更改或显示。 

参阅： 

创建采样过程  

 

基于特性的结果记录的样本结果 
对于具有部分样本的特性而言，用户可以使用特性基础上的结果记录任务

来记录样  
本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导航以特性为基础。这表明了当用户切换到下一

个特性时  
，系统总是为处理而提供下一个特性的第一个样本。 

对于样本基础上的结果记录而言，导航以样本为基础。这表明当用户切换

到下一个  
特性时，系统总是为处理而提供下一个特性的当前样本。 

样本基础上的结果记录对于生产期间的检验而言是理想化的。用户可以为

指定的特  
性按指定的时间间隔来记录结果。例如，只有特性10、30和50应被检验且

应为样  
本记录结果。 

图示: 特性基础和样本基础上的导航  

 

参阅： 

记录样本结果  

记录检验工序的结果  

 
 

 特性基础和样本基础上的导航 
本图阐明了特性基础上的导航和样本基础上的导航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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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性基础上的记录而言

 
 

 

 
1
2 3  记录样本结果 

记录样本结果的步骤对应于处理特性结果的步骤，在 记录检验工序的结果

中描述  
了这些步骤。 

在记录样本结果任务的初始屏幕中，只有一个供用户输入样本号码的附加

字段。如  
果未在样本号码字段中输入一个号码，则系统从起始值的参数中确定下一

个样本号  
码并确定样本号码的增量。可以用工厂预制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序来维护这

些参数。 

在从特性一览屏幕中选择了一个特性后，将访问特性的第一个样本的单独

屏幕。这  
个屏幕包括两种不同的样本号码： 

· 在样本号码字段中，表明当前部分批量的号码 

· 在部分样本字段中，已为检验特性创建的部分样本数量 

处理样本结果的重要功能 
用户用于处理、导航、维护和显示样本结果的功能同用于处理特性结果的

功能    
相同。在 处理特性结果的重要功能中可以找到有关这些功能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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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附加功能被用于处理样本结果： 

· 访问下一个样本  

· 显示样本一览  

 
 

1
2 3  访问下一个样本 

通过在样本的单独屏幕中可用的下一个样本功能就可以访问下一个样本，

而且可以  
导航到检验的所有其他样本处。 

另外，当用户到达为特性创建的最后一个部分批量时，可以用下一个样本
功能来为  
该特性创建一个新的部分样本。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来询问用户是否想创

建一个新  
的部分样本。系统将为新样本号码建议一个值，这个值就是最后部分批量

的号码加  
上增量。用户可以更改系统建议的号码。如果想创建一个新样本，则选择

继续。 

 
 

 
1
2 3  显示样本一览 

通过这项功能来显示一个特性的所有部分样本的一览。从特性一览屏幕或

从样本的  
单独屏幕中选择转到  样本一览来访问此功能。 

系统显示一个具有样本一览的对话框。 

上部数据块包括被创建的部分样本数和有效的部分样本数。样本在下列情

况下被作  
为一个有效部分样本计算 

· 已被处理 

· 在属性（Att） 列中未被标记为无效。 

在标题为部分样本的下部数据块中，为一个特性创建的所有部分样本和它

们的状 
态、评估、属性、样本大小（将被检验）、已检验的单位及不合格单位一

同被显 
示。 

功能 
在样本一览屏幕中，可以调用下列功能： 

· 可以在评估的单独屏幕中选择单独样本来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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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评估单个或所有被选择的样本 

· 可以关闭单个或所有被选择的样本 

参阅： 

评估部分样本  

关闭部分样本  

 
 

1
2 3  记录检验点的结果 

可以使用下列功能来编辑单个检验点的结果： 

· 记录检验点的结果记录 

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来增加或更改特性结果。这个检验批量必须已为结

果记录而  
下达（状态管理）。 

· 更改检验点的结果 

这个功能被用于更改已被完成的特性的结果。 

· 显示检验点的结果 

用这个功能来显示一个检验批量的特性结果。 

过程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 结果 � 为检验点 �  
<记录、更改或显示>来调用可用于检验点结果的功能。 

编辑检验点结果的过程基本上和编辑工序结果的过程相同。 

在初始屏幕中，用户也必须输入对检验点的描述。 

然后如同 记录工序结果 所描述的那样记录结果。 

当用户关闭结果记录（工序中所有被检验的特性必须被关闭）并保存时，

只要以前  
没有输入检验点的任何确认数据，就会自动出现一个对话框来确认检验点

数据。 

用于处理检验点结果的重要功能 
对于处理检验点的结果和处理工序的结果而言，有相同的处理、导航、维

护和显示  
功能可用。可以在 处理特性结果的重要功能 中找到有关这些功能的详细

描述。 

另外，还有用于确定检验点数据的功能。在此功能内可以执行检验点的评

估而且必  
要的话，还可执行部分批量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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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为SD中的交货记录结果 

可以使用下列功能来处理SD中一次交货的结果： 

· 记录SD中交货的结果 

可以用此功能来增加或更改特性结果。检验批量必须已为结果记录而

下达（在  
状态管理中）。 

· 更改SD中交货的结果 

这个功能被用于更改已被完成的特性的结果。 

· 显示结果 

过程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 结果 � 为SD中的交货 
�  
<记录、更改或显示 > 来调用为SD中的交货记录结果的功能。 

编辑检验点结果的过程基本上和编辑工序结果的过程相同。 

在记录功能的初始屏幕中，也必须输入一个部分批量。 

然后如同 记录工序结果 中所描述的那样记录结果。 

在SD中处理交货结果的重要功能 
对于处理SD中的交货结果和处理工序结果而言，有相同的处理、导航、维

护和显示 
功能可用 。可以在 处理特性结果的重要功能 中找到有关这些功能的详细

说明。 

另外，可以通过从菜单条中选择转到 � 部分批量数据来调用显示部分批

量数据的  
功能。 

参阅： 

销售和分销中的质量管理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评估 
当评估一个检验特性或一个部分样本时，用户应确定预定义的质量要求是

否必须被  
满足。评估的结果提供了做出使用决策的依据，并且它们被用于未来检验

的样本范  
围的自动确定。一个成功的评估是关闭一个特性或一个部分样本的重要先

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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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评估过程  

评估检验特性  

评估部分样本  

评估附属特性  

 
 

 
1
2 3  评估检验特性 

当用户记录特性的结果时，用于评估特性的功能被包含在特性一览屏幕和

特性主屏  
幕中。 

过程 
选择编辑　拦览捶梦收飧鋈挝瘛１谎≡竦奶匦栽诘ザ榔聊恢斜黄拦馈Ｔ谝

焕榔聊�  
中，所有特性均被评估。如果未选择任何特性，则系统访问光标位置所在

的特性。  
当关闭一个未被评估的特性时，将自动访问评估功能。 

说明  
当用户试图关闭一个未被评估的特性时，系统自动调用评估功能。

因此，用 
户可以略过评估步骤而通过关闭特性来直接进入此功能。 

如果评估成功，则特性的状态被设置为“已评估”（状态3）。评估的结果

被显示在 
单独屏幕的评估 字段中和特性一览屏幕的评估列中。 

结果 
评估包括被用于做出使用决策的检验结果。 

可能值 

值 描述 

 无评估 

  A 接受 

  R 拒收 

  F 评估不成功 

 

一般来说，当预定义的质量要求被满足时，一个特性被接受；如果不是这

种情况，  
则特性被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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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一个特性评估后，用户不能再在数据字段中输入值。如果想要更改或

增加一个  
已被评估的特性的检验结果，则必须重新设置状态以使特性可被再次处理。

选择    
编辑  设置为处理来做到这一点。 

拒收特性 
当拒收一个特性时，必须在一个对话框中输入特性的 缺陷等级 。 

缺陷可被分成三类：例如，关键缺陷、主要缺陷和次要缺陷。 

可以通过选择设置　允救毕莸燃痘蚬乇杖毕莸燃独慈∠　せ罨蛟俅渭せ钣

糜谑淙�  
缺陷等级的对话框。选择这些功能中的一个，而系统将做如下反应： 

· 在激活缺陷等级后，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一个缺陷等

级被作为  
建议值显示。用户可以接受或改写此建议值。 

· 在取消对缺陷等级的激活后，缺陷等级的建议值被自动分配给特性；

系统不显  
示对话框。 

如果在某些特性的计划中指定了来自缺陷目录（目录类型9）的缺陷代码的

确认，则  
系统根据预定义的缺陷代码来选择缺陷等级。如果没有预定义任何缺陷等

级，则系  
统使用在工厂设置中被存储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内的标准缺陷等级。 

可以保存对缺陷等级输入的自己的设置，因此当用户再次调用结果记录功

能时，被  
选择的设置将被自动激活。选择设置 � 保存设置来保存设置。 

特性的缺陷等级被一些过程用于确定检验批量的质量记分 。 

如果在评估中一个特性被拒收，那么假如满足特定条件，系统就会自动创

建一个缺  
陷记录。 

参阅： 

自动产生缺陷记录  

分配代码组或选择集  

重新计算质量记分  

 

不成功的评估 
如果预定义的评估过程不能做出一个接受或拒收决策，则评估不成功。一

个不成功  
评估，也就是不能做出一个接受或拒收决策的最常见的原因是评估所需的

检验结果  
被部分或完全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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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特性的评估不成功（F）时，系统将显示一条信息（当用户在特性主

屏  
幕中评估时）或在特性错误信息清单中输入一条说明（当用户在特性一览

屏幕  
中评估时）。 

如果已在一览屏幕中评估了一个特性，那么有关评估不成功的信息将被显

示在一个  
对话框中。选择继续来访问特性错误信息清单。用户可从特性错误信息清

单中确定  
评估为什么不成功。 

参阅： 

显示特性错误信息清单  

手工评估 
如果在计划中没有为特性定义采样过程，或定义了手工评估的采样过程，

则用户必  
须手工评估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当用户从主屏幕或一览屏幕中选择评估
后，系统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系统显示了用户需要评估的特性。 

如果用户想要在一览屏幕中评估一道工序的所有特性而其中一些特性必须

被手工评  
估，则系统发送一条信息来通知用户一些特性的评估由于出错而被中止。

特性错误  
信息清单中的说明会告诉用户必须手工评估这些特性。 

评估可计算的特性 
在评估期间可计算的特性被自动评估。 

可以通过从菜单条中选择额外 � 计算公式来在评估前 计算公式。 

计算缺陷份额 
当评估一个特性时，特性的缺陷份额被自动计算。特性的缺陷份额被一些

质量记分  
过程用于计算质量记分。 

在评估一个特性前，可以手工访问 计算缺陷份额 的功能，可以通过选择

额外   
统计功能  计算份额来做到这一点。 

参阅： 

处理特性结果的重要功能  

评估过程  

关闭结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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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过程 
通过一个评估规则来将评估类型存储在评估模式中。在QM模块中可以使用

不同的评 
估规则来评估一个检验特性。在特性类别和计划中分配给检验特性的采样

过程的基  
础上定义评估规则。 

考虑到本文档的目的，评估过程被描述为同检验结果相关。 

在QM模块中有下列评估过程可用： 

· 手工评估  

· 用代码评估  

· 按照不合格单位数或缺陷数的 属性检验 的单个采样计划 

· 具有单边或双边允差范围极限的 不定检验 的单个采样计划 

· 根据允差说明 检查均值的检验 

· 使用控制图表的活动极限来评估；参阅 用控制图表评估样本  

参阅： 

维护采样过程  

记录格式  

 
 

 手工评估 
在检验计划中存在分配有手工评估的采样过程或未被分配任何采样过程的

特性。通  
常由质量检验部门中的一个员工来评估这些特性。 

这个员工在一个对话框中输入特性评估。系统将表示该特性已被“评估”。 

 
 

 用代码评估 
在检验计划中可以将具有代码评估的采样过程分配给具有选择集和汇总记

录的定性  
特性。当确认该特性的属性时，系统通过复制在检验目录中定义的评估并

将它用作  
特性评估来评估该特性。  

 
 

 属性检验 
属性检验（“好/差”检验）是一个接受采样检验。这表明检验批量的可接

受性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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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的不合格单位数或缺陷数确定。 ISO 2859 是属性检验的一个准则。 

在QM模块中为属性检验实施两个评估过程： 

· 按照不合格单位数进行的属性检验 

· 按照缺陷数进行的属性检验 

对于一次属性检验来说，每个样本大小的不合格单位数或缺陷数是确定的。

取决于  
记录的格式，可以由用户输入结果或由系统从单个值中确定这些结果。 

检验结果被同有检验特性的接受数和拒收数相比较。当缺陷数或不合格单

位数未超  
出接受数时，检验特性被接受。当达到或超出拒收数时特性被拒收。如果

结果处于  
接受数和拒收数之间，则特性被接受（但被动态修改评估拒收）。 

当在较小样本的情况下达到拒收数或在较大样本的情况下未超出接受数

时，也可以  
使用属性检验。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用户必须依赖于采样计划中定义的样

本大小。 

 
 

 不定检验 
为了能有一个不定检验，那么在检验计划中必须为待检验的定量特性至少

定义一个  
允差极限。ISO 3951就是不定检验的准则中的一个范例。在QM模块中为

不定检验  
执行两个评估过程： 

· s-方法，单侧允差范围 

· s-方法，双侧允差范围 

对于按照s方法而涉及特性值正态分布的一次不定检验，将要求把特性值的

样本大  
小、平均值和标准分布作为检验结果。取决于记录的格式，可以由用户输

入统计值  
或由系统从单个值中确定这些结果。 

根据特性值是否有一个上限值（ULV）和/或一个下限值（LLV），如果满

足下列条  
件，则检验特性被拒收： 

 Mean  >  ULV - k * s   

   和/或 

 Mean  <  LLV + k * s 

（值K是在采样计划中定义的接受因子。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必须已知。） 

如果允差范围的两侧均有极限（双侧），则有两种用于处理S方法评估的变

式。用户 
定义哪一个变式被用于评估规则的功能模块中。变式的区别在于接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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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s方法使用双侧允差范围时，允差范围的两侧极限被一起处理。估计高于

允差范围 
的份额和低于允差范围的份额并将它们同从样本大小和接受因子中计算出

的临界值  
相比较。这种格式的不定检验导致了同ISO3951中描述的图形过程相同的

决策（参  
阅下图）。如果采样计划相同，则接受范围小于单独处理两个极限值的s
方法的变  
式。在这种情况下，上限和下限被单独检查。当两个拒收条件之一被满足

时，特性  
被拒收。（参阅下面的数据） 

 
 

 图示：一次不定检验的接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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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允差说明 
在平均值已根据允差说明而被检查的情况下（特殊情况下k=0），当平均值

没有处于 
允差范围内时，也就是没有满足条件LLV<Mean<ULV（LLV是下限值而ULV
是上  
限值）时，特性被拒收。在这种情况下，评估中将不使用标准偏差。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评估部分样本 

可以在以下各处评估一个单独部分样本： 

· 单独屏幕  
选择编辑  评估来访问此功能。 

· 显示在样本一览屏幕中的对话框。选择评估样本来评估一个样本。 

在一次成功的评估后，部分样本的状态被设置为“已评估”（状态3）。部

分样本评 
估的结果被显示在单独屏幕的评估字段中以及样本一览对话框的评估 列
中的下  
部数据块内。 

评估一个部分样本的过程和以上描述的评估一个检验特性的过程相同，并

且基于相  
同的评估过程。 

参阅： 

评估检验特性  

评估附属特性  

评估过程  

 
 

 
1
2 3  评估附属特性  

用户在评估完单独样本后，评估该样本所属的特性。在特性一览屏幕中完

成这个评  
估。执行在 评估检验特性 中描述的步骤。 

当评估检验特性时，将自动地评估所有仍未被评估的部分样本。检验特性

的评估建  
立在单独部分样本的评估基础之上。 

说明  
如果在特性的评估时不想考虑部分样本，那么使用部分样本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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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把它标 
记成无效。  

有两种评估规则适用于独立的多次采样 ： 

· 单个样本决策的评估规则  

· 所有样本的特性决策的评估规则  

把单个样本的决策连接到特性的单个决策的评估规则，在采样过程中被直

接定义。  

在标准QM模块中，按照最差的有效部分样本（"最差情况"）来执行特性评

估。  
只有在所有有效的部分样本被接受的情况下，才接受一个检验特性。如果

仅有  
一个样本，则特性的评估相应于样本的评估。一个功能模块执行最差情况

原则  
的评估。通过用户设置应用程序来定义这个模块并且可以用不同的模块来

替代   
它。  

参阅: 

维护采样过程  

 
 

 关闭结果处理  
在下面的部分中，用户将了解当发生以下情况时应该如何进行  

· 关闭检验特性  

· 关闭部分样本  

参阅: 

评估  

 
 

 
1
2 3  关闭检验特性  

当关闭特性时，将完成检验特性的处理。系统检查在检验计划中为处理而

建立的条  
件是否已被满足。一般来说，在做出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前，所有已处理

了结果的  
要求特性和可选特性都被关闭。  

参阅: 

检验完成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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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验结果记录期间可以从特性的一览屏幕和被选择特性的特性主屏幕中

访问关闭  
检验特性的任务。  
从主菜单中选择编辑　乇绽捶梦矢酶孟罟δ堋Ｓ没Э梢栽谝焕榔聊恢型ü

　匦云�  
估来关闭一个或多个选中的特性。  

另外，可以对特性进行强制关闭。  

参阅: 

处理特性结果的重要功能  

 

说明  
如果想在一览屏幕中关闭所有被处理的特性，那么首先使用该功能

来选择所 
有的特性，然后关闭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未被处理的可选

特性、略 
过特性和已被关闭的特性。  

条件 
在关闭特性前，系统检查：  

· 是否要求保持样本大小 (范围) 

· 是否已为控制特性的评估处理了条件特性（状态 2） 

· 是否已为要求文档的特性输入了检验描述。  

如果未满足这些要求，那么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输

入检验描  
述的短文本，也可以通过从对话框调用长文本功能来输入检验描述的

长文本。  

当关闭一个未被评估的特性时，系统自动地评估该特性。如果特性被成功

地关闭，  
那么特性的状态被设置为“已关闭”。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在不评估特性

的情况    
下，立即关闭检验特性。  

特性错误信息清单 
如果特性不能成功地被关闭，那么可以在特性错误信息清单中找到关于错

误的    
说明。  

参阅: 

显示条件特性  

显示特性错误信息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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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关闭部分样本 

可在下列各项中关闭单个部分样本：  

· 单个屏幕  
选择编辑 � 关闭来访问该功能 

· 样本一览的对话框。选择关闭样本来关闭样本 

当关闭一个未被评估的样本时，系统自动地评估样本。如果样本被成功地

关闭，那  
么部分样本的状态被设置为“已关闭” （状态5）。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

在不评估样本的情况下立即关闭部分样本。  

关闭附属检验特性  
关闭一个存在部分样本的检验特性的操作的过程与在关闭检验特性描述的

过程一样  
。任何还未被评估和/或关闭的部分批量在这个时候都被自动地评估和/或关

闭。 

参阅： 

评估部分样本  

评估检验特性  

 
 

 
1
2 3  打印检验结果 

处理 
在QM模块中，可以打印出检验批量的检验结果。为此目的设计了  
报表RQGAAM31，它从逻辑数据库PGQ中读出检验批量的信息并  
为批量创建检验结果的打印输出。为了打印输出，可以在标准系统  
中使用 SAPScript页面格式设置QM_INSP_RESULT。   

根据用户的要求，可在打印输出选择中混合不同来源的批量。  

在报表的开始部分，启动表格打印输出。为在时间期间 GET QALS LATE  
内被打印出的每个批量填写复杂的数据对象。其结构取决于相应批量的来

源。 
因此，为生产批量和为收货检验批量，分别填写复杂对象的不同部分。  

在打印出批量后，对象被重新初始化。  

对每个批量而言，由功能模块START_FORM来开始表格打印输出并由模

块  
END_FORM来结束它。一旦所有检验批量都被打印出来后，表格打印输出  
就结束了。  

在标准系统中，打印输出每个特性的处理状态，如果可能的话，还有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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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按如下所述来打印检验过程 ：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 结果 � 打印。  打
印结果的选择屏幕被显示。  

2. 输入选择准则。用户通过这种方法来支持系统帮助功能。  

  说明  
在这个时候，为了把结果的打印输出限制在一个检验批量中，所以

必须输入 
一个检验批量。  

在选择屏幕上，有下列选项可用于控制打印输出： 

−可以使用一个不同于在标准系统中使用的一个页面设置，标准系统中

的页  
面叫做QM_INSP_RESULT。为此目的，需要在选择屏幕上创建、

激活并输入一个新的页面设置。  

因为WRITE_FORM功能模块仅在使用文本要素的报表中被调用，

所以当  
创建一个新的页面设置时，应该把标准页面设置作为一个复制模

型。这个  
功能模块打印出相应的文本要素。为了打印出其它文本要素则必须

修改报  
表。  

- 在选择屏幕上，可以指定是否为以下各项打印出长文本  

- 使用决策  

- 批量或部分批量  

- 用户也可选择打印出在相应批量中可能发生的任何缺陷。  

−通过指示符生产批量的部分批量视图,可为在生产期间检验的批量（检

验批  
量来源 03）指定是否应该把部分批量当作其它层次级别来增加。  

当设置这个指示符时，打印输出的下列层次有效：  

批量 -> 部分批量 (n) -> 工序 (n) -> 检验点 (n) -> 特性 (n) 

否则, 将显示下列层次（缺省）： 

批量 -> 工序 (n) -> 检验点 (n) -> 特性 (n) 

通过这个视图，可以显示被分配给部分批量的每个检验点的简明信

息。  

这个指示符对不属于生产期间检验的检验批量表示没有影响。  

  说明  
从部分批量的角度，用户必须考虑到打印输出的是分配给原先工序

的部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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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检验点。因此，只有在所有工序中已被处理的检验点才被打印。

所以， 
只有从已做出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的部分批量角度打印才有意义。 

3. 在输入选择准则后，执行报表。将显示一个用来输入打印选择的对话

框。  

4. 输入打印选择并选择打印。 将显示一条信息来让用户确认执行打印输

出。  

 
 

 质量检验菜单条 
 从菜单条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质量管理 � 质量说明 来访问质量检验

菜单。 

 
 

 缺陷记录 
本节描述怎样通过QM模块中的缺陷记录功能来记录质量检验的缺陷。 

一般信息 

缺陷记录的重要用户设置参数 

创建和处理缺陷记录 
 

 一般信息 
关于缺陷记录 

  什么是缺陷？ 

  QM模块如何支持记录缺陷？ 

  缺陷记录包括什么信息？ 

什么是缺陷记录的典型应用？  

缺陷记录级别 

缺陷等级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关于缺陷记录 

什么是缺陷？ 
处理检验批量时，可以以特性值或缺陷的格式来记录检验结果。缺陷是物料、产品或过程 
的任何一个没有满足检验特性说明的属性。通过在检验目录中被维护的预定义缺陷代码来 
记录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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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模块如何支持记录缺陷？ 
QM模块允许用户以缺陷记录格式来记录缺陷。缺陷记录允许用户分析缺陷并诊断它们的 
原因。通过这种方法，用户可以确定，为了消除缺陷的根源并防治再次发生缺陷，应该采

取 
什么样的必要修正动作。在系统中有两种方式来创建缺陷记录： 

· 在结果记录范围内，系统可以自动创建缺陷记录。 

· 通过缺陷记录功能，可以手工创建缺陷记录。 

一旦创建了缺陷记录，缺陷记录将在系统中被作为质量通知单维护。质量通知单是一个系

统 
支持的问题报告，它允许用户处理有关劣质货物或服务的各类问题。在QM模块的质量通

知单 
部分中处理质量通知单。 

参阅： 

图示：手工的和自动的缺陷记录  

缺陷记录包括什么信息？ 
缺陷记录可以包括下列信息的全部或部分： 

· 缺陷类型 

· 缺陷位置 

· 缺陷原因 

· 采取的修正动作 

· 缺陷评估 

 
 

手工的和自动的缺陷记录 

记录

自动
缺陷

:记录

手工
缺陷
记录

已创建
检验批量

结果
记录

使用
决策

自动缺陷
记录

/任务
作业

使用
决策

手工缺
陷记录

已创建
 检验批量

质量
通知单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293 of 549  

 

  什么是缺陷记录的典型应用？  
由于物料或制造的产品的类型以及生产过程的特点不同，导致用来记录缺陷记录的要求 
也不同。为了阐明这些不同的要求，考虑产品制造商的下列领域： 

· 复杂产品或系统的制造商 

· 流程式工业中的制造商 

· 个别组件的制造商 

复杂产品或系统的制造商 
对复杂产品或系统的制造商来说（例如，电子设备、汽车、机床），缺陷记录是非常重要

的。 
如果缺陷被保持在最少或被消除，那么这些制造商就能持续地维持高质量级别。他们根据

缺 
陷记录来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并综合评估缺陷数据（例如，所有缺陷总数，通过缺陷

类型 
来分类的缺陷总数，根据各种因子如缺陷库位、严重性等来评估缺陷）。 

流程式工业的制造商 
相反，在流程式工业中，缺陷记录没有被广泛应用。类似食品、饮料和化学品等产品，通

常根 
据配方来按批次生产。生产过程常常是重复的，在生产过程中将增加成份并提取样本直到

批次 
满足配方说明。由于生产过程的特点，所以缺陷常与产品类型不相关。相反，制造商更愿

意记 
录特性值例如温度、粘性、密度、PH值等，而通常这些值于对产品质量来说非常重要。

可以在 
产品质量证书中记录这些特性值。 

个别组件的制造商 
那些不复杂的个别组件例如螺丝钉、轴承的生产商愿意记录特性值和缺陷。例如，一位球

形轴 
承制造商可以记录轴承直径的特性值，同时也记录在轴承的物料质量中发现的物理缺陷。 

缺陷记录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制造环境中，为质量控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它们有助于 
完善处理、提高质量、减少成本同时提高制造商的整体生产效率。 

 
 

  缺陷记录级别 
检验计划和物料说明可以影响怎样记录缺陷。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是否存在和是否 
可用确定了可以记录缺陷的级别。这里有三种缺陷级别： 

· 检验批量 

· 检验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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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特性 

在没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情况下记录缺陷 
如果没有检验计划和物料说明可用，那么只能记录检验批量的缺陷。 

在有检验计划的情况下记录缺陷 
如果在检验计划的基础上执行检验，那么可以记录检验批量、检验工序或检验特性的 
缺陷。 

在有物料说明的情况下记录缺陷 
如果检验计划不可用，那么可以使用替代了检验计划的物料说明。物料说明包括对特性的 
分配。如果系统为物料说明可用的物料创建了一个检验批量，那么可以记录这些特性的缺

陷。 

参阅：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图示：缺陷记录的结构和内容  

 
 

  缺陷记录的结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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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陷记录 检验批量

( )缺陷记录 特性级别

: 000002399340批量号

: 000003569312批量号

检验批量

检验批量

6
8
9
3
7
3
6
2

001 ( )褪色
002 ( )太黑
005 ( )杂色
006 ( )擦伤
008 ( )凹痕
009 ( )油漆有缺点
003 ( )太长
004 ( )太短

颜色
颜色
颜色
表面
表面
表面
长度
长度

•

 (  F1)缺陷记录 质量通知单

代码组  ( )代码 文本 号码

 10工序
   1:特性 颜色
   2: 特性 表面

 20工序
   3: 特性 长度
   4: 特性 长度

:000002399340检验批量号
: 20工序
: 3特性

代码组

长度
长度

003 ( )太长
004 ( )太短

6
3

 ( )代码 文本

 (  F1)缺陷记录 质量通知单类型
:000002399340检验批量号

: 10工序
: 1特性

代码组

颜色
颜色
颜色

001 ( )褪色
002 ( )太黑
005 ( )杂色

10
5
3

 ( )代码 文本 号码

 (  F1)缺陷记录 质量通知单类型

•
•

•
•
•

•
•
•

•
•
•

号码

 
 

 

  缺陷等级 

什么是缺陷等级？ 
在建立QM模块和维护检验目录的过程中，可以把缺陷等级分配给被定义在QM检验目 
录中（目录类型9）的缺陷代码。缺陷等级按照缺陷对其他因子的严重性和影响力来归类 
缺陷。系统支持下列国际上认可的缺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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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缺陷 

· 主要缺陷A 

· 主要缺陷B 

· 次要缺陷A 

· 次要缺陷B 

如何在缺陷记录中使用缺陷等级？ 
系统可以通过缺陷等级来自动激发SAP工作流程任务，或在缺陷记录范围内以质量通知 
单的形式激活缺陷记录。如果发生下列情况，这些作业将被执行： 

· 已把缺陷等级分配给缺陷代码 

· 用户的系统管理员已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工作流程连接或质量通知单而激活了 
适当的缺陷等级。 

例如，如果缺陷记录期间确认了一个已被分配缺陷等级的缺陷，那么系统将自动： 

· 触发工作流程任务（例如，发送邮件给负责人来通知他已确认了缺陷） 

· 把“未清”缺陷记录”作为“未清”质量通知单来激活。  
（参阅在创建缺陷记录后，将发生什么？ ；在QM模块的质量通知单组件中 
可以进一步处理质量通知单） 

参阅： 

SAP 工作流程 

 
 

  缺陷记录的重要用户设置参数 
QM质量通知单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序（缺陷记录功能）包括缺陷记录功能的下列控制 
参数： 

· 报告类别 

· 确认概要 

· 目录概要 

· 缺陷评估 

在使用缺陷记录功能时，这些参数发挥了重要作用。 

报告类别 
报告类别确定了缺陷记录中包括的信息。它通过目录概要来连接确认概要并且在这个过 
程中，它： 

· 控制将被记录的信息类型（参阅确认概要） 

· 确定用哪一种目录类型和目录组来描述缺陷（参阅目录概要） 

· 确定系统在何处检索目录概要（例如，从物料主记录、报告类别或 质量通知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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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系统包括两种预定义的报告类别。用户可以定义附加报告类别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例如，支持不同的： 

· 检验类型，如可视检查或功能测试 

· 检验位置（在系统中由对象“工作中心”来代表） 

在这些标准基础上定义的附加报告类别经常要求不同的确认概要。用户可以在工厂级别上

把 
报告类别分配给一个或多个工作中心。 

确认概要 
确认概要确定用户能为缺陷记录何种信息类型或何种确认对象（例如，缺陷类型、缺陷原

因、 
缺陷位置、任务、缺陷评估）。也可以指定确认对象的输入是强制性的、可选的，还是不

要 
求输入。在QM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标准系统定义了下面两种确认概要： 

· 汇总缺陷记录 

对这个概要而言，对象缺陷类型和缺陷类型文本已被定义为可选确认对象 

· 单个缺陷记录 

对这个概要而言，对象缺陷类型、缺陷类型文本、缺陷位置、装备、缺陷原因、缺陷 
原因文本、任务、作业文本和缺陷评估都已被定义成可选确认对象。 

用户的系统管理员可以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附加确认概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若有

必要， 
也可以在缺陷记录中记录每个被检验单位的序列号。为此，必须特别激活序列号记录功能 
（参阅 怎样通过参考序列号来记录缺陷）。 

直到用户已确定了在系统中维护了何种报告类型，才能定义确认概要。当已定义了报告类 
别和确认概要时，必须把证书概要分配给每个报告类型。 

目录概要 
目录概要定义了可用来记录缺陷的目录类型和目录组。应该为想要检验的不同类型的物料

或 
产品定义不同的目录概要。报告类别确定了将为缺陷记录选择何种目录概要。 

缺陷评估 
可以通过把计量单位（缺陷评估的单位）分配给目录概要来定量地评估被记录的缺陷。可

以 
定义将为计量单位维护的小数位。可为每个现有的目录概要定义一个评估的独立单位。 

 
 

 
1
2 3  怎样通过参考序列号来记录缺陷 

如果通过参考被检验单位的序列号来记录缺陷，那么用户必须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来首先 
激活记录序列号的功能： 

1. 在物料主记录中选择物料的序列号概要（一般工厂数据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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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物料主记录中为期望的检验类型激活控制指示符单个单位可能（质量管理视图 
QM检验数据)。 

3. 确定在确认概要中控制指示符无序列号没有处于活动状态。 

当已经执行了这些步骤后，缺陷记录屏幕将包括一个可在其中输入每个缺陷项目序列号的 
字段。 

 
 

  创建和处理缺陷记录 
自动产生缺陷记录 

怎样手工地记录缺陷 

报告类别的自动选择 

在创建缺陷记录后，将发生什么？  

怎样进一步处理未清缺陷记录？  

把未清缺陷记录当作质量通知单激活 

显示、更改和删除缺陷记录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自动产生缺陷记录 

系统怎样自动产生缺陷记录？ 
在结果记录期间记录检验结果时，系统可以自动创建缺陷记录。如果在评估特性过程中 
用户拒收了一个特性，那么系统将创建一个或多个缺陷记录。可以为下列事物记录结果： 

诽匦Ô 

芳煅榈愕奶匦Ô 

费　镜奶匦Ô 

系统自动地把产生的缺陷记录分配给为之记录缺陷的相应对象。 

系统通过下列方法来自动产生缺陷记录。  

方法 A: 后台产生 

将根据存储在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特性中的相应缺陷代码，而自动地创建缺陷记录。用

这 
种方式来产生缺陷记录的先决条件如下： 

· 已为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特性激活了控制指示符缺陷记录 

· 已为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特性定义了缺陷代码 

可以把三种类型的缺陷代码存储在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特性中： 

- 超出允差上限的拒收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299 of 549  

- 未达到允差下限的拒收 

- 一般拒收 

如果已定义了相应的允差极限，那么对于定量特性而言，用户只可以输入上限值或下

限 
值的缺陷代码。对定量特性和定性特性而言，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输入一般拒收的缺

陷 
代码。 

啡啡细乓� 必须未将任何确认对象指定为要求的输入项 

方法 B: 通过缺陷数据的用户输入项来后台产生 

除了系统允许用户在缺陷记录屏幕输入缺陷的其他数据之外，这个方法与上面描述的方法 
一样。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缺陷记录的先决条件与上面描述的先决条件相同，除了此时确认

概 
要必须至少把一个概要对象指定为要求的输入项。 

方法 C: 自动提示手工输入所有缺陷数据 

通过这种方法，系统提示用户输入缺陷数据。这种产生缺陷方法的唯一先决条件是用户已

为 
主检验特性或检验计划特性激活了控制指示符缺陷记录。如果确认概要至少包括了一个被

定义 
为要求输入项的确认对象，那么系统将在随后的对话框中提示用户输入相应的数据。

说明  
如果在子系统评估特性，那么系统将在后台创建缺陷记录，而不考虑确认概要中

的 
设置。 

 

参阅： 

关于缺陷记录自动产生的特殊说明  

主检验特性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关于缺陷记录自动产生的特殊说明 
当系统自动产生缺陷记录时，注意在下列情形中怎样处理缺陷记录： 

凡　　煅榈愕娜毕菁锹¼ 

在检验点的记录结果范围内，系统在用户评估检验点特性之后评估内部的特性记录。 
这个特性记录包括几个检验点的汇总结果。 

如果拒收了这个特性，那么系统为该特性产生附加缺陷记录（即使对检验点的特性评

估 
已经导致了拒收）。通过上面描述的方法之一（A、B或C）可以产生缺陷记录。 

当根据方法A或B产生缺陷记录时，系统将根据以前的内部特性记录评估，首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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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产生的缺陷代码是否已经存在： 

−如果缺陷代码不存在，那么产生它 

−如果缺陷代码已存在，那么更新缺陷记录的更改日期 

当按照方法C产生缺陷记录时，通过用户输入的更改来更新任何现有的缺陷记录。 

如果包括缺陷记录的质量通知单已被完成，那么系统自动把这些通知单重新处理。      
更改特性评估 

如果在记录检验结果时更改了特性的评估，那么那些已被分配给特性的所有自动产生

的 
缺陷记录（除了在上面项目中指定的那些之外）都将被删除。 

 
 

 
1
2 3  怎样手工地记录缺陷 

通过QM模块中的几个不同功能，可以手工地记录缺陷。例如，可以手工地记录缺陷， 
通过： 

· 直接地使用缺陷记录功能 

· 结果记录功能 

· 使用决策功能（在做出使用决策前） 

根据用户使用了上面哪一项功能来记录缺陷，而必须确定已注意了下列限制： 

· 如果使用了缺陷记录功能或结果记录功能，则可以为检验批量、检验工序或检验特性 
记录缺陷。 

· 如果使用了使用决策功能，用户只能记录检验批量的缺陷。 

· 如果在记录检验点结果时使用缺陷记录功能，那么只能： 

−记录或更改正在处理的检验点或样本的缺陷记录 

−通过缺陷结构的功能来显示任何其它的缺陷记录（例如，其它检验点或样本的缺陷 
记录） 

为了手工地记录缺陷，可参考下列过程之一： 

怎样通过缺陷记录功能记录缺陷  

怎样在结果记录期间记录缺陷  

怎样在做出使用决策前记录缺陷  

 
 

1
2 3  怎样通过缺陷记录功能记录缺陷 

1. 从主菜单中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柿考煅椤£ 
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的初始屏幕。 

2. 在质量检验屏幕中，选择 � 结果 � 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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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批量的记录，如果想记录检验批量的缺陷 

−工序的记录，如果想记录工序的缺陷 

−特性的记录，如果想记录特性的缺陷 

系统显示缺陷记录的初始屏幕。 

3. 在缺陷记录的初始屏幕的检验批量字段中，输入检验批量号码。如果不知道检验 
批量号码 ，可以通过下列方法来查找检验批量： 

      −     通过检验批量选择功能，根据各种准则来查找批量。 

−使用检验批量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通过匹配代码来查找批量。 

 4. 在报告类别的字段中输入报告类别号码。如果不知道报告类别号码，通过可能输入 
帮助来查找报告类别。参阅 报告类别的自动选择 。 

5. 选择转到 � 缺陷数据。系统显示缺陷一览屏幕。 

6. 在屏幕的缺陷一览部分，按如下所述把想要的缺陷代码复制到缺陷记录屏幕： 

a.   通过代码组字段中的可能输入帮助来复制几个代码。如果只想复制单个代码， 
那么在代码字段中选择可能输入帮助。系统自动显示多种代码选择或目录选择  
对话框。 

b. 在对话框中，如有必要，可以通过细分代码组来显示可用代码的清单。 

c.   标记想复制的代码旁的复选框，然后选择复制，被选择的代码和伴随的短文本将 
被复制到记录屏幕中。 

7. 根据是否通过参考序列号记录缺陷，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在每个代码的无缺陷字段中，输入用户确认的相应缺陷代码的缺陷号；如果不在 
   字段中输入一个值 ，那么当保存缺陷数据时，系统自动地输入“1”作为缺省值。 

−如果通过参考序列号来记录缺陷，那么对应于单位中发现的缺陷类型，而在它们各 
自的字段中输入每个被检验单位的序列号。 

8. 如果想记录缺陷项目的附加信息，那么在缺陷一览屏幕中在缺陷项目的最左端标记 
复选框，然后选择转到　飨浮＝　允救毕菹钅康拿飨付曰翱颍　诖硕曰翱蛑锌梢Ô 
输入缺陷的附加信息。（ 例如 ，短文本、缺陷库位、装配）。 

  说明  
如果输入缺陷的附加信息，那么缺陷一览屏幕中的缺陷项目D指示符将被标记。 

9. 保存缺陷数据。 

 
 

 报告类别的自动选择 
在某些情形下，系统也许能为用户自动选择报告类别或者至少缩减选择清单。 
在下列情形中，将发生这种情况： 

· 如果工作中心已被分配了一个或多个报告种类 

一个工作中心可以有被分配给它的一个或多个报告类别。如果在想记录缺陷的检验 
工序中参考了这样的工作中心，那么可能输入帮助将显示被分配给这个特定工作中心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302 of 549  

的报告类别。如果工作中心只有一个被分配给它的报告类别，那么系统自动地选择这

个 
报告类别。 

· 如果以前记录了缺陷并且用户想： 

- 在没有输入报告类别的情况下，手工记录批量、工序或特性的其他缺陷， 

- 在没有输入报告类别的情况下，手工更改批量、工序或特性的现有缺陷记录， 

- 在结果记录内产生其他缺陷记录， 

系统将通过下列方式之一做出反应： 

- 如果只存在一个有效报告类别，系统将自动选择报告类别并调用缺陷记录屏幕， 

- 如果存在几个有效报告，系统将在对话框中显示报告类别清单；在选择了报告 
类别后，系统将调用缺陷记录屏幕。 

 
 

 
1
2 3  怎样在结果记录期间记录缺陷 

可以在结果记录功能中按如下步骤，为检验批量、检验工序或检验特性手工地记录缺陷： 

1. 在结果记录屏幕中，选择额外 � 缺陷 � : 

- 为检验批量，如果想记录检验批量的缺陷 

- 为工序，如果想记录工序的缺陷 

- 为特性，如果想记录特性的缺陷 

根据系统是否自动地选择了报告类别，将显示下列对话框之一： 

－   如果系统不能自动地选择报告类别，那么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必

须先 
输入报告类别。如有必要，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报告类别。 

- 如果系统自动地选择报告类别，那么系统在对话框中将直接调用缺陷记录屏幕。 

2. 在屏幕的缺陷一览部分，按如下步骤把期望的缺陷代码复制到缺陷记录屏幕中。 

a.   通过代码组字段中的可能输入帮助来在同一时间复制几个代码。如果只想复制

单个 
代码， 那么在代码字段中选择可能输入帮助。系统自动地显示多种代码选择或 
目录选择对话框。 

b. 在对话框中，如有必要，可通过细分代码组来显示可用代码的清单。 

c. 标记想复制代码旁的复选框，然后选择复制。将把被选中的代码和伴随的短文本

复 
制到缺陷记录屏幕中 。 

3. 根据是否通过参考序列号来记录缺陷而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没有序列号： 

- 在每个代码的无缺陷字段中，输入用户为每个相应缺陷代码确认的序列号， 
如果不在字段中输入一个值，那么在保存缺陷时，系统自动输入“1”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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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值。 

有序列号： 

－  如果通过参考序列号来记录缺陷，那么对应于在单位中发现的缺陷类型而在它们

各 
自的字段中输入每个被检验单位的序列号 

4.   如果想输入缺陷的附加信息，那么在缺陷一览屏幕中在缺陷项目的最左端标记复选

框， 
然后选择转到　飨浮Ｏ低诚允救毕菹钅康拿飨付曰翱颍　梢栽诖硕曰翱蛑惺淙肴毕Ý 
的其它信息（例如，短文本、缺陷库位、装配）。 

  说明  
如果输入缺陷的附加信息，那么缺陷一览屏幕中的缺陷项目D指示符将被标记。 

5. 选择enter来返回结果记录屏幕。当用户在结果记录屏幕中选择保存功能时，缺陷数据 
将被保存。 

 
 

1
2 3  怎样在做出使用决策前记录缺陷 

用户也可以在做出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之前，手工地记录检验批量的缺陷。为此， 
执行下列步骤： 

1. 在使用决策的一览屏幕中，选择 编辑 疇记录缺陷。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必须在 
该对话框中输入报告类别号码。 

2. 输入报告类别号码，然后选择Enter。如果不知道报告类别号码，可以通过可能输入 
帮助来进行选择。 系统显示用来记录缺陷的对话框。 

3. 在屏幕的缺陷一览部分，按如下步骤，把希望的缺陷代码复制到缺陷记录屏幕中。 

a.   通过代码组字段中的可能输入帮助来在同一时间复制几个代码。如果只想复制

单个 
代码，那么在代码字段中选择可能输入帮助。系统自动地显示多种代码选择或 
目录选择对话框。 

b. 在对话框中，如有必要，可通过细分代码组来显示可用代码的清单。 

c. 标记想复制代码旁的复选框，然后选择复制。将把被选中的代码和伴随的短文本

复 
制到缺陷记录屏幕中 。 

4. 根据是否通过参考序列号来记录缺陷，而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 

没有序列号： 

- 在每个代码的无缺陷字段中，输入用户为每个相应缺陷代码确认的缺陷号， 
如果不在字段中输入一个值，那么在保存缺陷时，系统自动输入“1”作为 
缺省值。 

有序列号： 

－  如果通过参考序列号来记录缺陷，那么对应于在单位中发现的缺陷类型而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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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字段中输入每个被检验单位的序列号 

5.   如果想输入缺陷的附加信息，那么在缺陷一览屏幕中在缺陷项目的最左端标记复选

框， 
然后选择转到　飨浮Ｏ低诚允救毕菹钅康拿飨付曰翱颍　梢栽诖硕曰翱蛑惺淙肴毕Ý 
的其它信息（例如，短文本、缺陷库位、装配）。 

 

  说明  
如果输入缺陷的附加信息，那么缺陷一览屏幕中的缺陷项目D指示符将被标记。 

6. 选择继续返回使用决策屏幕。 

7. 在做出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并保存了数据后，缺陷记录也将被保存。 

 
 

  在创建缺陷记录后，将发生什么？  
缺陷记录作为质量通知单 
一旦手工地或自动地创建了缺陷记录，系统就在内部把记录作为质量通知单来维护。在这

个 
时候，质量通知单可以有下列两个状态之一： 

· “未清”缺陷记录 

· “未清”质量通知单 

对状态为“未清”的缺陷记录而言，QM模块中的质量通知单组件还未为处理而激活质量

通 
知单。因此，我们把简单的把具有状态“未清”的质量通知单称为未清的缺陷记录。 

当未清的缺陷记录被作为质量通知单而激活时，它将变为状态为“未清”的质量通知单。 

用户可以手工地把未清的缺陷记录当作质量通知单来激活或由系统自动激活它。  
（参阅把未清缺陷记录当作质量通知单激活）。 

评估缺陷记录 
被记录的缺陷数据被自动地传送给QM信息系统。QM信息系统是一个从检验处理中收集、 
统一和分析数据的灵活工具。 

参阅：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怎样进一步处理未清缺陷记录？  
通过下列两种方法之一来进一步处理缺陷记录： 

· 未清缺陷记录可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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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清缺陷记录可被当作“未清”质量通知单来激活  

关闭未清缺陷项目 
如果从严重程度来说某缺陷是微小的，那么质量部门可以确定不需要采取纠正行动或后继 
活动。当为检验批量做出使用决策时，系统自动地“关闭”所有缺陷记录。这个作业把质

量 
通知单状态从未清缺陷记录改变为“已关闭”缺陷记录。QM模块的质量通知单组件将不

能 
再将此质量通知单用于处理。  

说明  
如果未清缺陷记录被分配了缺陷等级并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工作流程连接激

活了 
缺陷等级 ， 那么在最初保存缺陷记录时，将自动触发工作流程任务。 

参阅： 

质量通知单的概述  

 

把未清缺陷记录当作质量通知单激活 
参阅 把未清缺陷记录当作质量通知单激活.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把未清缺陷记录当作质量通知单激活 
如果在记录缺陷时，确认了一个重大或严重的缺陷，那么用户必须采取一些纠正动作或 
后继行为来消除缺陷的根源并防止再次发生缺陷。质量通知单提供一个用来处理有关缺陷 
问题的有效方法。在标准系统中已为缺陷记录定义了几个 质量通知单类型 。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把缺陷记录当作质量通知单来激活： 

· 可以手工地激活缺陷记录（参阅 怎样手工激活质量通知单）。 

· 系统可以在缺陷等级基础上自动激活缺陷记录（参阅 怎样自动激活质量通知）。 

 
 

 怎样手工激活质量通知单 
可以在结果记录、缺陷记录或使用决策功能中，通过选择额外　せ钪柿客ㄖ　ィ　苯影Ñ 
未清缺陷记录当作质量通知单来进行手工激活。这将把质量通知单的状态从未清缺陷记录 
更改为未清质量通知单。 

当把缺陷记录当作质量通知单而手工激活时，将出现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输入 
有关质量通知单表头的下列重要信息：  

· 优先级 (处理优先级) 

· 编号 (通和单的主观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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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文本 

· 通知单处理的两种合伙人功能 

 
 

 
1
2 3  怎样自动激活质量通知单 

为了能让系统自动地把缺陷记录当作质量通知单激活： 

· 让用户的系统管理员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了触发工作流程任务或自动地激活 
质量通知单而激活适当的缺陷等级。 

· 一旦已经做了这些后，执行下列步骤：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基础数据 � 目录 
 � 组代码 � 维护。 

2.  在维护代码的初始屏幕的目录类型字段中输入数字9并在语言字段中输入字母E
（英语）。 

3. 选择转到 � 继续。将显示用来维护代码的屏幕以及所有分配给它的缺陷代码。 

4 .  通过Df（缺陷等级）字段中的可能输入帮助来把缺陷等级分配给缺陷代码。将显

示 
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用户可以选择适当的缺陷代码。 

5. 把希望的缺陷等级分配给缺陷代码后，保存数据。 

 
 

  质量通知单类型 
质量通知单类型根据检验批量来源，提供了区分不同类型问题的方法。在标准系统中， 
已为缺陷记录定义了下列质量通知单类型： 

· 发货检验的质量通知单类型（类型F1） 

· 收货检验的质量通知单类型（类型F2） 

· 生产检验的质量通知单类型（类型F3） 

系统管理员可以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附加质量通知单类型（例如，为客户返还， 
审计检验，杂项检验定义）。 

 
 

  显示、更改和删除缺陷记录 
一旦已在系统中创建了缺陷记录，就可以显示、更改、删除记录。对显示缺陷记录是没有 
限制的，但是如果想更改或删除记录，那么还有某种限制（例如，追加补充信息或从记录 
清除信息）。 

自动创建缺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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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还没有为检验批量做出使用决策，那么就可以在自动创建的缺陷记录中更改缺陷 
数据。例如，如果再次为一个检验递交检验批量并更改一些缺陷数据，那么系统将自

动 
删除不准确的数据并用正确的数据替代它。 

· 如果在结果记录范围内更改了检验特性的评估，那么系统将自动地删除那些被自动 
创建的缺陷记录。 

手工创建缺陷记录 
· 只要还未完成检验并且还未做出使用决策，那么就可以更改或删除缺陷记录。 

一旦做出了使用决策，自动的和手工的缺陷记录都只能在质量通知单处理范围内被更改或 
删除。 

说明  
当做出了使用决策时，将关闭所有未被当作质量通知单激活的未清缺陷记录。所

有 
被当作质量通知单激活的未清缺陷记录必须在QM模块的质量通知单组件中被进

一 
步处理。  

参阅： 

图示：记录和更改缺陷记录的时间轴  

 
 

  记录和更改缺陷记录的时间轴 

已下达
检验批量

记录
结果

已创建
检验批量

评估
特性

使用
决策

时间

0 1 2 3 4 t

缺陷记录

自动缺陷
记录

质量
通知单

质量
通知单

( / / )记录 补充 更改 ( )未清的

( )补充 ( )未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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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质量管理信息系统是后勤信息系统（LIS）的一部份,它包括销售信息系统、

采购信息 
系统、库存控制、车间信息系统和工厂维护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有一个统一的逻辑结构和用户界面。在这些系统中有广泛的工具可

被用于  
评估数据。参考R/3联机文档LO后勤总述 -后勤信息系统来获得有关QM信息

系统的  
详细信息。 

 

 
 

 检验批量 
本节描述了系统怎样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以及怎样进一步处理它们。本节也描述了 
怎样通过质量管理（QM）模块功能来手工地创建检验批量。 

检验批量概述 

怎样产生检验批量？ 

什么是检验批量状态？ 

质量管理的货物移动 

移动类型 

批次管理 

质量管理的库存管理 

检验批量创建 

手工地创建检验批量 

自动创建批量时检验类型的确定 

使用检验说明 

确定样本大小 

打印指令 

在生产期间创建检验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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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接收时，检验批量的自动创建 

过帐订单的收货 

当过帐收货时，将发生什么事情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检验批量概述 

怎样在质量管理中使用检验批量？ 
检验批量从被创建开始直到被归档，一直由它来执行质量管理中的各种功能。当 
创建检验批量时，它记录检验的要求。检验期间记录的结果被存储在检验批量记 
录中。只有通过检验批量才能访问单独的检验结果。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完成检 
验并和检验批量一起被存储。 

参阅: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怎样产生检验批量？  

 
 

  怎样产生检验批量？ 
通常在SAP R/3 系统的其它应用程序中，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检验批量可以 
这样产生： 

· 作为下列货物移动的结果： 

-  收货。当从外部来源收到物料时(例如根据采购订单从供应商那里)，自动地 
 创建一个检验批量。 

-  发货/货物调度。当为产品、为某成本中心、或为客户订单过帐发货时，自动 
 地创建一个检验批量。 

- 仓库内的货物移动， 例如传递过帐 

· 在生产中 

-  当根据工艺流程计划依次在制品检验或最后检验时，在生产计划（PP）中为 
生产订单创建一个检验批量。 

· 在销售和分销中的交货基础上 

· 作为手工输入的结果（例如，不能被上面提到的任何作业处理的检验） 为获得一份

QM模块支持的检验批量来源的清单，请参阅 检验批量来源和批量创建 

参阅: 

销售和分销中的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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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的检验（有检验点）  

采购中的质量管理  

 
 

  检验批量来源和批量创建 
 

检验批量来源 批量被...创建 

收货，外部的 (采购订单) 自动地 

发货 自动地 

生产 自动地 

收货，内部 (生产订单) 自动地 

货物移动，杂项 自动地 

从客户返还 自动地 

审计 手工地 

库存调拨 自动地 

常规检验 自动地 

对客户的交货，该交货有销售订单 自动地* 

对客户的交货，该交货没有销售订单 自动地* 

一般的交货 自动地* 

有实施计划表头的生产 自动地* 

杂项 手工地 

 

支持检验批量自动创建的所有检验批量来源(除了用星号标记的那些来源)也可以 
用手工创建批量。 

 
 

  什么是检验批量状态？ 
由系统维护检验批量状态，每当检验批量的处理状态变化时，检验批量状态也被更改。 
通过这个状态，系统可以跟踪已为检验批量所执行的作业。状态也指出了仍可为检验 
批量执行的作业。 

每次想执行检验批量的指定功能时（例如，记录检验结果或做出使用决策），系统检 
查检验批量状态，并根据检验批量状态来决定是否可以执行该功能。如果处理状态许 
可，那么系统将允许用户执行该功能。如果处理状态不允许该功能，那么用户不可以 
访问检验批量。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显示检验批量状态来列出所有已被执行和仍需要 
被执行的作业。 

检验批量状态和需要被执行的作业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必须为检验批量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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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取决于物料的检验类型设置。例如，如果想执行没有检验计划的检验，那么没有 
必要把计划分配给检验批量。在这种情况下，不记录检验结果。 

下表列出了检验批量的最重要的状态。 

检验批量状态 

状态 含义 ... 

CRTD 已创建的 

REL 已下达的 

ICN 未确认的检验完成 

PREQ 要求计划 /说明 

CHCR 必须被创建的特性 

SPRQ 要求数量过帐 

LTIN 长期检验 

PASG 已分配的计划 /说明 

CCTD 被创建的检验特性 

CALC 已计算了样本 

QLCH 质量级别相关 

SKIP 略过批量 

PRSI 打印了样本绘图指令 

PRII 已打印了检验指令 

INSP 检验活动 

RREC 已确认了结果 

DEF 记录了缺陷 

ICST 已完成了短期检验 

ICCO 检验已结束 

UD 已做出使用决策 

SPST 已开始库存过帐 

SPCO 已完成库存过帐 

STUP 已更新统计值 

QLUP 已更新质量级别 

IRUP 已更质量信息记录 

CANC 被取消了 

ARBL 为归档而冻结批量 

ARCH 已归档批量 

RE03 已删除批量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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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02 已删除批量样本数据 

RE01 已删除特性和工序 

BREQ 要求批次分配 

BASG 已分配批次 

 

说明  
如果要求物料有文档，那么将为每个状态维护更改历史。 

在标准系统中为QM模块预定义上述的检验批量状态。然而，用户可以定义其它的 
用户指定状态并通过状态概要把它们分配给检验类型（参阅用户设置应用程序）。 

 
 

  质量管理的货物移动 
被检验的物料来源于下列来源： 

· 供应商（外部采购） 

· 生产（自制） 

· 仓库（库存调拨，传递过帐） 

对大量货物移动而言，系统可以自动地激发质量检验。每当激发检验，系统将创建检验 
批量。根据在物料主记录中的设置，可以为检验的持续期指定批量中的货物是否将被过 
帐到检验库存或非限制使用库存。控制设置是有约束力的，它不能被采购或收货部门更 
改（例如，在没有QM模块作用的情况下，不能将货物过帐为检验库存 ）  

对于具有科目设置和发货过帐的采购订单，将不为之执行过帐到检验库存。 

当做出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时，假如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是正确的，那么系统通常把库 
存过帐到非限制使用库存。然而，也可能把库存过帐到下列目的地： 

繁欢辰岬目獯æ 

菲渌　锪Ï 

贩掀· 

贩祷构┯ι蹋ń 鍪栈酰© 

被检验的样本可以被过帐到样本、废品或储备。货物移动 
货物移动（也叫作物料移动或库存移动）是引起库存变动的事件。重要的移动是： 

· 收货  

· 发货  

· 传输过帐  

· 库存调拨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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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货物接收时，检验批量的自动创建  

过帐订单的收货  

当过帐收货时，将发生什么事情  

 
 

 收货 
此项移动包括来自于供应商（外部来源）或生产（内部来源）的收货。货物可以被送 
到仓库或直接记帐到非限制使用库存（例如，具有科目设置为成本中心、项目或销售 
订单的收货） 

 
 

  发货 
领料、发料、物料消耗或把货物装运给某客户，这些都是发货的例子。当为生产订单 
发送货物时，物料组件被从仓库中移动出来并在生产中使用它。成品可以被送回仓库 
（通过生产来收货）或直接运送给客户。 

 
 

  传递过帐 
传递过帐是库存调拨和物料的库存类型更改的一般称呼，它不考虑过帐是否真正与 
物料的库存调拨有关联。传递过帐可以这样发生： 

· 从物料到物料 

· 从批次到批次 

· 检验库存的下达 

· 从代销物料到公司自己库存的转移 

 
 

 库存调拨 
物料从一个仓储地点到另外一个仓储地点的移动和物料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 
工厂的转移，这些是库存调拨的例子。库存调拨可以发生在同一工厂内或两 
个工厂之间。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移动类型 
在库存管理中，三位的移动类型区别了物料的移动。这些例子包括：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314 of 549  

· 采购订单的收货 

· 发货给生产 

· 货物从检验库存到非限制使用库存的转移 

在库存管理中，移动类型有重要的控制功能。 

参阅： 

MM - 库存管理 来获得关于移动类型的详细信息 

当在库存管理中执行货物移动时，系统决定是否应该为移动类型创建检验批量。 
可以通过检查是否已存在移动类型的批量来源来实现这一点。如果来源存在， 
系统检查为检验来源定义的检验类型是否在物料中已被激活。如果批量来源存 
在并且激活了相应的检验类型，那么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 

 
 

  批次管理 
物料，例如化学和生物产品，要求生产批量的精确通知单。如果按批次管理物料， 
那么批号和物料号被用来共同确认产品。库存管理使用这种识别方法。当为批次 
管理标记工厂中的物料时，必须把一个批号分配给每个物料数量。在货物移动发 
生时，必须指定批号和物料号。 

在库存管理系统中，在物料的第一次收货期间，可以自动地创建批次主记录和批 
次库存数据。没有必要手工地创建这些数据。 

如果系统因为货物移动而创建检验批量，那么批次将被自动地记录在检验批量中。 

参阅: 

LO -  批次管理 

 
 

  质量管理的库存管理 
物料主记录的质量管理视图中的指示符决定了： 

· 是否把物料过帐到检验库存 

· 是否创建检验批量 

· 检验批量有什么属性 

货物过帐到检验库存和创建检验批量，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作业。这意味着可以把 
物料数量过帐到检验库存而不用创建一个检验批量。另一方面，可以创建一个检 
验批量并且把货物过帐到非限制使用库存。 

物料主记录中的指示符的作用 
如果已为物料（在检验类型中）设置了检验库存指示符，那么物料被过帐到检验 
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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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验类型的QM处于活动状态，那么： 

· 将为物料的货物移动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通过库存管理的功能来支持） 

· 可以手工地创建相应批量来源的检验批量（使用质量管理的功能） 

当自动地创建一个检验批量时，通过与库存管理系统相关的QM系统来管理库存。这 
意味着必须使用QM模块的使用决策来处理库存相关检验批量的库存过帐。当用户手 
工地创建检验批量时，将不执行任何库存过帐。 

参阅：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库存过帐 
如果在物料主记录的QM检验数据中，物料的库存相关检验类型处于活动状态，那么 
检验库存的货物进出移动都必须由QM模块来处理，这意味着： 

· 在货物移动过程中创建检验批量 

· 在使用决策范围内进行货物移动 

另一方面，用户不可以处理检验库存相关的货物移动，该货物移动不产生检验批量。 

如果没有任何库存相关的检验类型处于活动状态，那么必须通过质量管理视图中的指 
示符来激活将货物过帐到检验库存的控制。如果库存相关的检验类型处于活动状态， 
那么不可以设置此指示符。对检验库存的过帐由QM检验数据的指示符来控制。 

下表汇总了可以从物料主记录中的指示符设置中产生的库存过帐。 

表中第一栏代表物料的检验库存指示符的设置。后两个指示符（用于激活QM和过帐 
到检验库存）和物料主记录的检验类型相关。 

库存过帐 

检验库存的基 
本数据 

       检验类型数据  
QM活动       检验库

存 

 
过帐到 ... 

 
系统 

   --    --                 
-- 

非限制的 存货管理 

   X    --                 
-- 

检验 存货管理 

   --    X                 
-- 

非限制的 QM(创建一个检验批量) 

   --    X                 
X 

检验 QM(创建一个检验批量) 

 

收货期间略过批量的略过库存 
根据QM检验数据中的设置，即使计划了质量检验并且把货物过帐到检验库存， 
仍可以立刻把物料过帐到非限制使用库存。只要根据当前的质量级别，而决定 
不检查创建的检验批量（略过批量）的任何特性，这就是允许的。 

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已为物料主记录中（QM检验数据）相应的检验类型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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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过和自动使用决策控制指示符。另外，特性本身必须允许略过（通过一个特性 
的影响来控制）。 

参阅：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库存过帐的例子 
下列例子建立在上表的设置基础上。 

在物料 Provit-BB011的物料主记录中，为收货检验激活QM并且设置检验库存指示 
符。 

当为2000个单位创建采购订单45000985时，系统从物料主记录中确定订购数量将被 
过帐到检验库存。 

如果为采购订单 45000985 处理收货，那么发生下列事件： 

· 2000个单位的检验批量被自动地创建 

· 把2000单位过帐到检验库存 

· 由与库存管理机能相关的QM模块来处理库存过帐 

 
 

  库存相关的检验类型 
  

检验批量来源 货物移动 

01 采购订单的收货 

04 从生产收货 

05 杂项收货 

08 库存调拨  

 
 

  检验批量创建的介绍 
检验批量可以这样创建： 

· 手工地 

· 自动地 

对检验批量来源89（杂项）的货物移动而言，用户必须使用QM模块中的功能来 
手工地创建检验批量。对其它类型的来源来说，系统可以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 
（但也可以为所有这些类型的来源手工创建检验批量） 

参阅： 

检验批量来源和批量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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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手工创建检验批量时，用户不可以参考原始凭证（收货凭证或交货单）。 

创建检验批量的先决条件 
为了创建检验批量，物料的QM必须处于活动状态。必须为在物料主记录中激活 
的检验类型设置指示符。 

在有或没有检验说明的情况下（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都可以实施检验。如果 
创建了一个没有分配检验说明的检验批量，那么不能记录特性结果；但是可以记 
录缺陷。这对使用不包含任何特性的检验计划或不执行特性基础上的检验也是成 
立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做出使用决策。为了在创建检验批量时分配一个检验说

明： 

· 必须在物料主记录的QM检验数据中激活指示符按计划检验或按说明检验。 

· 必须把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分配给物料 

· 检验计划的计划使用必须与检验类型的任务清单使用相同（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 
中设置） 

需要什么权限来访问和处理检验批量？ 
检验批量处理可以被连接到各种用户权限上，每当处理检验批量时由系统检查权限。 

· 物料权限 

QM中存储在物料主记录中的物料权限允许执行详细的权限检查。由授权对象检查 
下列作业： 

- 处理物料主记录中物料权限组 

- 处理检验完成作业并做出使用决策 

- 处理检验批量（手工地） 

- 处理检验结果（特性，缺陷） 

- 处理QM信息记录 

- 处理质量级别 

- 处理物料说明 

· 检验类型权限 

该权限控制了用户为了创建一个检验批量可以访问的检验类型。检验类型权限是工厂 
指定的。 

说明  
自动创建检验批量时，在QM模块中不执行权限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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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手工地创建检验批量 

用户必须为检验批量来源89（杂项）手工地创建检验批量。如果必要，也可以为大 
多数其它的 检验批量来源手工地创建检验批量。 

 

说明  
手工地创建检验批量时，用户不可以参考原始凭证（收货凭证，订单，交货单）。 

如欲手工地创建检验批量，那么： 

1. 调用功能 来创建检验批量。 

2. 为检验批量中的货物输入来源相关数据 。 

      数据输入的格式和字段取决于物料和检验批量来源。 

3. 把检验说明分配 给检验批量（如果需要，不被系统自动地执行）。 

4.    如果系统没有自动地计算样本大小，那么有两个选择： 

- 手工地激活 样本大小 的自动计算 

- 输入样本大小 

5. 保存检验批量数据。 

 
 

 
1
2 3  调用创建检验批量的功能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质量检验 � 检验批量处理 �  
检验批量 � 创建。系统显示用来创建检验批量的初始屏幕。 

2. 在适当的字段中输入物料、工厂号码和检验批量来源。 

3.    选择Enter。系统显示供应商有关数据的屏幕。 

  说明  
如果为物料定义了一个以上的检验类型，那么系统在显示供应商有关数据的屏幕

前， 
先显示一个对话框，从该对话框中可选择想要的检验类型。 

在检验批量来源01的情况下，当选择检验类型时可能有某种限制。如果采购的QM 
处于活动状态，同时存在着包括预定义检验类型（取决于状态概要和/或来源检验

的 
检验类型）清单的质量信息记录，那么只能从清单中选择检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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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输入来源相关的数据 

在供应商相关数据的屏幕中，输入下列信息来识别为之创建检验批量的货物来源： 

饭┯ιÌ 

凡晒鹤橹¯ 

芳煅榕　看笮¡ 

肺锪系男薅┘侗穑ㄈ绻　　螅© 

芳煅榻崾　掌冢 裳〉模合低掣　軶M检验数据中定义的检验开始日期和平均 
检验持续期来计算建议值） 

范涛谋荆 裳。© 

说明  
取决于用户输入的物料和检验批量来源，来源数据屏幕中的字段和号码可以 
按下面例子所述的那样改变： 

防　纾　绻　磁　挝　の锪希　敲聪低诚允疚　酥付ㄅ　味　　璧氖淙ë 
字段。 

范约煅榕　坷丛�89(杂项)而言，可以调用来源数据的第二个屏幕，在屏幕 
中可以输入客户相关的信息（选择转到　乱桓銎聊唬　＜煅槔丛�89是被 
最广泛地定义的来源，也就是说，可以为该检验批量来源维护最多的数据。 

 
 

 
1
2 3  分配检验说明 

根据物料主记录和任务清单中的设置，系统可以自动地分配一个检验说明（也说是， 
一个任务清单或物料说明）或由用户手工地分配它： 

啡绻　寻盐锪戏峙涓　ジ黾煅樗得鳎　敲聪低辰　远　匕阉得鞣峙涓　煅榕　俊£ 

啡绻　锪弦驯环峙淞思父黾煅樗得鳎　敲聪低巢荒茏远　胤峙湟桓鏊得鳌Ｔ谡庵Ö 
情况下，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该对话框包括了所有分配给物料的检验说明。必 
须从清单中选择一个说明。 

  说明  
如果没有选择说明，那么系统将在检验说明的屏幕上显示一则警告信息。为了 
在这个时候分配说明 ，必须回到以前的屏幕（基于来源的数据）并再次选择 
下一个屏幕。 

已经选择了说明后，系统自动地显示样本数据的屏幕。 

啡绻　匦氚醇煅樗得骼醇煅槲锪希　　低秤终也坏娇梢苑峙涓　锪系乃得鳎　敲´ 
用户将不能处理质量检验（也就是说，系统将不能计算样本大小，同时用户不能 
记录结果或做出批量的使用决策）。 

用户可以通过终止检验批量处理作业并执行下列步骤之一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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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改检验说明分配；也就是说，在物料主记录（QM检验数据）中撤消激活 
按计划检验或按说明检验。 

−检查任务清单的设置是否正确（例如，用户设置中的任务清单使用/检验类型 
分配；任务清单中的使用和状态）。 

如果用户在这种情况下保存检验批量（也就是说，没有检验说明）而不是终止检验 
批量处理，那么在完成检验前必须为物料维护一个有效的检验说明。 

参阅： 

使用检验说明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手工地决定样本大小 

如果QM检验数据中的手工样本计算的指示符不处于活动状态，那么在系统分配检验 
说明时，自动地计算样本大小。但是，如果为物料设置了手工激活样本计算的指示符， 
那么在系统计算样本大小前，必须选择编辑 � 样本计算。 

参阅： 

确定样本大小  

 
 

 
1
2 3  保存检验批量 

选择检验批量 � 保存来保存用户的数据。系统返回初始屏幕并确认批量和批量 
号码已被创建。 

 
 

  自动创建批量时检验类型的确定 
当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时，系统选择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预定义的检验类型为 
缺省检验类型。（除了来源01外，适用于所有检验批量来源）。在物料主记录的QM 
检验数据中，缺省检验类型也必须处于活动状态；如果检验类型未处于活动状态， 
那么不会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 

系统用下列不同方法为检验批量来源01（采购订单的收货）确定检验类型： 

啡绻　晒褐械腝M不处于活动状态或物料/供应商组合的质量信息记录中未存储 
状态概要，那么系统按上述过程来决定检验类型（也就是，选择缺省检验类型）。 

啡绻　晒褐械腝M处于活动状态，那么质量信息记录可用并且在质量信息记录 
中存储状态概要 ，然后系统根据当前的状态决定检验类型。 

对检验批量来源03（生产期间的检验）来说，当创建生产订单时可以指定订单类型。 
也可以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这个订单类型定义检验类型。在检验批量的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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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期间，系统选择该检验类型并自动地创建一个检验批量（如果在物料主记录的 
QM检验数据中，检验类型处于活动状态）。否则，系统将选择缺省检验类型。 

 
 

 使用检验说明 
如果想根据检验特性来记录检验结果，那么必须把一个任务清单或物料说明分配 
给检验批量。另外，必须在QM检验数据中，为特性基础上的检验设置指示符。 

如果在物料主记录中已为检验类型设置了适当的指示符，那么在创建检验批量时， 
系统会试图自动地分配一个任务清单或物料说明。在某些情况下，当第一次创建 
检验批量时，任务清单或物料说明也许不能自动地被分配。例如，在下列情况下 
就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 在物料主记录中未设置自动分配指示符 

· 设置了自动分配指示符，但： 

−没有作任何分配 

−有多于一个的分配 

如果处理货物移动者不能选择检验说明，那么质量部门的人员必须在以后通 
过更改功能来分配一个说明。 

手工地分配一个检验说明 
当创建一个检验批量或在检验批量中更改现存的检验说明分配时，用户可以手工地 
分配一个检验说明。 

说明  
在更改检验批量过程中，如果已经计算了样本大小（状态CALC），那么不 
可以更改检验说明分配。 

如欲把检验说明分配给一个检验批量，那么： 

1. 调用更改功能，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 
功能的初始屏幕 。 

2。  选择检验批量处理  � 检验批量 � 更改。 

      系统显示用来更改检验批量的初始屏幕。 

3。  输入想要更改的检验批量的号码。如有必要，可以通过检验批量查找功能或检验 
批量的可能输入帮助来查找检验批量号码。 

4。 选择 Enter 。系统显示供应商相关数据的屏幕。 

5。 选择转到 � 下一屏幕。将显示检验计划/物料说明数据的屏幕。 

  说明  
在这个屏幕中，可以为检验说明的选择（例如，物料、供应商工厂、修改级别、 
关键日期和计划使用）更改数据。 

6。  选择编辑　≡窦苹�/说明。如果仅有一个分配，那么系统将在屏幕的 
分配计划部分填充说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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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分配可用，那么系统将显示一个可从中选择说明的清单。 
在分配了一个检验说明后，系统在屏幕上重复关于检验说明分配的信息并 
发出一条确认信息。检验批量状态的更改显示该批量已被分配了检验计划 
或物料说明。 

 
 

 确定样本大小 
在可以使用检验批量执行检验前，检验批量必须包括样本大小。而且，在打印 
样本绘图指令或检验指令前，必须计算样本大小。（参阅 打印指令）。 

下面讲述了计算样本大小的两种方法： 

自动计算样本 
· 如果用户正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进行检验，那么系统使用分配给检验特性 

的样本过程。· 如果在没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情况下进行检验，那么根据输入

的检验比 
例值或根据100 ％检验指示符（两个控制都位于主记录的QM检验数据中） 
来计算样本大小。 

如果在物料主记录中已设置了适当的指示符，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必须手工激发自动 
计算。 

手工输入样本 
如果没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而进行检验，同时已在物料主记录的QM检验数据中激活 
了指示符手工样本输入，那么必须手工输入样本。 

在自动计算或手工输入样本后，检验批量状态被更改以表明检验批量的样本大小现在是 
可用的。 

使用检验说明时，将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样本的计算是自动地，那么系统显示检验批量大小、样本大小、和样本大小已被计 
算的信息。 

如果样本的计算不是自动发生的，那么必须通过选择编辑　　炯扑憷词止さ卮シ⒓扑恪£ 
然后，系统计算样本大小。 

根据被分配的检验说明（也就是，在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中分配给检验特性的采样过程） 
和质量级别来执行样本大小的计算。 

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得到一条样本大小已被计算的信息；然而，在检查了样本大小后， 
发现样本大小为零。如果检验计划仅包括在样本计算中不使用的可选特性，那么这种情况 
可能发生。 

如果样本确定导致了一个略过批量，那么系统将在屏幕上显示相应的信息并相应地设置检 
验批量状态。 

当未使用任何检验说明时， 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没有检验说明而执行了检验，那么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可以确定样本大小： 

啡绻　柚昧酥甘痉　止ぱ　臼淙耄　敲幢匦胧止さ厥淙胙　敬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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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绻　阎付　思煅榈谋嚷驶蚣せ盍�100％检验指示符，那么当用户选择编辑　　炯扑ã 
时，系统将计算样本大小。 

计算样本大小的例子 
下表说明了样本的计算。工序10中的特性10和30、工序20中的特性20，都有被分配给 
它们的采样过程。根据采样过程计算这些特性的样本。 

对于没有采样过程的特性，样本大小将基于物料主记录中定义的计量单位，本例中计量 
单位是千克。系统检查每个特性的样本大小，并把最大的单个样本用作检验批量的样本 
大小。本例中，样本大小来自于特性30。 

样本大小 

工序 特性 过程 样本大小 

    10     10     X     3 Kg 

     20      1 Kg 

     30     X     5 Kg 

    20     10      1 Kg 

     20     X     2 Kg 

检验批量的样本大小 = 5 Kg 

 
 

 
1
2 3  打印指令 

在样本已被计算后，可以打印出样本绘图指令和检验指令。（为了打印出这些检验指令， 
用户必须使用检验说明）。为打印指令而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额外 � 打印 � 样本绘图指令。 

· 额外 � 打印 � 检验指令。 

系统发出指令已被打印的信息。 

说明  
注意有关指令打印的下列要点： 

· 在维护检验类型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可以指定是否在检验批量的创建 
后立即打印出样本图指令和/或检验指令。 

· 如果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执行了检验，同时未在QM检验数据中设置指示 
符通过特性检验，那么将不在系统中存储检验结果。然而，仍可以打印出包 
括特性的检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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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在生产期间创建检验批量 

先决条件 
为了在生产期间创建检验批量，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检验批量来源03或13的检验类型必须处于活动状态。 

· 在生产中必须为物料创建一个检验工艺路线，并且必须把一个或更多的检验特性 
分配给工艺路线中的工序。 

· 必须为物料创建生产订单。系统检索物料的有效工艺路线，并把工序和特性从工序 
路线复制到生产订单中。 

· 最后，在已下达了生产订单后，系统将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 

  说明  
生产订单和检验批量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 

 

参阅： 

生产中的检验（有检验点）  

 
 

  货物接收时，检验批量的自动创建 
如果物料的QM处于活动状态，那么如果在库存管理系统中记录收货，将自动地 
创建检验批量。下表提供了R/3系统中收货过帐来源一览。 

收货的来源 

来源 从... 过帐到.... 具有.... 

外部 供应商 仓库 采购订单 

内部 生产 仓库 生产订单 

 

下列各部分主要描述了采购订单的收货过帐。对生产订单来说，收货过帐的顺序是相同的。 

收货过帐的一般过程 
当交货给仓库时，通常在把货物过帐到用于消耗或发送的非限制使用库存前，为检验而保 
留货物。如果为检验类型激活把货物过帐给检验库存的控制指示符，那么库存将被分配一 
个库存种类。货物被检验或下达前，库存种类被一直保留。已被过帐到检验库存的货物将 
不可用于消耗或发送。 

说明  
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时，由QM模块来执行所有库存过帐。因此可以通过使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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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功能来进行库存过帐。 

如果发生下列情况，那么QM模块将创建检验批量并维护物料的库存： 

· 检验类型的QM处于活动状态 

· 为检验类型激活把货物过帐到检验库存的控制 

· 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 

收货处理可按如下方法汇总： 

1. 在库存管理系统中， 收货已被记录。 

- 检查质量级别 

- 创建检验批量（自动地） 

- 把数量过帐到检验库存（自动地） 

- 确定样本大小（自动地） 

- 采用样本（手工地） 

2. 由检验员检查货物。 

3. 在QM模块中记录检验结果。 

4. 在QM模块中为检验批量做出使用决策。 

- 把数量过帐到非限制使用库存 

- 更新质量级别记录（自动地） 

参阅: 

检验结果  

检验完成  

 
 

 
1
2 3  过帐订单的收货 

如欲为采购订单过帐收货，那么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锪瞎芾懋存货管理。系统显示存货管 
理功能的初始屏幕。 

- 对于采购订单，选择货物移动 � 货物接收 � 为采购订单 �  
<PO已知号码或 PO 未知号码>。 

- 为生产订单，选择货物移动 � 货物接收 � 为订单。 

系统显示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初始屏幕： 

- 凭证表头数据 

- 凭证项目的建议数据 

- 打印收货/发货单的数据 

2.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下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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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证表头数据 

- 移动类型101（给仓库的订单），从菜单中选择移动类型　　挚獾腜O来访 
问采购订单的移动类型的清单。 对采购订单选择货物移动 � 给仓库的订单 。 

- 采购订单或生产订单的号码，可使用系统的帮助功能。 

- 行项目号，如果只想处理来自订单的一个项目。  

- 工厂号码，如果只为一个工厂处理项目  

3. 选择继续。系统访问订单的项目选择屏幕。 

4. 从项目选择屏幕中，选择想处理的订单项目。为每个订单项目： 

a. 检查数量。系统建议订单数量。如果交货数量不同，那么可以更改建议的数量。 

b. 输入仓储地点(SLoc) 或更改由系统建议的仓储地点。  

c. 如果交货数量少于订购数量，并且用户预计该订单项目没有附加的交货，那么 
设置DIC （交货完成）指示符。  

5. 已完成了维护订单项目时，从工具条中选择复制 。复查在一览屏幕上显示的所有 
项目。 

6. 过帐收货。 

参阅： 

MM 库存管理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当过帐收货时，将发生什么事情 
过帐收货时，系统创建物料凭证，它是货物移动的系统证据。可以通过物料凭证 
号码来执行一些检验处理功能（例如，选择检验批量）。 

系统根据为物料和检验类型设置的控制指示符，来确认应该在何时为项目创建一个 
检验批量。如果检验批量必须被创建，那么可激活适当的功能来执行必要的过程 
（包括检验说明的分配和样本大小的计算）。 

当仓库管理系统处于活动状态时，将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由仓库管理（WM）系统来管理仓库和仓储地点，那么可以执行其它的步骤来 
追踪货物移动。当已在库存管理中对收货进行了过帐时，系统把物料数量（也就是 
quant）分配给暂时的仓储地区并在WM系统中创建转移要求。使用WM系统并根 
据转移要求中的信息来创建划帐委托。划帐委托把物料数量从暂时仓储地区转移到 
仓库中的仓储位。 

把物料数量的库存类型和转移要求设置给检验库存。货物被分配给有动态坐标的仓 
储容积，动态坐标可以是订单号码或其它凭证。  

说明  
虽然物料已在仓库中（在创建了划帐委托来把物料从暂时仓储转移到仓库后）， 
但它不可以因发货而从库存中移走。因为物料已被分配给检验库存，它不属于 
非限制使用库存并且不可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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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料数量中存储检验批量的号码。 

检验批量包括存储样本的仓储地点。在为使用决策过帐时，这是自动创建划帐委托 
所必需的。 

 
 

 使用工作清单功能来执行检验 
本节描述了怎样使用工作清单功能来执行有关检验处理的任务： 

工作清单功能：概述 

触发源检验 

触发批次物料的检验 

显示或更改检验批量的数据 

记录检验批量的结果 

在检验未完成的情况下处理检验批量 

处理在检验库存中有未清数量的检验批量 

处理没有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 

检验批量清单的共同使用决策 

检验批量或生产批量的自动使用决策 

计算并结算QM订单的成本 

 
 

  工作清单功能：概述 
工作清单功能是一个工具，可以用它来帮助执行有关处理检验批量的重复任务。使用 
工作清单功能，并根据输入的选择准则，可以为检验处理的任务产生有关对象的一个 
清单。然后，就能以更快和更有效的方式处理这些对象。 

使用工作清单功能，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 触发源检验  

· 触发批次物料的检验 (监控批次物料的截止日期和常规检验日期) 

· 显示或更改检验批量数据  

· 处理结果记录的检验批量  

· 在检验未完成的情况下处理检验批量  

· 处理在检验库存中有未清数量的检验批量  

· 处理没有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  

· 为检验批量做出共同的使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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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检验批量或生产批量做出自动使用决策  

· 为QM订单计算制造费用并结算成本  

也可以使用 作业计划和报表变式 的功能来进一步自动化检验处理一些任务。 

 
 

  作业计划和报表变式 
当使用工作清单功能来执行检验处理任务时，也可以使用作业计划和报表变式的功能 
自动化或简化重复数据和处理任务。 

作业计划和执行 
作业计划和执行功能允许用户调度被自动执行的工作清单任务。例如，可以为工作清单 
任务预定义选择准则并以某个变式名保存它。可为下列工作清单任务使用作业计划和执 
行功能： 

· 自动地触发源检验 

· 自动地触发常规检验（监控批次物料的截止日期和常规检验日期） 

· 作出检验批量的自动使用决策 

· 作出生产批量的自动使用决策 

如欲了解有关使用检验计划和执行功能的信息，可参考下列过程： 

· 创建作业变式  

· 计划用来执行的作业变式  

· 显示作业一览  

· 删除、打印或更改作业变式  

报表变式 
当执行工作清单任务时，由系统来检索用户想要处理的来源于数据库的清单对象。 
可以通过在报表中为对象定义查询数据库的各种选择准则来实现。通过使用报表 
变式，在每次处理对象清单时，将没有必要重复输入选择准则。 

可以为下列工作清单任务 ： 

·  显示或更改检验批量数据 

· 为结果记录处理检验批量 

· 在检验未完成的情况下处理检验批量 

· 处理具有检验库存中未清数量的检验批量 

· 处理没有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 

· 为检验批量做出共同的使用决策 

关于如何使用报表变式，可参考下列过程： 

· 报表变式的命名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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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报表变式  

· 检索、显示或删除报表变式  

 
 

  触发源检验 
这个功能产生一份具有未清采购订单和将被处理的源检验计划协议的物料的清单。 
源检验是由客户、订购方或他的代理人发起和参加的接受检验。由下列主体来执 
行来源检验：  

· 接受货物方或接受服务方 

· 供应商，在接受方出席的情况下 

· 由接受方授权的第三方 

当系统产生源检验的工作清单时，它只考虑下列情况中的物料和供应商： 

· 存在质量信息记录（这些记录必须把源检验指定为检验类型） 

· 在物料主记录中已定义了检验类型 

当产生源检验的工作清单时，系统将考虑检验必须被执行的时间框架（包括在质量信息 
记录中指定的提前日期）。 

手工触发源检验 
可以为有源检验资格的物料手工地产生一个清单。如果想重复使用同样的选择准则，那么

可以 
定义选择准则的一个报表变式（有关怎样创建报表变式的信息，参考：作业计划和报表变

式 
部分）。有关怎样手工地触发源检验的指令，可参考 手工触发源检验 。 

作业计划和执行 
可以通过作业计划和执行功能来让系统按预定的间隔自动触发源检验。关于怎样创建和 
计划工作变式方面的信息，可参考 ： 作业计划和报表变式。 

 
 

 
1
2 3  手工触发源检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选择工作清单 � 触发检验 � 源检验 � 手工地触发。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 
准则的屏幕。 

  说明  
如果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使用用户注册名或预定义的名字来定义一个报表 
变式，那么系统将显示被预定义的选择准则。如果用户使用不同名称定义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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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变式，那么可选择转到 � 变式 � 获得来调用报表变式。 

3. 如果未定义报表变式，那么此时可输入期望的选择准则。（例如，对供应商、料 
和工厂的准则）。系统提供计划交货日期和未定期的缺省值。可以更改这些缺省值。 

4.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来产生选择清单： 

- 程序 � 执行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 程序 � 在后台执行 

5. 系统为有源检验资格的物料创建一个清单，在这个清单中可以执行下列功能： 

- 在清单中为物料创建检验批量 

- 为物料显示物料凭证（采购订单） 

- 显示物料的质量信息记录 

 
 

 报表变式的命名约定 
当创建报表变式时，可以定义各种选择准则，系统用它们来查找和检索来源于数据的 
信息。如果使用相同的选择准则重复执行查询，那么用户可以把选择准则当作报表变 
式来保存。通过这种方法，不必在每次查询前重复输入选择准则，就可快速检索信息。 

系统允许用户以不同方法来创建变式。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期望的名称来创建和保存 
报表变式。然而，也可以用系统建议的名称来保存报表变式。例如，可以： 

· 用用户注册名保存报表变式（例如， U_USERNAME） 

· 在QM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用预定义的名称保存报表变式（例如，SAP_TCODE_*）。 
关于报表变式的其它信息可参考QM实施指南。 

如果使用用户注册名或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预定义的名称来定义报表变式，那么一旦调 
用使用报表的功能，就会自动地显示保存在报表变式中的选择准则。 

如果按通常的方式使用杂项名称来定义报表变式，那么在调用相应功能后，必须手工地调 
用期望的报表变式。 

 
 

1
2 3  定义报表变式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取决于用户想执行哪一个工作清单而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工作清单 � 检验 � 更改数据或显示数据 

· 工作清单 � 结果记录 

· 工作清单 � 检验完成 

· 工作清单 � 检验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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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清单 � 使用决策 (UD) 

· 工作清单 � 共同 UD 

3.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期望的选择准则。 

  说明  
屏幕中的一些字段可能要求一些必需的输入。用户应确认已为这些字段输入了 
所需的数据。 

4. 取决于用户想定义的报表变式类型，可以执行下面的过程： 

使用一个杂项名称来定义报表变式 

a. 选择转到 � 变式 � 保存变式。 系统显示变式和字段属性的屏幕。 

b. 输入变式名称和对变式的简短描述。如果需要，激活一个或多个变式属性。 
（例如，仅在后台，保护变式，不显示变式）。 

c. 为期望的字段属性激活相应指示符（可选的）。 

d. 保存数据。系统返回用于维护变式的初始屏幕并显示变式已被保存的信息。 

使用用户注册名来定义报表变式 

a. 选择程序 � 执行。系统产生符合输入选择准则的所有物料的清单。 

b. 选择设置 � 设置变式。系统再次显示把用户注册名称当作变式名称  
(U_USERNAME)的选择准则屏幕。 

c. 选择编辑 � 继续。系统显示变式和字段属性的屏幕。 

d. 输入变式描述。如有必要，激活一个或更多的变式属性（例如，仅在后台， 
保护变式，不显示变式）。 

e. 为期望的字段属性激活相应指示符（可选的）。 

f. 保存数据。系统返回到具有选择准则的屏幕并显示变式已被保存的信息。 

 
 

 
1
2 3  检索、显示或删除报表变式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的 
初始屏幕。 

2. 取决于用户想执行哪一个工作清单功能，而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工作清单 � 检验 � 更改数据 或显示数据 

· 工作清单 � 结果记录 

· 工作清单 � 检验完成 

· 工作清单 � 检验库存 

· 工作清单 � 使用决策 (UD) 

· 工作清单 � 共同 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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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显示选择准则的初始化屏幕。 

3. 取决于是想检索、显示还是删除变式，而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转到 � 变式 � 获得 

· 转到 � 变式 � 显示 

· 转到 � 变式 � 删除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创建作业变式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取决于用户执行何种任务，而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工作清单 � 触发检验 � 源检验 � 作业计划。 

- 工作清单 � 触发检验 � 截止期监控 � 作业计划。 

- 工作清单 � 自动UD � 检验批量 � 作业计划。 

- 工作清单 � 自动UD � 生产批量 � 作业计划。 

系统显示常规检验或自动使用决策的作业计划屏幕。 

3. 在作业计划的初始屏幕中，选择计划作业 � 创建变式。系统显示用来创建变式的 
对话框。 

4. 输入变式名称，然后选择创建。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初始屏幕。 

5.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期望的选择准则。 

  说明  
屏幕上的一些字段可能要求一些必需的输入。用户应确定已为这些字段输入了 
所需的数据。 

6. 选择编辑 � 继续。系统显示变式和字段属性的屏幕。 

7. 输入对变式的简短描述。如果需要，激活一个或多个变式属性。（例如，仅在后台， 
保护变式 ，不显示变式）。 

8. 为字段属性激活期望的指示符（可选）。 

9. 保存数据。系统返回用于维护变式的初始屏幕，并显示变式已被保存的信息。 

 
 

 
1
2 3  计划用来执行的作业变式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的 
初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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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决于用户执行何种任务，而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工作清单 � 触发检验 � 源检验 � 作业计划。 

- 工作清单 � 触发检验 � 截止期监控 � 作业计划。 

- 工作清单 � 自动UD � 检验批量 � 作业计划。 

- 工作清单 � 自动UD � 生产批量 � 作业计划。 

系统显示常规检验或自动使用决策的作业计划屏幕。 

3. 用光标标记变式来选择一个想显示的变式。 

4. 选择计划作业� 计划作业。系统显示一个用来输入工作计划数据的屏幕。 

5. 输入被执行工作的日期和时间。 

6. 选择下列计划选项之一： 

- 计划一次 

如果选择了该选项，那么系统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计划执行的作业。作业只被 
执行一次 。 

- 周期性计划 

如果选择了该选项，那么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选择作业被 
重复的间隔时间。作了选择之后，选择创建来保存具有计划选项的变式。  

 
 

 
1
2 3  显示作业一览 

可以显示已被计划执行的作业一览（例如，开始日期/时间、状态、计划者、变式名称）。 
执行下列步骤来显示工作一览：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取决于用户执行何种任务，而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工作清单 � 触发检验 � 源检验 � 作业一览。 

- 工作清单 � 触发检验 � 截止监控 � 作业一览。 

- 工作清单 � 自动UD � 检验批量 � 作业一览。 

- 工作清单 � 自动UD � 生产批量 � 作业一览。 

3. 在作业计划的初始屏幕中，选择转到 � 显示计划来显示文件一览。 

 
 

 
1
2 3  删除、打印或更改作业变式 

按如下步骤来删除、打印或更改现有的工作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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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取决于用户执行何种任务，而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工作清单 � 触发检验 � 来源检验 � 作业计划。 

- 工作清单 � 触发检验 � 截止监控 � 作业计划。 

- 工作清单 � 自动UD � 检验批量 � 作业计划。 

- 工作清单 � 自动UD � 生产批量 � 作业计划。 

系统显示常规检验或自动使用决策的作业计划屏幕。 

3. 用光标标记变式来选择想显示的变式。 

4. 选择计划作业 � 显示 /更改变式。系统显示一个包括选择准则和变式参数的屏幕。 

5. 根据用户想如何处理变式，而执行下列过程中的一个或几个： 

删除变式 

a. 选择变式 � 目录。系统显示一个包括变式目录信息的屏幕。 

b. 选择变式 � 删除。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必须标记将被删除的变

式。 

c. 选择删除来删除变式。 

打印变式 

a. 选择变式 � 打印。系统显示用来输入打印参数的屏幕。 

b. 输入打印参数，然后选择输出 � 打印来打印变式。 

更改选择准则 

a. 选择变式 � 更改值。 

b. 把选择准则更改成所期望的准则，然后选择变式 � 保存来保存数据。 

显示或更改变式属性 

a. 选择变式 � 显示属性来显示变式的属性。 

b. 选择变式 � 更改属性来更改变式和变式的字段属性。 

 
 

  触发批次物料的检验 
按批次维护的物料和存储在仓库中的物料必须通过有规律的检验来确保质量说明已被维

护。 
根据下列日期，QM模块提供了自动监测这些物料的方法： 

· 批次截止期  (最长的储存期限) 

· 常规检验的日期 

通过监控这些日期，系统可以自动地识别所有可用于检验批量创建、状态更改或传递过帐 
的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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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系统能监控这些日期，必须在物料主记录中为批次物料激活检验类型09（常规检

验）。 

监控批次截止日期 
如果超出了批次的截止日期，那么系统可以自动地做传递过帐。过帐将发生在下列情况下： 

· 当在未定期超出了批次的截止日期时，这意味着当前日期加上提前日期大于批次 
截止日期。 

· 在常规检验的选择准则屏幕中，必须已为冻结批次（冻结批次）设置了控制指示符。 

如果满足上述条件，那么系统将做如下传递过帐： 

· 如果在批次工厂中，批次状态管理功能处于活动状态，那么把批次状态从“已下达”  
更改到“未下达” 

· 如果在批次工厂中，批次状态管理功能未被激活，那么批次库存被过帐到冻结库存。 

如果冻结批次的指示符未被设置，那么系统将产生一份已经达到或超出截止日期的所有 
批次的清单。 

监控常规检验日期 
如果下次检验的日期处于未清日期，那么系统可以自动地触发常规检验；这意味着当前 
日期加上提前日期大于下次检验日期。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为批次库存中的每个仓储库 
位创建一个检验批量。 

如果在物料主记录中（在工厂级别）已经定义了监控日期的间隔，那么将发生上述事件。 

除了创建检验批量外，系统也可以冻结批次或者把批次库存过帐到检验库存。在这种情 
况下，冻结批次意味着： 

· 如果批次工厂中的批次管理功能处于活动状态，那么批次状态被更改为“未下达” 

· 如果批次工厂中的批次状态管理功能未被激活，那么批次库存将被过帐到冻结库存 

可以在下列时间更改这些库存： 

· 创建了检验库存时立即更改 

· 如果已达到或超出了批次检验日期时 

在这两种情况下，系统通过一个延迟的传递过帐来允许批次库存尽可能地保持在非限制 
使用库存。在这个期间仍可以执行检验。如果系统做了延迟的传递过帐，那么应该每天 
计划一个作业来确认库存已被正确地冻结。 

手工触发常规检验 
可以手工地产生有资格进行常规检验的物料的清单。如果想重复的使用同样的选择准则， 
那么可以定义选择准则的一个报表变式（有关怎样创建报表变式的信息，可参考： 作业

计划和报表变式 有关如何手工触发常规检验的指令，可参考过程：  
手工触发常规检验。 

作业计划和执行 
可以通过作业计划和执行功能让系统按预定义间隔自动地触发常规检验。关于怎样创建和 
计划作业变式，可参考： 作业计划和报表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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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手工触发常规检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 
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工作清单 � 触发检验 � 截止期监控 � 手工触发。 

      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屏幕。 

3. 在适当的字段中输入期望的选择准则并激活期望的指示符。 

4.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程序 � 执行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 程序 � 在后台执行 

5. 系统为有资格进行常规检验的物料自动地创建检验批量，然后显示有下列信息的清

单： 

- 是否创建检验批量 

- 在创建检验批量或过帐库存时，是否发生了错误 

 
 

  显示或更改检验批量的数据 
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来产生用户想为之显示或更改数据的检验批量的清单。使用这个功能， 
可以显示或更改下列信息： 

· 检验批量的说明 

· 使用决策数据 

· 特性结果 

· 缺陷记录 

除了显示或更改检验批量的上述信息，也可以用SAP业务图表格式来产生统计或者把 
被选择数据传递到Excel电子报表。 

系统显示这些检验批量的下列信息： 

· 检验结束日期 

· 检验批量来源 

· 物料描述 

· 批次 

· 物料短文本 

· 未清短期特性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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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清长期特性的数量 

· 检验批量大小 

· 计量的基本单位 

· 缺陷份额 

参考过程：怎样显示或更改检验批量清单的数据，来产生在想要为之显示或更改数据的 
检验批量的工作清单。 

参阅: 

 检验批量  

 
 

 
1
2 3  怎样显示或更改检验批量清单的数据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选择工作清单  检验 � 更改数据或显示数据。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 
屏幕。 

3. 在适当的字段中，输入期望的选择准则。 

4.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来产生检验清单： 

- 程序 � 执行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 程序 � 在后台执行 

5. 系统创建符合输入选择准则的检验批量的清单。 

6. 标记一个检验批量并在菜单条中选择期望的功能来显示或更改检验批量数据。 

 
 

  记录检验批量的结果 
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来创建一份将要为结果记录而处理的检验批量、部分批量、工序、检验

点 
和特性的工作清单。 

例如，可以为一个工作中心产生和处理有未清特性的工序的清单。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新工

作 
清单或更改选择准则。可以从这个清单中，转到结果记录功能来记录被选择的对象的结果。 
当用户在清单中处理了工序后，它将被相应地标记。 

当使用该功能创建工作清单时，将有层次地显示下列对象（清单仅包括那些有权限处理 
的对象）： 

· 处理模式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338 of 549  

· 检验批量、物料短文本、批号 

· 部分批量、批号 

· 工序、工序短文本、工作中心 

· 检验点、识别 （用户字段） 

· 特性、特性短文本 

如果没有部分批量或检验点可用， 那么系统将取消这些层次级别。  

可以在清单中执行下列功能： 

· 选择结果纪录的工序、检验点或特性 

· 用同样的选择准则来更新清单 

· 更改选择准则 

· 把各种选择准则当作变式保存 

· 显示图例 

· 展开或压缩层次结点 

参考过程：怎样记录检验批量清单的结果，来创建想为之记录结果的 
检验批量的工作清单 

参阅: 

检验结果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怎样记录检验批量清单的结果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 
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工作清单 � 结果记录。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屏幕。 

3. 在适当的字段中输入期望的选择准则。 

4.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来产生选择清单： 

- 程序 � 执行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 程序 � 在后台执行 

5. 系统为那些符合输入选择准则的检验批量产生特性的清单。 

6. 细分检验批量的被选择层次结点来显示工序和特性数据。 

7. 标记检验批量的被选择的工序或特性。然后选择编辑　≡瘛Ｏ低澄　谎≡竦Ä 
工序或特性调用结果记录屏幕。 

8. 记录检验结果，评估和关闭特性，然后保存工序的数据。当已经完成处理工序的 
特性：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339 of 549  

- 根据特性的状态用不同颜色加亮它们（选择额外 � 图例来显示彩色编号的图例） 

- 在工序的左边将显示一个复选标识来指出已记录结果。 

 
 

  在检验未完成的情况下处理检验批量 
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来产生未被完成的检验批量的清单。工作清单包括有关被选择的检验 
批量的下列信息： 

· 检验的开始和结束日期（如果超出了期限，将加亮相应的字段） 

· 检验批量号码（如果不能完成批量，那么加亮它） 

· 工厂号码 

· 检验批量的处理状态 

· 未清的短期和长期特性的数量 

· 物料描述 

参考过程： 怎样完成检验批量清单的检验 ，来产生未被完成的检验批量的工作清单。 

参阅: 

检验完成  

 
 

 
1
2 3  怎样完成检验批量清单的检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选择工作清单 � 检验完成。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屏幕。 

3. 在适当的字段中输入期望的选择准则。 

4.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来产生选择清单： 

- 程序 � 执行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 程序 � 在后台执行 

5. 系统创建符合输入选择准则的检验批量的清单。 

6. 标记一个检验批量，然后选择执行。系统为被选择的检验批量调用用来做出使用 
决策的功能。 

7. 输入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代码并保存数据。系统返回到工作清单并显示信息表明 
已保存了批量的使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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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在检验库存中有未清数量的检验批量 
可以为具有未清库存过帐的检验批量产生工作清单。其中包括所有没有把批量数量完全 
过帐到库存的检验批量。可以从这个清单中，选择想为之更新库存过帐的一个、几个或 
所有检验批量。对检验批量的所有更改是在“有历史的情况下”做出的。  

工作清单仅包括与库存相关并且至少为之完成了短期检验的检验批量。工作清单包括 
有关检验批量的下列信息： 

· 检验结束日期（如果超出了期限，加亮相应的字段） 

· 检验批量号码 

· 工厂号码 

· 未清数量（如果已完成了检验并做了使用决策，则被加亮） 

· 相应的计量单位 

· 物料短文本 

参考过程怎样处理具有未清库存数量的检验批量的清单来产生为之进行库存过帐的检验 
批量的工作清单。 

参阅: 

检验完成  

 
 

 
1
2 3  怎样处理具有未清库存数量的检验批量的清单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选择工作清单 � 检验库存。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屏幕。 

3. 在适当字段中输入期望的选择准则。 

4.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来产生选择清单： 

- 程序 � 执行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 程序 � 在后台执行 

5. 系统创建符合输入选择准则的检验批量的清单。并用红色加亮那些已被完成的 
检验批量。 

6. 标记检验批量然后选择执行。系统为被选择的检验批量调用用来做出使用决策 
的功能。 

7. 选择转到 � 检验批量的库存来调用库存过帐的屏幕。 

8. 为检验批量进行必要的库存过帐，然后保存数据。系统将返回到工作清单并 
显示已进行库存过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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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没有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 
这个功能允许用户产生没有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的清单。从这个清单中，可以选择一个、 
一些或所有的检验批量并为之输入使用决策。 

该工作清单包括有关检验批量的下列信息： 

· 检验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如果超出了期限，那么加亮相应的字段） 

· 检验批量号码 

· 工厂号码 

· 检验批量的处理状态 

· 未清特性的数量（短期和长期特性） 

· 用来指定是否已经开始或完成检验的指示符 

· 物料短文本 

参考过程： 怎样为检验批量的清单做出使用决策来产生没有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的清单。 

参阅: 

检验完成  

 
 

 
1
2 3  怎样为检验批量的清单做出使用决策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选择工作清单 � 使用决策（UD）。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标准的屏幕。 

3. 在适当的字段中，输入期望的选择标准。 

4.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来产生选择清单： 

- 程序 � 执行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 程序 � 在后台执行 

5. 创建符合输入选择准则的检验批量的清单。 

6. 标记一个检验批量，然后选择执行。系统为被选择的检验批量调用做出使用决策的 
功能 。  

7. 输入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代码，然后保存数据。系统返回到工作清单并显示已保存 
批量使用决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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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批量清单的共同使用决策 
可以产生为之做出共同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的清单。工作清单包括有下列特点的所有 
检验批量： 

· 特性处理已被完成 

· 未被做出使用决策 

· 未被拒收任何特性 

· 未被记录任何缺陷 

系统在清单中显示检验批量的下列信息： 

· 检验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如果超出了时间期限，那么加亮相应的字段） 

· 检验批量号码 

· 工厂号码 

· 检验批量的处理状态（两个活动状态的较大者） 

· 物料号码和物料描述 

参考过程：怎样做出检验批量清单的共同使用决策，来产生为之做出共同使用决策的检验 
批量的清单。 

 
 

 
1
2 3  怎样做出检验批量清单的共同使用决策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处理。系统显示质量检验 
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工作清单 � 共同的UD 。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屏幕。 

3. 在适当的字段中输入期望的选择准则。也可以激活指示符来包括略过的批量和长期特

性。 

4. 在使用决策代码的字段中，输入用于清单中所有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代码。如有必要，  
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一个代码。如果把缺省库存建议连接到被选择的使用决策代  
码上，那么系统将过帐相应的库存。 

5.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来产生选择清单： 

- 程序 � 执行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 程序 � 在后台执行 

6. 系统创建符合输入选择准则的检验批量的清单。  

7. 在清单中标记想为之做出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然后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编辑 � 做出 UD (前台) 

系统将为每个被标记的检验批量而显示用来做出使用决策的初始屏幕；当显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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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批量的初始屏幕时，选择 Enter 。系统做出使用决策并进行检验批量库存过帐。 

- 编辑 � 手工地做出 UD (后台) 

 系统在后台为被标记的所有检验批量自动做出共同使用决策。 

- 编辑 � 手工地做出UD 

如果选择本选项来手工地做出使用决策，那么必须为每个被选择的批量输入 
使用决策代码。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检验批量或生产批量的自动使用决策 
如果检验批量中的货物没有缺陷，即已满足了特定条件，那么系统可以自动地完成检验。 
当系统做出自动使用决策时，它将：  

· 完成检验批量 

· 做出使用决策 

· 通过相关的库存过帐来下达来源于检验库存的货物 

手工地做出自动使用决策 
可以手工地产生适合于自动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的清单。如要重复地使用同样的选择 
准则，那么可以定义选择准则的报表变式（有关怎样创建报表变式的信息可参阅  
作业计划和报表变式 ）。有关如何手工地触发来源检验的指令，可参阅  
怎样手工地做出自动使用决策。 

作业计划和执行 
可以通过作业计划和执行功能，而按预定义的时间间隔自动地做出自动使用决策。 
有关怎样创建和计划作业变式的信息，可参考： 作业计划和报表变式部分。 

参阅: 

自动使用决策  

 
 

 
1
2 3  怎样手工地做出自动使用决策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检验。系统显示质量检验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工作清单 � 自动UD � 检验批量 � 手工地触发 

- 工作清单 � 自动UD � 生产批量 � 手工地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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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自动使用决策显示用来输入批量选择准则的屏幕。 

3. 在选择屏幕中，执行下列步骤： 

a. 输入工厂号码和检验类型 

b. 如果应该为被略过的批量和被完成的批量做出自动使用决策，那么应该激活 
适当的指示符 

c. 如果将要包括长期特性，那么激活相应的指示符 

4.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来产生检验批量的清单： 

- 程序 � 执行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 程序 � 在后台执行 

5. 系统显示将为自动使用决策而处理的检验批量或生产批量的清单，以及相关的使用 
决策、 状态和库存过帐信息。 

 
 

 计算并结算QM订单的成本 
可以通过工作清单来计算和结算与QM订单相关的成本。为此目的，工作清单功能 
包括下列菜单选项： 

· 最后成本 � 间接成本 

· 最后成本 � 结算 

有关怎样使用这些功能，可参考控制（CO）模块中的下列R/3联机文档： 

CO - 管理内部订单（周期性的实际过帐） 

参阅: 

质量相关成本  

 
 

 质量相关成本 
本节描述了在SAP系统和QM模块中质量相关成本如何被记录和管理。 

质量相关成本：概述 

管理质量相关成本 

创建和维护QM订单 

检验工序的确认作业 

评估QM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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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相关成本：概述 

什么是质量相关成本? 
质量相关成本是一个企业根据预定义的质量要求在计划和保证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过程中花费的成本。一个公司的质量相关成本包括与质量保证任务相关的广义的 
费用。在SAP－QM模块中，这些成本被分成： 

· 评估成本 

这些成本和检验处理作业相关（例如，用于执行检验的人力、物料和设备成本）。 

· 不合格成本 

这些成本是和产品或服务相关的内部或外部失败成本（例如，缺陷成本，返工成本， 
担保费用）。当处理质量通知单时这种类型的成本被记录下来。 

在QM模块中，用户只能记录真正的评估成本和不合格成本。现在还未支持管理计划 
成本的功能。其他类型的质量相关成本例如预防成本也能在其他SAP模块中被记录；  
例如人力资源（HR）模块可以记录用于培训质量检验者的费用。 

为什么计算计量相关成本? 
对一个成功的质量管理程序来说能进行质量相关成本计量的能力是必要的。在许多商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组织中，质量相关成本代表了该组织的费用中相当大的份额。能有效地 
计量其质量相关成本的公司才能通过执行必要的步骤来控制这些成本并提高质量。这样做 
的结果是提高了利润率和竞争力，并且同时增加了顾客的满意程度。 

参阅: 

质量通知单  

 
 

  管理质量相关成本 

在SAP系统中如何管理成本? 
控制 (CO) 模块负责在SAP系统中管理所有成本（例如，对于来源于公司不同工序区域 
的所有成本进行制定计划、监测、结算和分析等管理）。CO模块维护不同的定单类型来 
对来源于不同的SAP应用程序中的成本相关订单进行分类。在CO模块中，订单类型06被 
定义为管理质量相关成本的类型。 

说明  
可以在有或没有QM模块的交互作用情况下，在CO模块中管理质量相关成本。如  
果用户没有要求QM机能来管理成本，则QM模块不会要求特殊的设置。 

在QM中如何管理质量相关成本? 
如果用户想要在QM模块中处理质量相关成本，则检验处理和质量通知单处理的功能必须 
被连接到CO模块上。QM模块为此使用QM订单。评估成本和不合格成本在QM订单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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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而订单接着因成本计算的需要被CO模块处理。在标准系统中定义了下列三种类型

的 
QM订单 ： 

· 评估成本的 通用QM订单  

· 评估成本的 单独QM  

· 不合格成本的QM订单  

用户可以在QM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其他类型的QM订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参阅: 

图示：质量相关成本一览 

在QM中如何确认质量相关成本? 
在QM模块中，评估成本和不合格成本以不同的方式被记录： 

· 评估成本 

在SAP系统的后勤支持系统应用中，用户不能以货币术语直接记录评估成本，相反， 
根据作业时间疽簿褪怯糜谥葱幸坏兰煅楣ば虻淖饕道嘈退　璧氖奔洌ɡ 　纾　急甘

± 
间、机器机器时间或人工时间是作业类型）来记录这些成本。在CO模块中，一个QM 
订单的被确认的作业时间根据预定义的作业价格被转换为实际成本。 

· 不合格成本 

在QM模块中，用户只能创建QM订单，系统自动把QM订单分配给用户正在处理的 
质量通知单。在CO模块中，不合格成本被借记入QM订单。 

 
 

  评估成本的通用QM订单 
在标准的系统中QM订单的这种类型被识别为订单类型 QL01 。一个通用QM 
订单有下列属性： 

· 订单是长期成本汇集处 

· 对于所有被分配给订单的物料和/或检验批量而言，订单在总额基础上 
累计成本（也就是，不能对单独物料或检验批量进行记录该成本）。 

· 在CO模块中周期性的结算成本（例如，如果在CO模块中定义的，一月一 次）。 

对于一个通用QM订单，可以： 

· 把几个不同物料或检验批量分配给订单 

· 当记录检验结果时或做出使用决策时，确定一道检验工序的作业 

· 使用创建和分配QM订单的中央维护功能来手工创建订单 

· 对没有科目设置的货物移动使用这种类型的订单（例如，对于成本仓库库存的 
正常货物接收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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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成本的单独QM订单 
在标准系统中这种类型的订单被识别为订单类型 QL02 。一个单独QM订单有 
下列属性： 

· 订单是短期成本汇集处 

· 订单仅累计与被分配的检验批量相关的成本 

· 在CO模块中一次性结算成本 

对于一个单独QM订单，可以： 

· 仅把一个单个检验批量分配给订单 

· 当记录检验结果或做出使用决策时确认一道检验工序的作业 

· 维护物料主文件以便在创建检验批量时，使系统自动创建订单 

· 对有科目设置的货物移动使用这种类型的订单（例如，CO内部订单或成本中心） 

 
 

  不合格成本的QM订单 
在标准系统中这种类型的订单被识别为订单类型 QN01 。一个不合格成本的QM 
订单有下列属性： 

• 订单被分配给一个质量通知单 

• 在CO模块中订单的成本被记入借方 

对于一个不合格成本的订单，必须： 

· 为订单指定一个科目设置（例如，成本中心，销售订单或CO区域） 

· 当处理一个质量通知单时手工创建此订单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质量相关成本的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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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QM 模块

SAP-CO  ( )模块 成本管理作业

评估成本

 QM 通用 订单  QM 单独 订单 QM 订单

/ 几个物料 检验批量
共用一个订单

一个订单对应于
一个指定的检验批量

订单被分配给
一个质量通知单

长期成本
汇总处

短期成本
汇总处

CO确认在 机能中
执行的作业

成本的期间性结算 成本的一次性结算

确认检验工序的作业 确认检验工序的作业
在质量通知单机能中
手工创建订单

通过中央维护功能而

手工创建的订单

自动创建的订单

不合格成本

 
 

 

  创建和维护QM订单 

处理评估成本的QM订单 
可以把评估成本的QM订单分配给一个物料和/或检验批量。物料主记录作为创建一个 
QM订单的中央控制对象而起作用。用户可以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一个QM订单并且指 
定系统是否应该创建一个通用或单独QM订单。 

QM模块也有一个可供用户用于创建并分配QM订单给一或多个物料的中央维护功能。 
在处理过程中系统自动维护各自的物料主记录。 

在物料主文件中维护一个QM订单 
在物料主记录中，可以手工维护QM订单的下列字段（参阅QM检验数据）： 

· 单独QM订单 

如果激活此控制指示符，那么在创建检验批量时系统将为物料和检验类型的这种 
组合创建一个单独QM订单 。为了能创建一个单独QM订单，检验批量必须有一个 
科目设置（例如，在一个采购订单中指定的成本中心）。 

如果检验批量没有科目设置并且在物料主文件中一个通用QM订单被分配给检验 
类型 ，则通用QM订单 取代单独QM订单而被用作检验批量的一个科目设置。 

· QM 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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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这个字段来输入一个通用QM订单的订单号。用户可以在这个字段中手工 
输入一个已存在的QM订单号或者在使用中央维护功能（见下文）来创建和分配订 
单的情况下，系统可以自动维护此字段。 

参阅: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使用QM订单的中央维护功能 
QM订单的中央维护功能允许用户创建并分配一或多种物料的通用或单独QM订单， 
这个功能包括一个报表。该报表根据用户为工厂、检验类型和物料的组合所输入的 
选择准则来产生一份物料清单，对于清单中的每一个物料/检验类型组合，可以： 

· 创建和分配新的QM订单给物料  

· 复制一个QM订单 并把它分配给其他物料 

· 为物料替换QM订单 

· 为物料删除QM订单分配  

使用这个功能，用户也可以定义报表变式。在报表变式中的选择准则可以报表变式 
名保存，然后就可以不必重新定义选择准则而重复地调用和使用报表变式。参考下 
列过程来获得有关如何使用报表变式的信息： 

· 报表变式的命名约定  

· 定义一个报表变式  

· 检索、显示或删除报表变式  

处理不合格成本的QM定单 
当处理一个质量通知单时可以手工创建一个不合格成本的QM订单。参阅 把QM订单分配

给质量通知单可获得更多信息。 

 

处理QM订单的不同菜单路径 
可以使用下列菜单路径之一来访问处理QM订单的功能： 

泛笄谥С窒低� 　柿抗芾� 　柿考苹� 　锪� 　煅� 　杀径┑�  

泛笄谥С窒低� 　柿抗芾� 　柿考煅� 　杀�  

本节中大部分按步就班的过程都使用第一个选项来访问处理QM订单的功能。第二个 
选项打开一个包括了所有与处理QM定单和质量相关成本相关的功能的合并菜单。 

 
 

1
2 3  如何创建并分配新的QM订单 

按如下步骤使用中央维护功能来创建并分配QM订单：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物料 。 
系统将显示物料的质量计划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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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检验　杀径┑ギ分配每个检验类型。系统显示用于创建并分配QM订 
单给物料的初始屏幕。 

3. 在质量数据选择准则的屏幕区域中输入工厂、检验类型和/或物料。 

  说明  
当用户输入选择准则时，确信已考虑到下列几点： 

• 至少必须输入工厂号。 

· 如果想要选择几个不同的检验类型或物料，可以使用检验类型和物料字段的  
多种选择功能。 

· 如果想要从一个物料类别中选择一个物料，可以使用分类选择功能。 

4. 确认创建新的QM订单功能已被选择。 

5. 在用于输入一个新QM订单的科目设置数据的屏幕区域中输入一个成本控制范围和  
一个成本中心。必要的话，使用可能输入帮助来做出选择。 

  说明  
如果想要从一个已存在的订单中复制一个科目设置，则在订单字段中输入想要 
复制的订单的号码。来自已存在订单的成本控制范围和成本中心数据将被分配 
给新的订单。 

6.   如果用户愿意，可以在适当的字段（新的QM订单的更多信息）中输入新的QM订单 
的附加识别数据。  

7. 在输入所有必需的数据后，选择程序 � 执行。系统产生一份符合输入的选择准则的  
所有物料的清单。 

8. 如欲把一个QM订单分配给清单中的一个或多个物料检验类型，可以执行下列步骤： 

创建并分配通用QM订单 

a. 选择要被分配给一个订单的物料/检验类型组合。 

b. 选择编辑 � 分配QM订单。文本分配出现在订单分配列，呈绿色且高亮度。 

创建并分配单独QM订单 

a. 选择要被分配给一个订单的物料/检验类型组合。 

b. 选择编辑 � 更改单独订单指示符。将会为每一种被选择的物料激活单独订单指 
示符。 

c. 选择编辑 � 分配QM订单。文本分配出现在订单分配列，呈绿色且高亮度。 

当保存数据时，系统自动把QM订单分配给被选择的物料并且把QM订单号输入到物料 
主记录中相应的字段内。 

9. 保存数据来分配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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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如何复制一个QM订单 

可以按下列步骤使用中央维护功能来把一个已存在的QM订单复制到另一个物料或 
几种其它物料中：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管理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物料。 

     系统将显示制定物料的质量计划屏幕。 

2. 选择检验 � 成本订单 � 分配每个检验类型。 

      系统显示用于创建并分配QM订单到物料的初始屏幕。 

3. 在质量数据选择准则的屏幕区域中输入工厂、检验类型和/或物料。 

  说明  
当用户输入选择准则时，确信已考虑到下列几点： 

• 至少必须输入工厂号。 

· 如果想要选择几个不同的检验类型中物料，可以使用检验类型和物料字段的  
多种选择功能。 

· 如果想要从一个物料类别中选择一个物料，可以使用分类选择功能。 

4. 确定复制 QM订单功能已被选择。 

5.   在将被分配的QM订单的屏幕区域，输入想要复制的QM订单的号码。必要的话，使

用可能 
输入帮助来做出选择。 

6. 选择程序 � 执行。系统产生一份符合输入的选择准则的所有物料的清单。 

7.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把被选择的QM订单号复制到清单中的物料 /检验类型： 

a. 选择想要分配订单的物料。. 

b. 选择 编缉 � 分配QM 订单 。文本分配出现在订单分配列，呈绿色且高亮度。 

当保存数据时，系统自动把QM订单复制到被选择的物料并且把QM订单号输入到  
物料主记录中相应的字段内。 

8. 保存数据来复制订单。 

 
 

1
2 3  如何替换QM订单 

这个功能允许用一个已存在的QM订单或新创建的QM订单来替换另一个已存在的订单。 
按如下步骤来替换一个订单：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管理　柿抗芾懋质量计划　锪稀Ｏ低辰　允疚锪系�  
质量计划屏幕。 

2. 选择检验　杀径┑ギ分配每个检验类型。系统显示用于创建并分配QM订单到 
物料的初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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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质量数据选择准则的屏幕区域中输入工厂、检验类型和/或物料。 

  说明  
当用户输入选择准则时，确信已考虑到下列几点： 

• 至少必须输入工厂号。 

· 如果想要选择几个不同的检验类型或物料，可以使用检验类型和物料字段 
的多种选择功能。 

· 如果想要从一个物料类别中选择一个物料，可以使用分类选择功能。 

4. 根据用户是想用一个已存在的订单还是一个新订单来替换另一个已存在的订单， 
而确定相应的功能已被选择（复制QM订单或创建新订单）。 

5. 执行下列两个步骤 之一： 

- 复制一个已存在的订单 

在将要分配QM订单的屏幕区域中输入想要复制的订单的号码。必要的话， 
使用可能输入帮助来做出选择。 

- 创建一个新的订单 

在用于输入一个新QM订单的科目设置数据的屏幕部分中输入一个成本控制 
范围和成本中心。必要的话，使用可能输入帮助来做出选择。如果想要输入 
新QM订单的附加识别数据，则在合适的字段（新QM订单的更多数据）中输 
入这些数据。 

6. 在输入所有必需的数据后，选择程序　葱小Ｏ低巢　　环莘　纤　淙胙≡褡荚虻Ä 
所有物料的清单。 

7. 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来用新的或已存在的订单为清单中的一个物料/检验类型组 
合替换一个或多个QM订单： 

a. 选择想要为之替换订单的物料。 

b. 选择编辑 � 替换 QM订单。文本替换 会出现在订单分配列，呈绿色高亮度。 

当保存数据时，系统自动为被选择的物料替换QM订单并且把QM订单号输入到物料 
主记录中相应的字段内。 

8. 保存数据来替换订单。 

 
 

1
2 3  如何删除QM订单分配 

按如下步骤来删除一个或多个已存在的QM订单分配：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管理　柿抗芾懋质量计划　锪稀Ｏ低辰　允疚锪系Ä 
质量计划屏幕。 

2. 选择检验　杀径┑ギ分配每个检验类型。系统显示用于创建并分配QM订单到物 
料的初始屏幕。 

3. 在质量数据选择准则的屏幕区域中输入工厂号和检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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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复制QM订单功能已被选择。 

5. 选择程序 � 执行。系统为每个检验类型产生一份所有物料的清单。 

6. 执行下列步骤来删除一个或多个已存在的QM订单分配： 

a.  选择想要为之删除QM订单分配的物料。 

b.  选择编辑 � 删除分配。文本删除会出现在订单分配列，呈绿色高亮度。  

当保存数据时，系统自动删除所选择物料的QM订单分配。相应的QM订单号也在各自 
的物料主记录中被删除。 

7. 保存数据来删除订单分配。 

 
 

1
2 3  定义一个报表变式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管理　柿抗芾懋质量计划　锪稀Ｏ低辰　允疚锪Ï 
的质量计划屏幕。 

2. 选择检验　杀径┑ギ分配每个检验类型。系统显示用于创建并分配QM订单到 
物料的初始屏幕。 

3. 在质量数据选择准则的屏幕区域中输入工厂、检验类型和/或物料。 

  说明  
当用户输入选择准则时，确信已考虑到下列几点： 

• 至少必须输入工厂号。 

· 如果想要选择几个不同的检验类型或物料，可以使用检验类型和物料 
字段的多种选择功能。 

· 如果想要从一个物料类别中选择一个物料，可以使用分类选择功能。 

 

4.  根据用户想要创建或是复制一个QM订单来确定相应的功能已被选择（创建 
新的QM订单或复制QM订单）。 

5. 在用于输入一个新QM订单的科目设置数据的屏幕部分中，输入一个成本 
控制范围和成本中心。必要的话，使用可能输入帮助来做出选择。 

6.  如果想要输入QM订单的附加识别数据，可以在合适的字段（新QM订单的更多 
数据）中输入这些数据。 

7. 根据用户想要定义的报表变式类型，执行下列过程之一： 

使用杂项名称定义一个报表变式  

a. 选择转向 � 变式 � 作为变式保存。系统将显示变式和字段属性的屏幕。 

b. 输入一个变式名称和对该变式的一个简短描述。如果愿意，可以激活一个 
或多个变式属性（例如，只在后台，保护变式，不显示变式）。 

c. 为字段属性激活所希望的指示符（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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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存数据。系统返回用于维护变式的初始屏幕并显示变式已被保存的信息。 

使用用户名来定义报表变式 

a. 选择程序 � 执行。系统产生一份符合所输入选择准则的所有物料的清单。 

b. 选择设置 � 设置变式。系统再次显示选择准则的屏幕并建议把用户注册名用 
作变式名 (U_USERNAME)。 

c. 选择编辑 � 继续。系统将显示变式和字段属性的屏幕。 

d. 输入对变式的描述。如果愿意可以激活一个或多个变式属性（例如，只在后台， 
保护变式，不显示变式）。 

e. 为字段属性激活所希望的指示符（可选）。 

f. 保存数据。系统返回到选择准则的屏幕并显示变式已被保存的信息。 

 
 

1
2 3  检索、显示或删除报表变式 

如果已经定义了一个报表变式，则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来检索显示或删除一个报表 
变式：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管理　柿抗芾懋质量计划　锪稀Ｏ低辰　允疚锪系Ä 
质量计划 屏幕。 

2. 选择检验　杀径┑ギ分配每个检验类型。系统显示用于创建并分配QM订单到 
物料的初始屏幕。 

3. 根据想要检索、显示还是删除一个变式而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转到 � 取得变式 

· 转到 � 变体 � 显示 

· 转到 � 变体 � 删除 

 
 

  检验工序的确认作业 
当记录检验结果或做出使用决策时可以确认一道检验工序的作业（参阅 确认作业时间）。 

确认作业的必要条件 
为了能确认一道检验工序的作业，必须确定下列条件已被满足： 

• 确定下列主数据在CO、PP和QM模块已被维护： 

- 作业类型（CO模块） 

- 作业类型和被分配给每个成本中心的作业价格（CO模块） 

- 被分配给成本中心的工作中心（PP模块） 

- 为每个工作中心定义的最多六个作业类型 (PP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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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计划中被分配给工序的工作中心（QM模块） 

- 在工序中为作业类型定义的标准值（QM模块） 

· 一个QM订单必须被分配给检验批量 

· 必须使用一个检验计划来执行检验 

参阅： 

图示 作业确认的主数据. 

说明  
用户无法用QM订单来确认为生产期间的检验所执行的作业（检验批量来源03和
13）。 
对于这些类型的检验而言，必须把生产订单用作成本汇集处来确认作业。 

参阅： 

工作中心和评估成本  

确认作业 
当记录检验结果或做出使用决策时如欲为一个或多个工序确认作业，可以参考下列过程之

一： 

· 在结果记录期间确认作业  

· 当做出使用决策时确认作业  

 

参阅： 

检验结果  

检验完成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在结果记录期间确认作业 

一旦用户在结果记录功能中已经记录并评估了特性的检验结果，那么用户也可以确认该 
工序的作业。根据一道检验工序的工序控制关键字的设置，系统将自动调用用于输入作 
业时间的对话框或者用户必须手工调用它： 

      如果工序控制关键字的确认指示符（参阅QM用户设置应用程序）被设置成“重大 
事件确认”或“需要确认”，则系统自动显示对话框记录已完工工作。 

· 如果确认指示符被设成“可以确认，但不必要”，则用户必须通过在特性的一览屏 
幕中选择编辑 � 确认作业来调用用于手工输入作业时间的对话框。 

1. 在对话框记录已完工工作中输入适用的准备时间、机器时间或人工时间的值，对话框 
也显示以前被记录下来的作业时间。 

  说明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356 of 549  

在任何一个时间上，只能有一个人来为一个指定的QM订单确认作业。如果几个人 
想要试图为同一个QM订单确认作业，则系统会显示一条信息来指出QM订单现在 
已被锁定。 

2. 在输入了作业时间后，选择继续来关闭对话框并返回结果记录功能的主屏幕。  

3. 保存数据。 

 
 

1
2 3  当做出使用决策时确认作业 

在记录或更改一个使用决策的过程中，也可以： 

· 确定一个检验工序的作业时间。 

· 取消一个工序已存在的确认值；如果这样做，系统将从QM订单中删除被记录的值。 

1. 在使用决策功能的主屏幕中，选择编辑 　啡稀Ｏ低辰　允疽桓霭　　硕愿眉煅楣ばò 
所做的所有作业确认一览的对话框确认一览。 

2. 在对话框中把光标定位在一个希望的工序上并选择取消确认或输入确认。取决于 
用户选择的选项，系统将： 

- 取消被选择工序的作业确认。 

- 显示另一个可供用户输入工序的作业时间的对话框。 

3. 为了确认作业，在此对话框中输入准备时间、机器时间或人工时间的值（适用即可）。 
对话框也会显示以前记录的作业时间。 

  说明  
在任何一个时间上，只能有一个人来为一个指定的QM订单确认作业。如果几个人 
想要试图为同一个QM订单确认作业，则系统会显示一条信息来指出QM订单现在 
已被锁定。 

4. 选择继续来关闭对话框。 

5. 选择输入来关闭确认一览的对话框并返回主屏幕。 

6.  保存数据。 

 
 

  确认作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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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123456检验批量

 10工序

结果记录

作业的确认 SAP-CO 模块

QM
订单准备时间  x  =时间 作业价格

成本机器时间

人工时间

/小时分钟

/小时分钟

/小时分钟

使用决策

 
 

 

  作业确认的主数据 

SAP-CO 模块

作业类型的定义

每个工作中心的
作业类型和作业价格

的定义

SAP-PP 模块

工作中心

被分配给工作中心

最多可定义六种作业类型

SAP-QM 模块

 / 任务清单 工序

被分配给工作中心

作业类型标准值的定义

 
 

 

  评估QM订单 
QM模块包括几个用户可用来显示和评估QM订单相关成本数据的功能。 

通过检验类型显示QM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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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功能，可以显示一份系统中所有为之维护QM订单的物料的清单，可以使用 
下列选择准则的组合来产生这份清单： 

· 检验类型 

· 物料 

· 工厂 

· QM 订单号码 

用这个功能产生的清单包括满足输入的选择准则且存在于系统中的所有QM订单。 
在数字订单中这些订单和相关的物料号、物料短文本、检验类型及检验类型描述一 
起被列出。对于清单中的每一个订单，可以： 

· 显示被包括于物料主文件中的QM订单数据 

· 显示在CO模块中为一个QM订单所维护的数据 

· 为QM订单更改被选择的成本控制数据 

· 打印或下载清单 

· 创建并维护报表变式 

参阅： 

如何通过检验类型来显示QM订单  

显示一个QM订单的成本报表 
当使用记录、更改或显示使用决策的功能时，用户也可以显示一个通用或单独QM 
订单的成本报表。如果显示一个通用QM订单的成本报表，那将为所有物料或与QM 
订单相关的检验批量汇总成本。 

报表包含成本要素（例如，准备时间、机器时间或人工时间）、每一个成本要素被 
确认的作业时间以及每一个成本要素被确认的真实成本。 

对每一个订单，可以： 

· 把成本报表作为一个SAP商业图表来显示 

· 把成本数据输出到外部应用中（例如， Excel） 

· 打印成本报表 

· 在成本报表中处理数据（例如，可以对数据排序，可以定义临界值） 

· 在成本报表中扩展或压缩数据 

参阅： 

如何显示一个QM订单的成本报告  

 
 

1
2 3  如何通过检验类型来显示QM订单 

执行下列步骤来在物料主文件中显示一份QM订单的清单：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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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显示物料的质量计划屏幕。 

2. 选择检验 � 成本订单 � 评估每个检验类型。系统显示QM订单一览的初始屏幕。 

3. 对数据库选择输入所希望的选择准则。可以输入检验类型、物料、工厂和QM订单  
的任意一种组合。 

  说明  
如果想将输入的选择准则作为一个报表变式来保存，可以选择转向 � 变式 �  
作为变式保存。 

4. 在输入数据后，选择程序 � 执行，系统根据输入的选择准则产生一份QM订单的 
清单。 

5. 在清单中把光标定位在一个QM订单号码或物料号码上然后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 编辑 � 显示物料 

- 编辑 � 显示 QM 订单 

- 编辑 � 更改 QM 订单 

  说明  
如果QM订单的清单太长，可以使用查询功能来查找一个物料或QM订单（选择 
编辑 　檎遥　£ 

6. 为了打印或下载QM订单的清单，可以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列出 � 打印 

- 列出 � 下载 

 
 

1
2 3  如何显示一个QM订单的成本报告 

执行下列步骤来显示一个QM订单的成本报告： 

1. 在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系统将显示质量检验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检验批量处理 � 使用决策  记录 

- 检验批量处理 � 使用决策  更改 

- 检验批量处理 � 使用决策  显示 

系统显示用于记录、更改或显示使用决策的初始屏幕。 

3.    输入一个已被分配QM订单的检验批量的号码然后选择输入。如果不知道号码， 
可以使用查找检验批量功能来查找一个检验批量。 

4.  在使用决策的一个一览屏幕中选择额外甉M订单的成本报告。系统显示该QM 
订单的成本报告。 

5. 如欲执行成本报表的附加功能，可以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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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 � 打印 （打印成本报表） 

- 报表 � 输出 （输出成本报表） 

- 报表 � 发送 （发送成本报表） 

- 编辑 � 界限（定义临界值） 

- 编辑 � 升序排序/或编辑 � 降序排序（对成本数据排序） 

- 转向  图形（显示商业图表） 

- 查看 � 层次（更改报表层次） 

 
 

 质量级别 
本章解释什么是质量级别并提供了怎样在QM模块中维护它的信息。 

维护质量级别 

在创建检验批量时更新质量级别 

在做出使用决策时更新质量级别 

创建质量级别 

 
 

  维护质量级别 

质量级别意味着什么 
质量级别 (Q-level) 是一种数据记录，其中定义了下次检验的检验级别。 

下列信息也被包括在表头或特性级别的质量级别中： 

· 自从上次阶段修改以来，发生的检验次数 

· 上述检验中不合格的数量  
每次质量级别被更新时，这些计数也被更新。通过这些计数器，系统可以按照动态修改 
规则中阶段修改的条件来确定阶段修改是否必须进行。  

更新质量级别 
在动态修改规则中，可以指定动态修改何时发生。根据这里指定的动态修改时间，质量 
级别中的一些字段将被不同地更新。更新发生在下列时间之一:  

· 当 创建批量 时（立即动态修改） 

· 当做出 使用决策 时 

参阅: 

动态修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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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动态修改规则  

创建质量级别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在创建检验批量时更新质量级别  

检验批量 
在对批量创建进行动态修改的情况下，当创建检验批量时，根据是否已存在一个质量级别， 
而有两种方法来更新质量级别：  

· 如果不存在质量级别，那么系统创建一个质量级别。按照在任务清单中的表头级别或 
特性级别上指定的标准来管理质量级别。质量级别的维护以下列事物为基础：  

- 工厂  

- 物料  

- 供应商或客户  

- 任务清单类型   

- 组  

- 组计数器  

 初始检验阶段来自动态修改规则，而动态规则来自检验计划。  

· 如果质量级别已经存在，则系统在其中更新下列数据： 

- 在检验批量号码字段中，存储当前检验批量号码。 

- 动态修改评估被设置为被接受状态。 

- 自从检验阶段修改以来检验次数的计数器加一。 

- 如果满足了阶段修改的条件，那么执行阶段修改。计数器被重置为零。 

结果记录 
在结果记录中质量级别实际上不被更新。但是，当做出使用决策时，来自结果记录的特性 
评估会影响质量级别的更新。  

使用决策 
当做出使用决策时，在质量级别中下列数据被更新： 

· 当特性被拒收时，在动态修改级别基础上更新动态修改评估字段: 

- 批量级别上动态更新  

检验批量的动态评估由系统确定。这是根据最差情况的原则而设计的：即使只 
有一个特性被拒收，也将导致动态修改评估中的拒收（质量级别的更新）。  
最差情况原则在用户设置功能模块中定义。  

- 特性级别上的动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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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况下，系统把特性的动态修改评估更改为拒收:  

- 在结果记录期间，特性被拒收。  

-      在结果记录期间，特性被接受，但它得出的结果是：在属性检验中缺陷数

位 
于接受数目和拒收数之间（ISO 2859，属性检验标准）。  

· 当执行特性基础上的动态修改时，特性的评估字段将被更新。 

· 在拒收的情况下，记录自从检验阶段修改以后被确认为不合格的检验的计数器加一。  
· 如果拒收满足了条件之一，那么将执行阶段修改。计数器被重置为零。  

参阅: 

图示：批量创建期间的动态修改   

在做出使用决策时更新质量级别  

创建质量级别  

 
 

图示：批量创建期间的动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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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修改

采样过程

被分配给
特性

结果

检验计划
表头

质量级别

工序

1特性

2特性

动态修改
规则

被分配给 表头
特性

检验阶段
计数器

 
 

 

 在做出使用决策时更新质量级别 

检验批量 
在动态修改有使用决策的情况下，当创建检验批量时，根据是否已存在一个质量级 
别，而有两种方法来更新质量级别:  

· 如果不存在质量级别，那么系统将创建质量级别。根据任务清单中的表头级别 
或特性级别上指定的标准来管理质量级别。在下列各项基础上，维护质量级别。  

- 工厂  

- 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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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客户 

- 任务清单类型   

- 组  

- 组计数器 

 初始检验阶段来自动态修改规则，而动态规则来自检验计划。用于记录未做出使用 
决策的检验批量数量的计数器被置为一。  

· 如果已存在质量级别，那么系统将用于记录未做出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数量的计数  
器加一。  

结果记录 
实际上并不在结果记录中更新质量级别。然而，当做出使用决策时，来自结果记录的特性 
评估确实影响质量级别的更新。 

使用决策 
当做出使用决策时，在质量级别中更新下列数据: 

· 在检验批量数的字段中，存储当前检验批量数。 

· 在批量的使用决策字段中，存储批量(接受，拒绝)的评估。 

· 未被做出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的字段将减一。 

· 按照动态修改级别来更新动态修改评估： 

- 批量级别上的动态修改 

检验批量的动态评估由系统确定。这是根据最差情况的原则而工作：即使只有 
一个特性被拒收，也将导致动态修改评估中的拒收（质量级别的更新）。  
最差情况的原则在用户设置功能模块中定义。  

- 特性级别上的动态修改 

在下列情况中，系统把特性的动态修改评估更改为"被拒收”： 

- 在结果记录期间，特性被拒收。 

- 在结果记录期间，虽然特性被接受，但它的结果是，在属性检验中，缺陷数 
位于接受数和拒收数之间（ISO 2859， 属性检验的标准）。 

· 当执行特性基础上的动态修改时，特性的评估字段将被更新。 

· 记录自从检验阶段修改以来的检验数量的计数器加一。 

· 在拒收的情况下，记录自从检验阶段修改以后被确认为不合格的检验数量的计数器加

一。  
· 如果拒收满足了条件之一，那么将执行阶段修改。计数器被重置为零。  

参阅: 

在创建检验批量时更新质量级别  

创建质量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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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创建质量级别 
说明  
用户通常不需要手工创建质量级别。但是，如果把质量管理(QM)当作新的 模块引

进，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用户想为旧系统中被记录的质量级别 
输入数据。此时，用户只能为批量基础上的动态修改手工创建质量级别。  
如欲手工地创建质量级别，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条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2。 选择质量级别 � 创建。系统将显示用来创建质量级别的初始屏幕。 

3。 输入质量级别的必要信息 。信息应基于检验计划、物料、供应商或客户，具体是 
哪一个取决于 动态修改准则。 

4。 在数据屏幕中，可以输入下列数据： 

- 下一个检验阶段 

- 自从上个阶段以来的检验次数 

- 自从上个阶段以来被拒收的检验次数 

 如果 

- 一个检验批量被创建 和 /或 

- 一个使用决策被做出。 

则在其它字段中，值已被输入。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下列专题描述了怎样维护任务清单类型Q（检验计划）和S（参考工序集）。 

总述 

用于检验计划的QM主数据 

有关R/3系统中任务清单类型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的概述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所需的数据 

检验计划的结构 

如何识别检验计划？  

处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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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维护计划 

通过现有的计划来创建一个新的计划 

复制计划 

使用概要 

任务清单表头级别 

在计划中维护表头数据 

工序级别 

定义工序 

工作中心和评估成本 

在工艺流程或主配方中维护检验点 

通过参考工序集来创建一个工序 

特性级别 

检验特性 

使用主检验特性 

使用可计算特性  

使用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 

把测试设备分配给特性 

使用检验方法 

把代码组或选择集分配给一个特性 

维护特性的缺陷代码 

删除代码组分配 

分配值 

维护分配值 

把物料分配给检验计划 

删除分配 

删除分配值 

杂项 
计划和设置的更改 

计划的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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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检验计划 

列出对检验计划所做的更改  

显示更改凭证  
 

  用于检验计划的QM主数据 

检验计划使用何种数据类型？ 
在质量管理模块中，检验计划作业是以下列不同类型主数据的使用和维护为基础的： 

· QM-指定的数据 

这个数据包括检验目录、检验特性、检验方法、采样过程、采样模式、动态修改 
规则、检验计划、参考工序集和物料说明。 

· 一般的主数据 

此数据包括工艺流程、主配方、工作中心、生产资源和工具、凭证、更改的主记录 
和分类系统中的类别。 

· 集成的主数据 

此数据包括物料主记录、供应商主记录、客户主记录、物料/供应商组合或物料/客户/ 
销售组织的信息记录。 

何种计划工具可用于执行检验？ 
为了计划和执行工作，R/3系统把标准任务清单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参阅 
（有关R/3系统中任务清单类型)。QM模块把检验计划、参考工序集和工艺流程用作 
任务清单类型来执行检验。另外，可以通过用物料说明代替检验计划来执行检验。但 
是，不要求用户必须使用计划或说明。用户可以用以下方式执行一次检验： 

· 在没有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的情况下（批量基础上的检验） 

· 通过检验计划 

· 通过物料说明 

· 通过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 

在物料主文件中定义了检验计划的参数。 

有关怎样使用物料说明来执行检验的信息，可参阅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有关R/3系统中任务清单类型的信息 
在生产计划、流程式工业、质量管理和工厂维护应用程序中，R/3系统把标准任务清单用 
作计划和执行工作并提供服务的一种手段。每个应用程序都有它的专门任务清单类型来适

合 
各自应用的需要。 

在生产计划（PP）、流程式工业（PP-PI）和质量管理模块中使用的任务清单类型是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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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它们有共同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将在下面描述这些任务清单类型。 

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是被用于生产计划应用程序的任务清单。它描述了在生产或制造环境中生产物料 
或提供服务所需的工作步骤。PP模块为专门的应用程序而区分不同类型的工艺流程。如

要 
了解有关工艺流程的其它信息 ，可参阅PP生产计划的联机文档。 

主配方 
主配方是被用于流程式工业部门的任务清单。一个主配方包括在批次处理应用程序中生产 
物料或提供服务所需的指令（例如，食物、饮料、化学药品）。有关主配方的其它信息可 
参阅PP生产计划的联机文档。 

检验计划 
检验计划是质量管理（QM）模块用来处理质量检验的任务清单。检验计划被用于执行生

产 
相关的任务（例如，收货或发货时的检验货物）。生产期间的质量检验以工艺流程为基础。 
本节包括了质量管理应用程序的检验计划的用途。 

参考工序集 
参考工序集是在PP和QM模块中使用的任务清单类型。参考工序集描述了通常使用工序的 
顺序。并不把参考工序集分配给物料。通过在工艺流程或检验计划中复制或参考一个参考 
工序集，可以减少创建一个工艺流程或检验计划所需的时间。 

QM模块中任务清单功能的集成 
工艺流程和主配方的功能也被包括在检验计划的菜单中。这允许用户为检验计划、参考工

序 
集、工艺流程和主配方中的工序维护主检验特性。 

关于术语的说明 
下列专题描述了用户如何使用和维护QM应用程序的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然而，在某

些 
情况下，用户可能会使用其它的任务清单类型来执行检验（例如，生产中的检验）。如果

本 
节中的文本段落或过程描述的是任务清单的一般用途，那么就使用通用的术语任务清单或

任 
务清单类型。否则，如果文本专门描述了一个QM应用，那么将使用术语检验计划，参考

工 
序集或计划（共同的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参阅： 

PP 生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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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的概述 
可以通过检验计划来实施有质量管理（QM）模块的质量检验。下列专题提供了怎样创建、 
维护和显示检验计划的详细描述。 

首先，它们提供了有关计划的一般信息，例如，创建计划所需的数据、计划的结构如何、 
怎样处理QM模块中的菜单。 

其次，它们描述了在用户创建计划前，需要考虑什么。它们描述了怎样创建计划并集中 
描述了处理检验特性和特性值。 

除了描述用来创建和维护计划的任务和功能外，本节也包括用来把物料分配给检验计划的 
功能。 

说明  
检验计划基于工艺流程的结构和机能。由于已在PP生产计划的联机文档中详细地 
描述了工艺流程的基本功能，本节仅包括有关检验计划的任务清单要素。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所需的数据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要求许多不同来源的数据： 

· 工作中心 

有关工厂中执行检验的位置的信息。工作中心也被作为评估成本帐目的基础。 
（参阅 工作中心和评估成本）。 

· 生产资源 

有关执行检验所需设备的信息。检验计划必须确保测试设备可用或可以采购到。 

· 供应商 

可以把物料分配给有供应商的组合中的检验计划。 

· 客户 

可以把物料分配给有客户的组合中的检验计划。 

· 检验目录 

存储用于记录检验结果和做出使用决策的代码。 

· 检验方法 

怎样执行检验的标准化信息。 

· 主检验特性 

通过定义检验什么来使检验计划简化和标准化。 

· 动态修改过程 

采样过程和适合采样（动态修改规则）工作的规则一起组成了动态修改过程。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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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对采样的更改；它使用户能够按照期望的质量级别来更改样本大小。 

采样过程取决于特性控制指示符的设置而可被分配一个检验特性。维护质量级别的准

则 
与被定义在计划表头中的计划使用相结合。可以在计划的表头或特性级别上定义采样

准 
则和动态修改规则，不能组合两者。 

 

参阅： 

有关下列各项的信息... 参考下列文档... 

工艺流程 PP 生产计划 

主配方 PP-PI 生产计划-流程式工业 

工作中心 PP 生产计划 

检验工序 PP 生产计划 

生产资源 PP 生产计划 

检验目录 检验目录的概述  

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  

主检验特性 主检验特性概述  

采样过程  动态修改  

 
 

 检验计划的结构 
检验计划结构反映了生产计划（PP）模块中工艺流程的结构。计划由下列要素组成： 

· 一般信息（表头） 

· 一个或多个工序；QM模块中的工序的创建和维护与生产计划（PP）模块中工序的 
创建和维护完全一样。如欲了解有关工序的信息，可参阅PP生产计划的联机文档。 

可为每个工序定义： 

- 用于检验的测试设备（作为生产资源） 

- 检验发生的位置（作为工作中心） 

- 检验特性（不能把检验特性分配给子工序） 

可以把一种或多种物料分配给一个检验计划。假如计划中未使用主检验特性，那么可

以 
为检验特性的每个物料分配不同的特性值。这些值就是检验特性的分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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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识别检验计划？  
在最高的级别上，通过任务清单类型来分类任务清单。QM模块使用下列两种任务清单 
类型： 

· 检验计划 

· 参考工序集 

虽然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都包括工序和特性，但只能把物料分配给检验计划。这意味  
着只有检验计划可以被用于执行检验。参考工序集被作为一个模型来创建检验计划。 

通过计划表头级别中包括的下列信息来进一步识别检验计划或参考工序集： 

· 组  
任务清单组有一个由系统或用户分配的数字指示符。任务清单组是计划的所有替代物

的 
集合。 

· 组计数器  
计数器与计划组一起唯一识别了计划组中的计划替代。每个计数器代表一个有特性的 
工序集。 

· 工厂  
工厂号识别了计划有效的工厂 

·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定义了如何使用计划，例如，检验源货物，在货物运送时检验或生产期间检

验。 
计划使用也与动态修改相关。根据计划使用，系统为采样历史确定准则；例如为物料

客 
户组合或物料 －供应商组合。 

· 计划者组  
计划者组识别了负责维护的员工。 

参阅： 

在计划中维护表头数据  

 
 

 
1
2 3  处理菜单 

当处理检验计划或参考工序集时，将从菜单中选择功能。除了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的 
功能外，检验计划初始屏幕也包含了用来维护工艺流程和主配方的功能。当选择工艺流 
程或主配方的功能时，系统直接转到这些生产计划应用程序。如欲获得有关怎样维护工 
艺流程或主配方的信息，可参阅PP或PP-PI模块的相应联机文档。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的菜单 
如欲访问检验计划或参考工序集的菜单，那么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 
理　柿考煅楫 检验计划。除了系统和帮助菜单外，还存在着任务清单的下列四个菜单：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372 of 549  

任务清单 

该菜单包括下列任务 

· 创建、更改或显示检验计划 

· 创建、更改和显示参考工序集 

· 打印检验计划 

· 进入工艺流程的PP模块中的菜单功能 

· 进入主配方的PP－PI模块中的菜单功能 

· 维护或显示物料说明 

额外 

该项菜单包括下列任务： 

· 使用标准文本关键字来维护检验工序的标准文本 

· 通过替换基本数据例如物料检验特性、检验方法、工作中心、参考工序集和生产资  
源，来更改检验计划。 

评估 

该菜单包括下列任务： 

· 在检验计划中显示主检验特性、检验方法、工作中心、参考工序集、生产资源和代码

组 
的使用。 

· 根据现有的采购订单，为物料创建丢失的或未下达的检验计划的清单 

· 显示对计划所做的更改的历史 

· 显示检验计划或参考工序集的更改凭证 

主数据 

该菜单包括用来访问其它任务的功能： 

· QM系统中使用的基本数据 

· 工作中心 

· 生产资源 

· 更改管理 

· 物料的质量计划 

 
 

 
1
2 3  创建和维护计划 

创建计划时的考虑 
在创建计划前，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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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使用计划和何时使用计划（例如，生产中的工艺流程或者收到货物或发送货物时

的 
检验计划）。可以通过计划表头中的任务清单使用指示符来定义它。 

· 根据计划来检验物料。这可以通过把一种或多种物料分配给一个计划来进行，也可以  
为每个物料分配定义指定的检验特性值，例如目标值和允差范围。 

· 检验应发生在何处。这可以通过把工作中心分配给检验工序来实现。如欲了解有关工

作 
中心的信息 ，可以参阅生产计划（PP）的联机文档。 

· 实施检验所需的设备。这可以通过把测试设备分配给检验工序来实现。如欲了解有关

测试 
设备或生产资源和工具的信息，可以参阅生产计划（PP）的联机文档。 

· QM模块中可用的基本数据将帮助用户创建和维护检验计划，例如： 

- 概要 

- 参考工序集 

- 主检验特性 

- 检验方法 

- 检验目录 

- 控制码和允差关键字 

参阅： 

检验方法  

检验目录  

主检验特性  

检验特性  

使用检验方法  

 
 

 通过现有的计划来创建一个新的计划 
当创建一个计划时，通过使用来自其它计划的数据可以减少必须输入的数据的数量。可以 
使用下列之一： 

· 一个检验计划 

· 一个参考工序集 

一个参考工序集包括一个或多个工序，这些工序依次包括一个或多个检验特性。每个工序

都 
可以有工作中心、生产资源和检验特性。 

由于不能把物料分配给参考工序集，所以和检验计划中的检验特性不同，参考工序集中的

检 
验特性不能有分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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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参考工序集可以被复制到检验计划中或被检验计划工序参考。在复制了一个参考工序

集 
后，参考工序集和检验计划之间的连接将被破坏。这意味着在检验计划中将不能产生用途

反 
查清单或替换参考工序集。但是，仍然可以更改已被复制到检验计划中的数据。 

如欲在检验计划中创建工序，那么可以参考一个参考工序集。 

下表汇总了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的用途。不能通过复制的方法在参考工序集中创建一个 
工序。必须手工地输入所有数据。 

使用计划来创建其它计划 

为创建 ... 把检验计划用作 ... 把参考工序集用作 ... 

一个检验计划 复制 复制 

一个参考工序集 -- 复制 

检验计划工序 -- 参考 

 

参阅： 

通过参考工序集来创建一个工序 
 

 
1
2 3  复制计划 

如欲复制一个计划，那么：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检验计划。 

2. 选择任务清单 � <任务清单类型 > （检验计划或参考工序集） � 创建。系统显示  
用来创建任务清单类型的屏幕。 

3. 在屏幕中，选择 <任务清单类型 > � 复制。  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在其中选择任

务 
清单类型。 

4. 选择任务清单类型（例如，检验计划或参考工序集）并选择继续。系统显示另一个对

话  
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为想要复制的任务清单输入各种选择准则。 

5. 输入数据来识别想要复制的任务清单。如欲通过匹配代码来查找任务清单， 
那么可以使用可能输入帮助。 

6. 在输入了选择数据后，选择继续。 

  说明  
如果该物料有一个以上的可用计划，那么系统将显示另外的对话框，在该对话框

中 
可以选择想要的计划。 

7. 系统从被选择的计划中复制所有的数据，并进入一般表头屏幕。 

8. 可以更改表头屏幕上的所有数据，除了下列几项：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375 of 549  

- 计划组 

- 计划计数器 

- 计量单位 

在这个时候，有两种选择： 

- 通过在表头屏幕的状态字段中为任务清单指定一个状态来继续创建任务清单的过

程， 然后选择ENTER。系统将访问工序一览屏幕。 

- 通过选择编辑 � 取消来取消计划的创建。系统将返回初始屏幕。 

 
 

 
1
2 3  使用概要 

概要是用于配置特别对象的信息集合。被保存在概要中的信息由创建和更改计划时可重复 
使用的缺省值组成。不同计划中的相同字段通常被分配相同的值。在这种情况下，预定义 
这些字段并在维护计划时调用它们，这是很有用的，因为减少了输入数据的工作量。 

可以从主菜单中访问概要，通过使用该功能来创建和更改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1. 如欲访问概要，那么从菜单条中选择额外 � 概要。系统显示包括通用缺省值的对话 
框。 值被分成几组： 

- 整个任务清单 

- 表头 

- 工序 

2. 如欲访问QM指定缺省值，选择QM数据。这些值包括： 

- 任务清单中特性和分配值数量的间隔 

- 特性编号的插入增量 

- 样本的计量单位 

- 样本数量因子 

可以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维护概要。 

 
 

1
2 3  在计划中维护表头数据 

计划中的表头明细屏幕包括具有根据功能组合的数据字段和/或控制指示符的下列屏幕： 

· 任务清单 

· 删除指示符 

· 控制 

· 批量大小 

· 原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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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修改参数或检验点 

· 进一步的QM数据 

· 管理数据 

在文档PP生产计划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屏幕中的数据字段和控制指示符。如欲了解有关 
怎样维护数据的信息，就可参考该文档。下面描述的对象特别适用于QM机能。 

动态修改参数或检验点： 

芳煅榈ã 

如要在生产期间执行检验，则必须使用工艺流程或主配方。在工艺流程或主配方中， 
用户可以选择根据检验点执行检验的选项。为此目的，在创建工艺流程或主配方时 
可以激活指示符检验点。如果为检验点激活了该功能，那么不能使用动态修改功能。 
（动态修改参数的字段将被取消） 

如欲获得附加信息，请参阅： 

- 在工艺流程或主配方中维护检验点  

- 生产中的检验（有检验点）  

· 动态修改级别 

表明计划中定义的动态修改规则的级别（例如，是在检验计划的表头级别还是在检验

的 
特性级别）。 

· 修改规则 

定义了检验阶段和管理一个检验阶段更改为其它阶段的条件。 

进一步的QM数据： 

· 外部编号 

这个指示符确定被检验单位（例如，序列号）的外部编号是可能的、强制的，还是未 
被要求。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定义工序 

什么是工序？ 
一个工序描述了计划中的一个工作步骤。可以把工作中心、测试工序和检验特性分配给 
一个检验工序。在计划中，工序由号码来识别。在概要中定义了号码的增量。 

计划中的工序明细屏幕包括了也可被QM使用的下列屏幕： 

· 工序 

· 标准值 

· 标准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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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数据 

· 所需的通知单 

· 外部处理 

· 质量管理：一般 

下面描述了屏幕区域质量管理：一般。在PP生产计划联机文档中详细地描述了剩余屏幕

区域 
中的数据字段和控制指示符。 

质量管理：一般 

· 记录视图 

当调用结果记录功能时，确定将显示哪一种特性一览屏幕。 

维护检验工序 
如欲维护检验工序，那么必须首先访问工序一览屏幕，这个一览屏幕列出了已为计划定义

的 
工序。当在一览屏幕中维护了工序后，就可以在工序明细屏幕中输入工序的更多详细信息。 
过程如下： 

1. 从计划一览或表头明细屏幕中，选择转到 � 工序一览。在屏幕中可以： 

- 把一个工作中心分配给工序 

- 更改工序的工厂号 

- 定义工序的控制码（在控制码字段中） 

- 把一个标准文本关键字分配给工序 

- 标记一个指示符来指定可为工序使用长文本 

如果想通过删除输入数据的任务来创建一个工序，可以使用参考工序集来创建一个 
工序（参阅 通过参考工序集来创建一个工序）。 

2. 如欲从工序一览中访问工序明细屏幕，那么标记期望的工 序号并选择明细 　ば颉£ 

3. 在工序的屏幕中，输入工序的数据。 

 
 

 
1
2 3  工作中心和评估成本 

如果已把一个工作中心分配给一个工序，那么可以确定为检验工序执行的作业。 
控制（CO）模块通过被确认的作业次数来计算评估成本。为了能确认工序的作 
业，必须确定已满足下列条件： 

· 必须已把一个工作中心分配给工序 

· 必须把工作中心分配给控制（CO）模块的成本中心 

· 成本中心必须指定各种作业类型（例如，准备时间、机器时间或工时），同时 
必须为每个作业类型定义作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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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把一个工作中心分配给工序，执行下列步骤： 

1. 在工序一览屏幕中为工序指定工序控制码。 

  说明  
必须在QM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工序控制关键字激活确认和成本指示符。 

2. 在工序明细屏幕中，输入工序的工作中心。系统在标准值的屏幕区域中显示其 
它的数据字段 。 

3. 在这些字段中，选择： 

- 作业类型的单位（小时、分等） 

- 将被确认的作业类型（例如，准备时间、机器时间或工时）。 

一旦执行了这些步骤，就满足了计划中跟踪评估成本的条件。 

参阅： 

质量相关成本  

 
 

 
1
2 3  在工艺流程或主配方中维护检验点 

如欲在生产期间执行检验，那么必须把工艺流程或主配方用作用户任务清单。在任务清 
单中，可以通过激活检验点来指定以一定的间隔执行检验，间隔的确定基于时间、数量 
或事件。用户可以在表头级别激活检验点的功能，并在工序级别维护检验点的参数。如 
欲激活检验点的功能，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选择功能来创建或更改任务清单。系统显示屏幕 <创建 /更改任务清单类型 >： 初
始 
屏幕。 

2. 在初始屏幕的适当字段中输入物料和工厂号或任务清单号，并选择明细 � 表头。 
系统显示屏幕 <创建 /更改任务清单 >： 表头明细。 

3. 在动态修改/ 检验点参数的屏幕区域中，激活检验点指示符。 

  说明  
如果已激活检验点的功能，那么数据字段动态修改级别和修改规则将被删除。这

是 
因为现在将根据特性级别中被分配的采样过程来进行动态修改。 

字段字段组合和PL分配将出现在屏幕上。这些字段有下列功能： 

- 字段组合 

用户通过这个字段来指定用户字段的组合，用户字段将识别被分配给检验点的数

量， 
例如，如果用数量方式定义了检验点，那么可以使用这样的关键字，如集装箱、

钢丝 
吊篮、桶或托盘。如果任务清单被用于执行一次检验，那么将在结果记录的初始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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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示字段的选择组合。 

- PL 分配 （部分批量分配） 

通过这个字段来定义是否把被分配给检验点的物料数量分配给部分批量。根据生

产 
过程的要求，可以： 

- 只把生产数量分配给检验点（没有部分批量） 

- 把一个或多个检验点的数量分配给部分批量 

- 把一个或多个部分批量分配给批次（假如按批次维护物料） 

  说明  
如果在字段组合或PL分配字段中未输入任何任务清单指定的值，那么系统将使用 
定义在工厂级别的预先设置（参阅QM用户设置应用程序）。 

4. 选择转到 � 工序一览。系统显示屏幕 <创建 /更改任务清单类型 >： 工序明细。 

5.  标记想要为之定义检验点的工序。 

6. 选择明细 � 工序。 系统显示屏幕 <创建 /更改任务清单类型 >： 工序明细 。 

7. 在屏幕区域质量管理：检验点中，通过选择更改关系按钮来激活检验点关系的 
下列指示符之一： 

- 时间相关 （根据时间定义的检验点） 

- 数量相关 （根据数量定义的检验点） 

- 没有关系 （未参考时间或数量而定义的检验点） 

根据检验点如何被定义，将显示其它的字段，用户必须在字段中输入适当的信息： 

- 如果选择了时间相关指示符，那么可以在下列字段中输入数据： 

- 时间因子和时间单位 

定义了连续的检验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例如，如果想每两个小时进行一次检

验， 
那么在时间因子字段中输入“2”，并为时间单位字段选择“小时”）。 

- 数量部分批量 

如果激活此指示符，那么用户只能为给定的工序在部分批量中记录一次数量 
（参阅 范例）。如果未激活该指示符，那么可为每个检验点记录生产数量。 

- 如果选择了数量相关的指示符，必须为下列字段输入值：  

- 数量间隔检验 和Grid计量单位 

定义连续检验点之间的数量（例如，如果想要每300件执行一次检验，那么

在 
数量间隔检验字段中输入“300”并为Grid计量单位字段输入“件”。） 

8. 对每个检验点关系而言，可以激活最后部分批量分配指示符。如果已为某个特别工序 
激活了该指示符，那么从QM的观点来看，它将被视为任务清单中的最后工序。这意

味 
着在收货订单的库存过帐中系统将自动地建议所有数量，该收货订单在检验中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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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在PP中被确认为产出。如果货物被按批次处理，系统将为收货库存过帐中的每一个批

次 
创建一个项目。 

9. 一旦维护了工序的数据，就应为工序维护检验特性。 

  说明  
用户只能把被定义为与检验点一起使用的采样过程分配给一个检验特性。可以在

采  
样过程中，通过在检验频率字段中输入适当的值来影响检验间隔（参阅 检验频

率）。 

10. 保存数据。 

参阅： 

生产中的检验（有检验点）  

动态修改  

 
 

  每个部分批量的数量确认 
在流程式工业中，类似食品或化工的产品通常以批次过程生产。如果对一个给定工序而言， 
在容器中以每个部分批量100升来确定化学品的数量，并且在四小时内每小时都对每个部

分 
批量采样一次（四个时间相关的检验点）。虽然在工序中存在着四个检验点，但当完成检

验 
时，部分批量中的数量仍是100升。这样，只能记录一次100升的部分批量数量。  

在不连继的生产中，检验通常以数量为条件而不是以时间为条件来执行的。这个指示符不

适 
用于这样的情形。  

 
 

  检验频率 
假定用户已激活了数量基础上的检验点并想每300件执行一次检验。如果在特性的采样过 
程中为检验频率输入值“2”，那么必须每两个检验点对该特性检验一次。下个特性的采 
样过程可以要求每个检验点均执行一次检验。 

 
 

 
1
2 3  通过参考工序集来创建一个工序 

如欲加速工序的创建，那么可以使用参考工序集。如下图所示，参考工序集被用于创建 
检验工序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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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检验工序

 0030检验工序 PVO

工作中心

工作中心

特性

特性

测试设备

测试设备

 0020: Ref1检验工序

表头

检验计划

工作中心

特性

测试设备

表头

 Ref1参考工序集

 
 

说明  
为了使用参考工序集，不应该在工序的任何字段中输入数据。如果输入了数据，

那么  
系统假定用户已创建了工序，将不允许用户使用参考工序集。 

使用参考工序集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在参考计划表头中定义的计量单位必须与参考计划的 
单位一致。 

如欲使用参考工序集，那么： 

1. 从工序一览屏幕的菜单条中选择额外 � 参考 � 创建 ：系统显示一个屏幕， 在屏幕

中  
必须输入： 

- 想使用参考工序集创建的工序号 

- 参考工序集组 

- 参考工序集的组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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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序增量 

如欲通过匹配代码来查询参考工序集，那么把光标移到组参考字段上并选择可能输入 
帮助。在选择了可能输入帮助后，在限定值范围对话框中出现匹配代码，为任务清单 
类型输入S。 

2 在选择了参考工序集后，选择ENTER。系统创建参考工序集的一个参考，并返回工序 
一览屏幕。注意，不为数据加亮工序一览屏幕中的新字段。这意味着不可以更改工序 
的任何数据。 

当使用参考工序集时，将发生什么？ 
当参考一个计划时，系统保持对何处使用了参考工序集的跟踪。因而可以在一个或多个检

验 
计划工序中产生一个用户反查清单并替换一个被参考的计划。当对参考计划做出更改时，

这 
些更改将被反映在检验计划工序中。但是，不可以在检验计划自身中更改数据。 

 
 

  检验特性 

什么是检验特性？ 
检验特性定义了将检验什么以及将怎样执行检验。可以把检验特性分配给指定的检验工

序， 
也可以把工作中心和测试设备分配给工序。 

说明  
如果检验特性参考了物料说明，那么不可以再分配工作中心或测试设备。 

在工序内，由号码来识别特性，在概要中定义了号码的增量。可以为检验特性自身、物料

和 
供应商的组合和/或物料和客户的组合定义特性值。 

访问检验特性 
如欲访问工序一览屏幕中的特性一览屏幕，那么： 

1. 通过标记工序来选择想要为之创建特性的工序。 

2. 选择转到 � 检验特性一览。 

3. 如有必要，在工序一览的下一个可用行中输入新的特性。 

创建检验特性 
如欲创建一个检验特性，可以使用主检验特性。如果未使用主检验特性，那么必须把所有

数 
据直接输入到计划中。为了简化手工数据输入，可使用一个控制码，这个控制码包括了特

性 
的许多指示符的缺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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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使用主检验特性  

手工输入数据  

使用  

下图汇总了创建检验特性的任务。它说明了在使用主检验特性和分配检验方法时发生的事

件。 
在下面的专题中描述了图中列出的过程。 

检验方法的用途反查清单
M I C的用途反查清单*

MIC 1
MIC 2
MIC 3

手工地
输入方法

手工地输入
方法

被冻结的

MIC 2
 ?完全地维维护了吗

MIC从 中
选择检验方法

MIC从
中选择方法

未被冻结的

(  M I C象复制
 )一样处理

复制 参考

*

否 是

直接地
输入

 使用一个
主检验
特性

 
 

 

 
1
2 3  使用主检验特性 

如欲在创建检验特性时，使用主检验特性，那么： 

1. 在一览屏幕上的主检验特性字段中输入主检验特性的指示符。如欲通过匹配代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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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主检验特性，那么把光标移到主检验特性字段并选择可能输入帮助。 

  说明  
只有那些被显示为“完全维护”和已下达的主检验特性才可被计划参考。 

2. 在输入了主检验特性的指示符之后，选择 ENTER。 

系统显示有关主检验特性和检验方法的信息的对话框。实际信息被显示在窗口中并且

分配 
检验方法的过程取决于怎样选择主检验特性。 

如果从通过匹配代码查找而产生的清单中选择了主检验特性。那么在对话框中，系统

显示 
主检验特性的指示符、工厂和版本。 

- 如果不想把一种方法分配给特性，那么选择 ENTER。系统删除该窗口。 

- 如果把一种检验方法分配给特性，那么在方法字段中输入*并选择ENTER。 
系统显示已被分配给主检验特性的方法的清单。 

如没有把任何方法分配给主检验特性，那么系统删除该对话框。 

如果在主检验特性字段中输入了主检验特性的指示符，那么系统在对话框中显示主检

验 
特性的指示符和工厂。如欲继续，选择 ENTER。 

系统自动地选择主检验特性的当前版本。 

- 如果把一个以上的检验方法分配给了主检验特性，那么系统显示这些方法的清单。  
可以在不做出使用决策的情况下，从清单中选择一种方法或回到一览屏幕。 

- 如果只分配了一个方法，那么系统将删除窗口并创建该方法的参考。 

- 如果未把任何方法分配给主检验特性，系统将删除对话框。 

3. 在选择了检验方法或删除了信息对话框后，因为没有分配方法或主检验特性未参考任

何 
方法，所以系统将把来自于主检验特性的短文本和其它数据一起复制到一览屏幕。 

4. 根据控制指示符的设置，用户可能需要把一个采样过程分配给特性。如果是这样，那

么 
系统显示一个屏幕，在其中输入过程、样本计量单位、基本计量单位、统计处理控制

准则 
和动态修改规则 。 

  说明  
如果主检验特性被定义为可计算特性，那么系统显示一个用来输入公式的对话框。 
如欲了解其它信息，可参阅 使用可计算特性. 

有关主检验特性和被特性参考的检验方法的信息将被显示在特性的一般数据屏幕中。如欲 
访问此屏幕，标记希望的特性并从特性一览屏幕中选择明细  检验特性 � 一般数据 
 　话闶　荨£ 

当一个主检验特性被参考时，将发生什么？ 
如果主检验特性被显示为“完全维护”，那么该特性将被检验特性参考。检验特性和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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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特性的连接将被建立。因而可以产生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并在检验计划中替换主检

验 
特性。 

来自主检验特性的数据被冻结。这意味着在检验特性中，不能更改任何从参考的主检验特

性 
中创建的值，而且，不能为被参考的主检验特性定义分配值。 

说明  
如果在检验计划和物料说明中参考了一个主检验特性，那么将在特性的明细屏幕

中 
把这个主检验特性指定为说明特性。如果已检验了相应的物料，那么这个特性的

值 
可以被物料说明中包括的值覆盖。 

参阅： 

取消主检验特性  

当主检验特性被复制时将发生什么？ 
如果主检验特性没有被显示为“完全维护”，那么主检验特性被复制到检验特性中。 
与主检验特性的连接仍被保留，并可以为主检验特性产生用途反查清单。但不能替换主检

验 
特性。 

来自主检验特性的数据未被冻结。这意味着用户可以更改检验特性中的任何值，除非主检

验 
特性使用设置了“固定”指示符的控制码。如果设置了该指示符，则不能更改由控制码定

义 
的控制指示符设置。 

如果复制了主检验特性但数据不完全，例如缺少允差范围，那么系统将显示附加数据输入 
屏幕。 

 
 

 
1
2 3  取消主检验特性的冻结 

如果参考了主检验特性，那么将在特性一览屏幕和特性的一般数据屏幕中显示此主检验特

性。 

为了取消对在特性中被参考的主检验特性的冻结，可以： 

1. 访问特性一览屏幕或特性的一般数据屏幕。 

2. 如果在一览屏幕中，那么标记期望的特性。 

3. 选择编辑　∠　匦远辰帷Ｏ低吃诙曰翱蛑邢允咎匦远辰嵋驯蝗∠　男畔ⅰＶ骷煅樘

匦Ô 
就象被复制到检验特性中的主检验特性一样对待。可参阅使用主检验特性（当主检验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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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被复制时，发生什么 ）来获得附加信息。 

  说明  
主检验特性的值可被来自物料说明的值覆盖。如果在一个主检验特性的物料说明

中 
存在着一个输入项，那么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同一个主检验特性可能只是某种

物料 
的占位符。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手工输入数据 
如果决定输入检验特性的所有数据，那么必须首先确定是否创建一个定性或定量的特性。 
在特性一览屏幕中标记定量或定性 列，并选择 ENTER。 

说明  
即使不使用控制码，检验特性的控制指示符也可以从被定义在数据库中的初始值

中 
设置。检查这些初始设置是否是用户想为特性定义的设置。 

显示的屏幕和必须维护的数据取决于特性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 

 
 

 使用允差关键字 
如果想使用允差关键字，那么可在特性一览屏幕上的允差字段中输入它。如欲访问允差关

键字 
的清单，可以把光标移动到允差列并选择可能输入帮助。如欲从清单中选择关键字，则把

光标 
移动到允差关键字上并选择选择。 

如果允差关键字定义了有关的极限，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必须输入目标值。 
如果极限是绝对的，该对话框将不被显示。也可在定量数据屏幕中访问这些值。 

  

说明  
在使用允差关键字时，考虑下列几点： 

·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系统管理员也可以根据DIN标准中的表来定义名义允

差 
大小。如果为一个允差关键字定义了这些名义大小，那么允差将在这些名义大

小 
的基础上变动。 

· 如果删除了允差关键字，由允关键字定义的值将不被删除。它们将作为特性值 
而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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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控制码  
如果用户正手工地输入检验特性的数据，那么可以使用预定义的控制码，该控制码包含了

许多 
控制指示符的缺省设置。如要使用控制码，应在特性一览屏幕上的控制指示符字段中为控

制码 
输入一个指示符。如欲访问控制码的清单，那么把光标移动到控制指示符字段上并选择可

能输 
入帮助。 

当输入控制码时，系统把已把为关键字定义的指示符设置复制到检验特性中。除非已为控

制码 
设置了确定指示符不能更改的“固定”指示符，否则可以在检验特性中更改设置。 

如果控制码定义了定量的特性，那么系统将显示一个屏幕，在此屏幕中可以输入允差和目

标值。 

如果控制码要求采样过程，那么系统将显示一个供用户输入相关数据的屏幕。 

 
 

  使用可计算特性 

什么是可计算特性？ 
当使用定量的检验特性执行检验时，用户也可以通过可计算特性来自动地计算来源于其它 
特性值的结果（所谓的输入特性）。与检验类型的其它特性相反，用户并不记录可计算的 
特性的结果。实际上系统根据存储在特性中的公式自动地计算特性结果。 

在计划中维护可计算特性时，在特性中输入一个公式。可以在公式中使用标准数学功能和 
运算符，以及下列各项： 

     数字常量 

     参考了值和其它输入特性结果的公式参数（输入特性和计算特性必须被包括在相同的 
工序内） 

· 调用外部功能模块的公式参数；  
在某些情况下，被计算特性的输入值可能在当前工序中不可用（例如，想使用包括在

其它 
检验批量中的值）。在这种情形下，可能需要通过功能模块来访问所需数据并计算输

入值。 

说明  
QM用户设置应用程序包括几个预定义的公式参数，它们可使用在可计算特性的公

式 
中。如有必要，系统可以定义其它公式参数来满足用户的要求。 

可计算特性的计划考虑  
当计划可计算特性的使用时，考虑下列几点来确定系统能正确地处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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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兼容性 

    在检验计划范围内，确定输入特性和被计算特性相兼容（例如，从将被确认的结果类

型 
和检验范围来确定）。 

     在特性级别上的动态修改（可选） 

出于动态修改目的，建议用户在可计算特性或输入特性中输入动态修改规则并参考这

些 
特性（参阅： 使用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 

评估可计算特性 
在结果记录期间，用评估其它特性的相同方法来评估可计算特性。如果可计算特性使用了

由 
其它输入特性提供的值，那么在系统处理可计算特性中的公式前，必须先评估这些输入特

性。 

怎样创建可计算特性 
参阅： 创建可计算特性. 

 

参阅： 

检验结果  

 
 

 
1
2 3  创建可计算特性 

如欲在检验计划中创建可计算特性，执行下列步骤：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 　柿考苹� 　煅榧苹　Ｏ低诚允炯煅榧苹

　某跏计聊弧£ 

2.    选择计划 　煅榧苹� 　　睦吹饔孟钟械募煅榧苹　Ｏ低诚允居美锤　募煅榧苹　

某õ 
始屏幕。 

3.    输入物料描述和工厂号或计划组号来调用一个检验计划（如有必要，使用这些字段

的 
可能输入帮助）。4. 选择Enter。根据用户的输入以及是否有一个或多个检验计

划可用，系统将显示一个用来 
计划选择的对话框或者直接进入工序一览屏幕。 

5.   如果用户未在工序一览屏幕中，那么选择适当的菜单选项来调用工序一览屏幕。 

6.   标记一个工序并选择转到 　煅樘匦砸焕览吹饔眉煅樘匦缘囊焕榔聊弧£ 

7.   可以通过在屏幕中直接定义检验特性或通过参考主检验特性来创建一个可计算特性。

取决 
于想使用哪一种方法而执行下列过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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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特性一览屏幕中定义了一个新的检验特性，那么按如下步骤进行： 

a.    通过标记检验一览屏幕中的定量列来创建一个定量的特性。  

b.    选择ENTER。将显示用来编辑特性控制指示符的对话框系列的第一个对话

框。 

c.    在显示的各个对话框字段中激活期望的控制指示符。用户必须确定已激活

控制 
指示符可计算特性。 

d.    在维护了各个指示符后，系统显示用来输入特性的定量数据的屏幕。 

- 如果想参考被定义为可计算特性的主检验特性，那么按如下步骤进行： 

 a.   在主检验特性字段中输入主检验特性的指示符或使用可能输入帮助来选

择。 

 b.    选择ENTER。如有必要，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把一种

检验 
方法分配给主检验特性。由于在创建主检验特性时已定义了特性控制指示符， 
所以将不再显示它们的对话框。 

 c.    选择ENTER。系统显示用来输入特性的定量数据的屏幕。 

8.    在定量特性数据的屏幕中，输入可计算特性的公式。当输入公式时，确信遵循

了下列指导：   －必须以下列格式输入运算对象和参数：  

     ppnnnn 

条目中的值PP表示公式的参数（例如，A0）。值nnnn表示任务清单中特性的号

码 
（例如，特性0010）。 

例如，如欲把特性10的值（单个单位的计量值）乘以特性20的值（单个单位的计 
量值），那么输入下列公式：A00010*A00020。 

－  如果公式的参数参考了一个功能模块，那么也可以在没有特性号码情况下，输入

公式 
的参数。 

－  如欲选择定义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的公式参数，可以使用公式字段的可能输入

帮助。 

－  假如任务清单中的第二个可计算特性的号码大于第一个特性的号码，那么可以把

来自 
于第一个可计算特性的结果用作第二个可计算特性的输入值。 

－  如欲了解有关ABAP/4公式解释程序的附加信息，可参考功能模块

EVAL_FORMULA。 

 9.   当已输入了公式时，选择继续来返回特性一览屏幕。 

10.   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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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 
关于特性和检验阶段 

系统怎样确定特性的检验阶段？ 

当系统在特性级别执行动态修改时，它自动地： 

犯　菁煅榈慕峁　驮诙　　薷墓嬖蛑兄付ǖ 奶跫　　Ａ艋蛐薷谋患煅樘匦缘募煅é 
阶段。 

吩谔匦缘闹柿考侗鹬懈　滦碌募煅榻锥Î 

为何特性的检验阶段可以不同？ 

当用户在结果记录过程中评估特性时，可以接受许多特性，同时拒绝一些其它特性。因为 
由系统来执行这些不同的评估和随后的动态修改，所以一个工序中的特性可处在不同检验 
阶段（例如，一些特性可能处在“略过”阶段，而其它的正处于“检验阶段”）。 

如何确定特性的检验阶段是相同的？ 

为确保一个工序中所有特性的检验阶段不会互相冲突，可在计划中定义前导特性和相关特

性。  

什么是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 
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提供了用来确定一个工序中特性的检验阶段是否相同的一种方法。下

面 
定义了这些特性的类型： 

非暗继匦Ô 

这是用户从工序的几个特性（或工序的特性组中）中选出并用作保留特性（所谓的相

关 
特性）的“前导”特性的特性。一个前导特性是工序中或特性组中唯一将被动态修改

并 
为之维护质量级别的特性。 

废喙靥匦Ô 

它们是工序中（或特性组中）所有被连接到前导特性上的特性。相关特性不会被动态

修改 
并且系统不为它们维护质量级别。用户并不为相关特性输入动态修改规则，而是参考

前导 
特性的号码。 

如何使用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 
通常在下列两种情形下使用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 

肥褂每杉扑闾匦允± 

当在检验计划中使用可计算特性时，如果输入特性的检验阶段不相同，系统就有可能 
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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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可计算特性取决于两个输入特性的值或结果。如果两个输入特性有不同的检验阶

段 
（ 例如，“普通”和“略过”），那么由于其中一个输入特性处于“略过”阶段 
（也就是不被检验），所以系统将不能执行可计算特性中的计算公式。 

吩诠ば蚣侗鹕贤瓿啥　　薷Ä 

在检验计划中为所有工序定义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通过这种方法，将可以确保各工

序中 
所有特性的检验阶段是相同的。 

使用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的指导 
确定在定义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时考虑到了下列几点： 

芬桓銮暗继匦灾豢赡苁钦庋　囊桓鎏匦裕º 

       － 所需的特性 

       － 有一个被分配给它的动态修改规则 

       － 并不包括另一个前导特性的号码 

房梢园淹　　那暗继匦苑峙涓　嗤　ば蚰诘募父鱿喙靥匦浴Ｒ部梢栽谙嗤　ば蚰诖唇

缸é 
特性。 

啡绻　暗继匦缘牡鼻凹煅榻锥我　蟆奥怨　保　　捎谔匦约尤ㄔ　颍ū 欢ㄒ逶谟没　柚Ã 
应用程序中），对一个相关特性来说不允许略过，那么略过仅适用于前导特性。按照

包 
括在前导特性的动态修改规则中的下一个检验阶段来检验相关特性。 

啡绻　诩煅榧苹　惺褂每杉扑闾匦裕　敲粗恍枋淙肟杉扑闾匦缘亩　　薷墓嬖颉Ｔ谑淙ë 
特性中，把可计算的特性参考为前导特性。 

怎样定义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 
参阅定义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  

 

参阅： 

动态修改  

 
 

 
1
2 3  定义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 

执行下列步骤来在检验计划或其它任务清单类型中定义前导特性和相关特性。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煅榧苹 质量计划　煅榧苹　Ｏ低诚允炯煅榧苹　某跏计聊弧£ 

2.   选择计划　煅榧苹 更改来调用现有的检验计划。系统显示用来更改检验计划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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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 

3.   输入物料描述和工厂号或计划组号来调用检验计划（如有必要，使用这些字段的可

能 
输入帮助）。 

4.   选择ENTER。根据用户的输入和是否有一个或多个检验计划可用，系统可能显示一个 
用来计划选择的对话框或直接进入工序一览屏幕。 

5.   选择明细 　硗罚　聪允炯煅榧苹　硗贰Ｔ诩煅榧苹　硗分校　范ㄒ言谔匦约侗鹞ª 
动态修改设置了动态修改级别 。 

6.   选择转到 　煅樘匦砸焕馈Ｏ低诚允炯煅樘匦砸焕榔聊弧£ 

7.   标记一个工序并选择转到　煅樘匦砸焕馈Ｏ低诚允炯煅樘匦砸焕榔聊弧£ 

8.   按如下步骤定义工序的前导屏幕： 

a.  标记想指定前导特性的特性。 

b.  选择明细　煅樘匦援控制指示符。系统显示包括特性的控制指示符的对话框。 

c.  确定已为采样过程和所需的特性激活了控制指示符。 

d.  选择继续直到系统返回特性一览屏幕。在返回特性一览屏幕前，系统将显示 
许多对话框和屏幕。 

  说明  
本过程假设已维护了特性的必要数据（定量特性数据、采样过程和动态修改 
规则）。如果正在创建一个新的特性，那么在返回特性一览屏幕前处理对话

框 
和屏幕时，必须维护这些数据。 

e.   选择明细 　煅樘匦援动态修改。系统显示包括特性的动态修改参数的屏幕。 

f.    如果动态修改规则还未存在，那么输入特性的动态修改规则。（如有必要，通

过 
修改规则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规则。 

      g.   保存数据。 

9.   通过为每个特性重复步骤8a到8g来把工序中（或一个特性组中）所有其它特性定义

为 
相关特性。但是，对步骤8f而言，不是在修改规则字段中输入动态修改规则；而是在 
特性的动态修改字段中输入前导特性的号码。 

 
 

 
1
2 3  把测试设备分配给特性 

如果在工序级别上已维护了适当的生产资源和工具（PRT）数据，那么可以把一部分测 
试设备分配给特性。按如下步骤来把测试设备分配给特性： 

1. 根据是创建一个新的检验特性还是维护一个现有的特性，在特性一览屏幕中执行下 
列步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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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维护一个新的特性，那么标记特性并选择明细 � 检验特性 � 控制指示符。 

- 如果创建一个新的特性，那么在输入新特性的数据后选择 ENTER。 

将显示检验特性控制指示符的第一个对话框。 

2. 选择继续。将显示特性控制指示符的下一个对话框。在杂项控制指示符的屏幕中，激

活 
控制指示符分配测试设备。 

3. 选择继续。系统将返回到特性一览屏幕。 

4. 选择明细 � 检验特性 � 一般数据 � 一般数据 。将显示一般特性检验数据的屏幕。 

5. 在这个屏幕的参考区域中，显示了数据字段测试设备。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测试 
设备。 

6. 保存数据。 

参阅： 

PP 生产计划 

 
 

 
1
2 3  使用检验方法 

如果使用了主检验特性并想把一种检验方法分配给特性，那么必须使用为主检验特性 
定义的检验方法。 

参阅： 

使用主检验特性  

如果用户不使用主检验特性，那么可以把一种检验方法手工地分配给特性。 

把检验方法分配给特性 
1. 访问一般检验特性数据的屏幕。 

2. 输入检验方法的指示符。 

如欲通过匹配代码来查询一种检验方法，那么把光标移动到检验方法字段上并选择 
可能输入帮助。当使用选择功能从清单中选择一种方法时，系统把检验方法指示符 
复制到一般特性数据屏幕中。 

3. 在输入了所需数据或选择了一种方法后，选择 ENTER。系统选择方法的当前版本并 
把工厂和版本复制到一般特性数据屏幕中。如果在检验方法中定义了检验者的资格， 
那么系统将从检验方法中复制资格。 

当把检验方法分配给特性时，将发生什么？ 
检验方法被检验特性和主检验特性参考。如果检验方法被下列各项参考，用户就可以创 
建用途反查清单并替换检验方法： 

· 检验特性 

· 已被复制到计划中的主检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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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检验计划中最初被参考并被冻结，后被取消冻结的主检验特性。 

不可以替换已被主检验特性参考了的检验方法。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把代码组或选择集分配给一个特性 

代码组中的代码和选择集被用于描述计划中特性的结果。按如下步骤来把代码组或选择集 
分配给特性： 

1. 进入特性一览屏幕。 

2. 如果正处于一览屏幕中，则标记希望的特性。 

3. 从菜单条中选择明细　煅樘匦援目录来访问定量数据屏幕。系统显示一个屏幕， 
在该屏幕中用户可以把代码组和/或选择集分配给检验特性。 

  说明  
如果为特性设置了特性属性的指示符，那么屏幕中第一个输入项将是目录类型1。 

4. 用户必须为每个分配输入： 

- 目录类型 

- 代码组和选择集指示符（如果正在分配一个选择集，那么必须标记S 列） 

选择代码组/选择集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来查找代码组或选择集。系统显示一个对话

框， 
在这个对话框中必须输入目录类型，并标记选择集或代码组选择。 

5. 输入希望的目录类型并按下想进行选择的合适按钮（例如，选择集分类，选择集选择， 
代码组分类或代码组选择）。系统显示一个具有满足输入的选择准则的代码组或选择 
集清单的对话框。 

 
 

 
1
2 3  维护特性的缺陷代码 

在定性检验特性数据的屏幕中，也可以为特性定义定性或定量的缺陷代码。当在结果记录

的 
范围内评估特性时，将从缺陷的目录类型中选出这些缺陷代码并用它们来提供自动创建缺

陷 
记录的基础。如果因为存在与存储在计划中的缺陷代码相符合的缺陷而拒收了一个特性， 
那么系统将自动地创建被检验项目的缺陷记录。这些缺陷记录能以质量通知单的格式而被 
进一步处理。 . 

可按如下步骤在计划中定义缺陷代码： 

1. 在检验计划中调用特性一览屏幕。 

2. 标记希望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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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主菜单中选择明细 � 检验特性 � 目录。系统显示定性检验特性数据的屏幕。 

4. 用户根据是选择了定性还是定量的检验特性，而在屏幕的拒收缺陷代码 区域的字段 
中输入适当的缺陷代码。 

- 对定性特性而言，输入定性的缺陷代码 

- 对定量特性而言，输入拒收的一个缺陷代码和作为允差上限和允差下限的两个 
定量缺陷代码。 

通过可能输入帮助功能，从缺陷目录的期望代码组中选择代码。 

说明  
为了在结果记录期间自动地产生缺陷记录，必须确定已为特性激活了控制指示符

缺陷 
记录。 

参阅： 

自动产生缺陷记录  

 
 

 
1
2 3  删除代码组分配 

1. 在代码组/选择集列删除输入项并选择 ENTER。系统显示一条信息来维护目录类型。 

2. 选择 ENTER来确认删除，分配的所有输入项将被从屏幕中清除。 

如果设置了特性属性指示符，则不可以删除屏幕上第一个输入项，第一个输入项是目录类

型1 
的选择集。 

 
 

  分配值 

什么是分配值？ 
如果已把物料、供应商和客户的组合分配给了检验计划，那么可以为定量特性和定性特性 
定义附加特性值。这些特性值也被称为分配值。 

说明  
不可以为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主检验特性或者参考工序集中的检验特性定义 
分配值。 

如何使用分配值？ 
例如，在检验计划 APPLE-1093 中，存在着有几个检验特性的计量检验工序。根据苹果 
的类型，这些特性之一，直径，有几个分配值。 

检验特性的分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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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 指标 允差下限 允差上限 

MACINTOSH 4.5 4.0 5.0 

ROME 7.5 7.0 8.0 

DELICIOUS 8.2 7.0 9.4 

GRANNYSMITH 5.0 4.0 6.0 

 

当检验苹果时，系统检查物料检验计划中的分配值是否可用。如果可用，那么检验期间，  
系统将在特性自身中使用分配值。 

 
 

 
1
2 3  维护分配值 

如欲维护分配值，则必须首先把一个物料（或几个物料）分配给检验计划。当用户创建检 
验计划时，可以把物料分配给它。若检验计划已被创建，那么可以通过更改计划来进行分

配。 

参阅： 

把物料分配给检验计划  

如欲维护特性的分配值，那么： 

1. 通过标记一个工序来访问特性一览屏幕，然后从工序一览屏幕中选择转到　煅樘匦Ô 
一览。将显示一份特性的清单。如果特性的短文本未被加亮，那么该特性是一个被参

考 
的主检验特性。这表明不能为它增加分配值。 

2. 标记希望的特性，然后选择转到  特性值一览，系统将访问分配值一览屏幕，将显示 
所有现有的值 。  

3. 如欲创建新的分配值，选择编辑　碌氖淙搿Ｏ低吃诙曰翱蛑邢允痉峙涓　煅榧苹　Ä 
所有物料的清单。 

4. 将光标移动到物料上并选择选择来选择一个分配。系统把选中的分配增加到现有值 
清单的尾部并发送一条信息来检查数据。 

5. 系统显示数据输入的屏幕，在屏幕中可以分配代码组和/或选择集。  

如果正为定量特性定义分配值，那么可以通过在分配值一览屏幕的允差关键字列中输

入 
一个关键字来使用允差关键字。  

参阅： 

把代码组或选择集分配给一个特性  

使用允差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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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把物料分配给检验计划 

在把一种或多种物料分配给一个检验计划之前，不可以使用该检验计划。作为分配的先决

条件， 
系统必须允许把物料类型分配给计划类型。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建立物料类型和检验计

划之 
间的关系。 

另外一个先决条件是，物料的计量单位必须与在计划表头中定义的计量单位相匹配。 

  

分配物料 
1. 当用户正在创建或更改一个检验计划时，可以在初始屏幕或计划一览屏幕中通过选择 

检验计划  物料分配来访问分配任务。系统将显示物料分配一览对话框，对话框中 
列出所有现存的分配。 

2. 在该对话框中的可用行内输入分配数据。必须为每个分配输入： 

- 计划组计数器 

- 物料 

- 工厂 

可以进行基于物料和供应商和/或客户组合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分配的第二

行 
中输入适当的数据。如欲通过匹配代码查询物料、工厂、供应商，只需把光标定位到

相 
关的字段上，然后选择可能输入帮助。 

3. 如欲让系统检查新的分配，则选择ENTER。如果没有任何错误，那么新的分配将被加

入 
到现有分配的清单中。清单中的最后一个分配将被显示。 

 
 

 
1
2 3  删除分配 

1. 如同过程： 把物料分配给检验计划 中的步骤1所描述那样来访问分配清单。 

2. 把光标移动到想删除的分配上，然后选择删除。分配将被从屏幕中删除。 

  
注意

 
在删除分配前，系统不会发出确认信息。因此要确定已选择了正确的分配。 

参阅： 

删除分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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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删除分配值 

当删除了一个分配时，在系统中仍存在所有为该物料定义的分配值。当访问分配一览屏幕

时， 
由于已删除了分配，系统将在供应商和客户中显示****来指出分配值已不再有效。 

必须通过手工地删除这些值来从系统中清除分配值：  

1. 通过标记适当的分配值来选择想要删除的分配值。  

2. 选择编辑 � 删除。 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用户在该对话框中确认想要删除的分配

值。 

3. 选择是。分配值被从屏幕和系统中删除。 

 
 

  计划和设置的更改 
可以通过下列各项来更改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 日期关键字 

· 更改主记录 

如欲访问用来更改计划的屏幕，那么选择下列之一： 

· 检验计划 � 检验计划 � 更改 

· 检验计划 � 参考工序集 　　摹£ 

通过日期关键字来更改 
当用户更改一个计划并在初始屏幕的日期关键字字段中输入一个日期时： 

· 旧的计划值被新的计划值覆盖 

· 更改被标记上计划对象（例如，检验特性或工序 ）的开始有效日期 

· 一个更改凭证将被创建。该凭证表明计划已被更改。 

通过更改主记录来更改 
如欲使用更改主记录，那么应当在更改任务的初始屏幕中的更改号码字段中输入一个 
记录号。如欲访问更改主记录的清单，可以把光标移动到更改号码字段上，并选择可 
能输入帮助。 

当通过更改主记录来更改一个计划时： 

· 包括新值的一个记录被写到数据库中。例如，如果更改目标值和限制值，那么新的 
特性记录被写到数据库中。 

· 新的数据库中的日期就是更改主记录中包括的日期。 

创建计划的修订级别 
如果公司维护了物料或产品的几个版本，那么物料或产品只能通过修订级别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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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以为这些物料创建并维护检验计划的相应的版本（参阅修订级别的用途）。 
当为收货检验递交物料时，通过这种方法，系统就可以自动为一个检验选择适当的检 
验计划。 

修订级别的使用包括下列基本步骤： 

1. 通过系统的工程更改管理功能来创建一个更改主记录，在更改主记录中，用户可以 
识别将被更改的对象 （例如，物料、计划）。更改主记录会被分配一个更改号码。 

2. 使用更改号码，对物料主记录中的物料进行必要的更改，并把一个修订级别分配给该

物料。 

3. 在原始检验计划中做出必要的更改，然后保存计划。 

说明  
除了在工序或特性级别的计划中进行一些更改之外，也必须在检验计划表头进行

更改 
（例如，通过编辑一个文本来创建一个新的计划表头）。否则，当为一次检验处

理有 
修订级别的物料时，系统将不能自动地选择检验计划。 

当更改计划时，系统创建被更改计划部分（例如，表头、工序、检验特性）的新版本， 
并在这些部分中存储更改号和日期关键字来指出何时更改将有效。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修订级别的用途 
在制造过程中，装配部件通常只被轻微地修改，所以它们可以被用于其它同类产品。在 
许多情况下，为了生产目的，公司必须在库存中维护原始部件和被修改的部件。与把一 
个新的部件号分配给被修改的部件相反，两个部件都保留相同的号码，但它们被分配不 
同的修订级别（例如，原始部件=修订级别“A”， 被修改的部件=修订级别“B”）。 

如果修改不影响部件的检验，那么可以使用现有的检验计划来检验原始的部件和被修改的 
部件。如果因为修改的原因而导致新的部件必须以不同方式来检验，那么必须创建检验计 
划的一个新版本，该检验计划必须包括被修改的检验过程。可以通过把新的修订级别分配 
给现有的检验计划并根据新的修订级别对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来做到这一点。 

通过这种方法，如果为有修订级别的物料下达了订单，那么当收货中收到新部件交货时， 
系统将自动地选择合适的检验计划。 

 
 

  计划的一致性检验 
当用户创建或更改一个检验计划、参考工序集或工艺流程时，系统不会自动地检查工序和

检 
验特性的一致性。因而可能有这种情况：在维护计划时可能产生的错误（例如，没有正确

地 
复制工序号，未正确地设置控制指示符）。由于这个原因，在创建或更改计划后，系统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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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计划一致性检查的方法。可以执行下列清单任务类型的一致性检查： 

· 工艺流程 

· 检验计划 

· 参考工序集 

自动的一致性检查 
在任务清单类型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可以通过使用状态维护中的一致性检查指示符来

指定 
在保存计划前自动地执行一致性检查。如果该指示符未处于活动状态，那么用户只能通过

菜单 
调用该项功能来执行一致性检查（参阅下面的“手工执行一致检查”）。 

一致性检查的范围 
在计划的一致性检查期间，系统检查下列对象关系： 

· 检验特性的一致性 

当退出检验特性一览屏幕时，将自动执行该项检查（该项检查不取决于用户设置应用

程序 
中的一致性检查指示符的设置）。不一致的例子： 

- 公式中使用的特性没有正确的属性 

- 条件特性独立于要求的特性 

· 整个计划的一致性 

当退出检验计划功能或从菜单调用一致性检查时，将执行该项检查。不一致的例子： 

- 在工序的控制码中已设置了检验特性的指示符；然而，此工序没有检验特性 

- 在工序的控制码中没有设置检验特性的指示符；但是，此工序存在检验特性 

系统将以错误或警告信息形式来识别计划中的不一致。如果系统显示了警告信息，那么用

户仍 
可以在没有改正不一致的地方的情况下使用计划。但是，如果系统显示了错误，那么用户

必须 
在使用计划前改正不一致的地方。 

手工执行一致性检查 
如欲手工地执行一致性检查，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在工序一览屏幕中，选择额外 � 计划一致性检查 � 检查。 

2.  系统执行一致性检查。在检查过程中，系统把在检查期间产生的所有信息都写到一致

性 
日志中。可以通过这些系统信息来确定应采取何种行动。 

  说明  
如果系统在检查期间显示信息，那么它会自动地转到屏幕错误管理和分析：初始
屏幕。 
在该屏幕中，可以通过选择日志　允井总计来转到系统信息的清单。如果选择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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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苹　恢滦约觳楫一致性日志，那么也可以从一览屏幕转到屏幕管理和分析：初
始 
屏幕。 

参阅： 

PP 生产计划 

 
 

 
1
2 3  遗漏检验计划 

遗漏检验计划的功能允许用户在系统中识别出那些未被分配有效检验计划的物料。 

· 遗漏检验计划（通用） 

使用该项功能，可以产生具有下列特点的物料的清单： 

· 检验计划不可用 

· 计划使用不能被用于指定的检验类型 

· 可用的检验计划未被下达 

通过用下列选择准则：物料、工厂、检验类型和日期关键字的组合来查找物料。 

在系统产生了清单后，可以直接转到物料主记录或检验计划。 

· 遗漏的检验计划（对采购而言） 

通过本功能，可以产生已为之创建了采购订单的物料的清单，但不存在检验计划的物

料 
除外。例如，如果把必须用检验计划来检验的物料递交给收货检验，但计划又不可用， 
那就不能完成该项检验（收货可被过帐，同时检验计划将被创建，但不能做出使用决

策）。 
可以通过本功能来帮助用户在计划作业中确定必需的计划可用。 

可以使用下列选择准则：物料、工厂和以天数计的检验提前期的组合来查找物料。 

      在系统已产生了清单后，可以直接转到物料凭证（采购订单）、物料主文件或质量

信息记录。 

产生遗漏检验计划的清单 
执行下列步骤来产生一个有遗漏检验计划的物料的清单：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计划　煅榧苹　Ｏ低诚允炯煅榧苹　某跏计聊弧
£ 

2.   根据用户想显示何种信息而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评估　怕┘煅榧苹 通用 

- 评估　怕┘煅榧苹 采购中 

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初始屏幕。  

3. 输入期望的选择准则并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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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 执行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 程序 � 在后台执行 

根据用户所做的选择，如有可能的话，系统将显示和/或打印有关遗漏检验计划的信息

的 
清单。 

 
 

 
1
2 3  列出对检验计划所做的更改 

通过使用计划历史的功能，用户可以显示并打印出对一个检验计划的单独字段所做的所有 
更改。更改将被按时间顺序列出。 

说明  
当在检验计划中增加或删除一个对象时，系统将完全地记录所做的更改。只有在

进行 
更改时指定了更改号码情况下，才列出对单独字段的其它更改。 

显示计划的更改历史 
如欲显示检验计划的更改历史，可执行下列步骤：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计划　煅榧苹　Ｏ低诚允炯煅榧苹　某跏计聊弧
£ 

2.   选择评估　苹　　� 。系统显示用来输入计划选择准则的初始屏幕。 

3.   输入用来识别用户想要列出更改的检验计划的数据： 

- 任务清单类型（q=检验计划，n=工艺流程，2=主配方〉 

- 物料和/或工厂 

- 任务清单组和组计数器 

输入想要列出更改的时间期限。  

4.   标记想要产生详细更改文档的对象。 

5.   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程序　葱Ð 

－   程序　葱�+打印 

－   程序　诤筇ㄖ葱Ð 

根据用户所做的选择，系统将显示和/或打印被标记对象信息的清单。该清单包括 
通过更改号码更改的所有数据字段。 

说明  
也可以在任务清单组中列出对字段的所有更改，而不需考虑在做出更改时，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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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指定了更改号码。如欲得到附加信息，可参阅 显示更改凭证。 

 
 

 
1
2 3  显示更改凭证 

可以通过这项功能来显示被选择的检验计划或参考工序集的更改凭证的清单。执行下列步

骤 
来显示检验计划或参考工序集的更改凭证： 

1.   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检验计划。系统显示检验计划的初始屏幕。 

2.   根据是否想为检验计划或参考工序集更改凭证，而选择下列菜单路径之一： 

- 评估 � 更改凭证   检验计划 

- 评估 � 更改凭证 �  参考工序集 

系统显示用来输入选择准则的初始屏幕。 

3.   输入计划组号码。如有必要，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任务清单组和计划组号码。 

4.   如果用户愿意，可以输入应为之显示更改凭证的日期、时间和/或用户名。 

5.   选择继续。系统显示所有可用于被选择的检验计划或参考工序集的更改凭证的清单。 

6.   用光标来标记更改凭证并选择显示凭证。系统显示下列信息： 

- 在其中进行更改的表和表关键字的名称 

- 创建更改凭证者的姓名 

- 创建更改凭证的日期和时间 

- 在其中进行更改的事务代码 

- 更改凭证号码 

 
 

 用户反查清单和替换 
本节描述了用户如何： 

· 找出在何处使用了主检验特性、检验方法和代码组 

�     替换在任务清单和物料说明中使用的主检验特性 

      替换在任务清单中使用的检验方法 

 

用途反查清单和替换的概述 

主检验特性和检验方法的使用 

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 

检验方法的用途反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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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组的用途反查清单 

替换主检验特性 

替换什么 

如何替换 

实施替换 

显示替换日志 

替换检验方法 

 
 

  用途反查清单和替换的概述 

清单和替换的范围 
QM模块有检验计划功能，通过它们，用户可以： 

      产生主检验特性、检验方法和代码组的用途反查清单（反查清单告诉用户：在任务清

单、 

       物料说明和证书概要中的何处使用了这些对象以及它们被使用的频率） 

· 在任务清单和物料说明中集中地替换主检验特性。  

�    在任务清单中集中地替换检验方法 

下表提供了主检验特性、检验方法和代码组的用途反查清单和中央替换功能的概述。 

主检验特性 

 任务清单中 在物料说明中 证书概要中 

显示用途 是 （1） 是 是 

替换用途 是 （2） 是 （2） 否 

1=包括被不完全维护的特性和被冻结的特性 

2=只有被参考的特性（只显示未被冻结并被复制的特性 ） 

检验方法 

 在任务清单中 在主检验特性中 

用于显示 是（3） 是（4） 

用于替换 是（3） 否 

3=如果把检验方法分配给在任务清单中被参考并被冻结的主检验特性，那么该项功能 
不可用 。 

4=只有在任务清单中也使用了检验方法，才可行。 

代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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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务清单中 

显示用途 是 

替换用途 否 

 

对于主检验特性 
可以为被参考但未被完全维护的主检验特性显示用途反查清单，该主检验特性已被复制到 
任务清单中。如果在任务清单或物料说明中参考并冻结了主检验特性，那么仅能使用替换

功能。  

 对于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被任务清单和主检验特性中使用的特性参考。当检验方法被下列对象参考时， 
可以创建用途反查清单和替换检验方法。 

· 任务清单中的特性 

· 已被复制到任务清单中的主检验特性 

�     在任务清单中最初被参考并被冻结，后来又被撤销冻结的主检验特性 

用户不能替换在主检验特性中被参考的检验方法。 

对代码组而言 
代码组被主检验特性和任务清单中的特性参考。只有代码组被下列各项参考时，用途 
反查清单才对该代码组有效。 

· 任务清单中包括的特性 

· 已被复制到任务清单中的主检验特性 

�     在任务清单中最初被参考并被冻结，后来又被撤销冻结的主检验特性 

用户不能为仅在主检验特性中使用的代码组显示用途反查清单。 

参阅: 

检验方法  

主检验特性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检验目录 

说明  
在本手册中没有描述工作中心、参考工序集和生产资源的使用和替换。如欲 
了解有关这些专题的信息，请参考PP工艺路线指南和PP工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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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检验特性和检验方法的使用 
可以创建将在任务清单、物料说明和证书概要中使用的主检验特性。用户可以通过创建 
检验方法来把它们分配给主检验特性或被包括在任务清单中的特性。 

经常查看何处使用主检验特性、检验方法和代码组是非常有用的。可以从主检验特性的 
使用清单中，显示参考了特性的任务清单、物料说明和证书概要。 

为检验方法产生两个使用清单： 

啡挝袂宓ブ械氖褂Ã 

分骷煅樘匦灾械氖褂Ã 

可以从主检验特性清单中显示参考了检验方法的主检验特性。 

对代码组而言，系统将创建一个任务清单中代码组使用情况的一览。 

 

参阅: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 

检验方法的用途反查清单 

代码组的用途反查清单 

 
 

 
1
2 3  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 

可以在检验计划、物料说明和证书概要中使用主检验特性。用户可以为在下列对象中 
使用的主检验特性产生用途反查清单： 

啡挝袂宓ズ臀锪纤得÷ 

可以复制一个主检验特性或者在任务清单或物料说明中创建一个对主检验特性的参

考。 
可以显示具有下列特点的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 

－   已被参考 

－   被不完全维护（已被复制到检验计划或物料说明中） 

－   被撤销冻结 

分な楦乓ª 

也可在质量证书的证书概要中参考主检验特性。这允许用户产生包括特性检验结果 
的质量证书。可以显示证书概要中使用的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 

显示主检验特性的使用一览 
使用一览提供使用了特定主检验特性的任务清单、物料说明和证书概要的一份清单。如欲 
显示主检验特性的使用一览，按如下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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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计划　煅榧苹　Ｏ低诚允炯煅榧苹® 
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评估 � 使用 � 检验特性。系统显示用于产生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

单的 
初始 屏幕。 

3. 在特性字段中，输入主检验特性的指示符。 如果不知道指示符，那么  
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一个主检验特性 。 

4.   在工厂字段中输入工厂号码。如有必要，使用该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工厂号

码。 

5. 如果想要显示主检验特性的特定版本，那么在版本字段中输入特性的版本号。如果不

在 

      该字段中进行任何输入，那么使用一览将包括特性的所有版本。 

6. 选择转到 � 使用一览来显示使用。如果至少在一个检验计划中使用了该主检验特性，  
系统将显示使用一览屏幕。 

  说明  
使用一览屏幕由下列信息块组成： 

－    屏幕顶部的被加亮的表头数据（指出特性名称、日期关键字和特性的使用

总数） 

－    说明特性在任务清单、物料说明和证书概要中被使用频率的三个列表头；  
通过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可以选择一个列表头： 

转向 � 一览/任务清单  
转到 � 物料说明  
转到 � 证书概要 

－   屏幕保留部分中的用途反查数据；该信息相应于当前选择的列表头 
（绿色高亮度） 

使用一览中的功能 
参阅在使用一览中选择功能  

 

参阅: 

检验方法  

主检验特性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检验目录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选择主检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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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主检验特性时，系统显示包括在系统中的主检验特性的清单。 
在选择特性前，确信已考虑到了下列各点： 

非宓ブ话　ㄖ骷煅樘匦缘囊桓霭姹荆　鼻鞍姹尽Ｈ绻　嬖谥骷煅樘匦缘钠渌　姹荆¬ 
那么它们将不被显示在清单上。这可能会导致下列情况： 

- 清单中的版本未被下达或未被参考。如果用户从清单中选择了这样一个版本， 
并继续处理，那么将得到表示主检验特性未被下达的一条信息。 

- 而不在清单中的主检验特性的另一个版本却可能已被参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  
从初始屏幕中删除版本号然后继续处理。 

吩谌挝袂宓セ蛭锪纤得髦胁荒懿慰甲刺　�1的主检验特性。而且，只有已被充分维  
护的主检验特性才能被参考。因此，选择St（状态）列中为2且C（完全维护）列 
为X的主检验特性。 

 
 

1
2 3  在使用一览中选择功能 

在主检验特性的使用一览中，可按如下步骤来访问可用的功能： 

使用转到菜单 

吩谌挝袂宓ブ邢允咎匦Ô 

通过在用途反查清单中标记希望的任务清单项目，并选择转到　谌挝袂宓ブ邢允¾ 
特性来显示任务清单。选择<任务清单类型>　顺� 从任务清单返回用途反查清单。 

废允局骷煅樘匦Ô 

废允疽话闾匦Ô 

废允疚锪纤得÷ 

废允局な楦乓ª 

使用主特性菜单 

分骷煅樘匦缘奶婊还δÜ 

反蛴∮猛痉床榍宓¥ 

废略赜猛痉床榍宓¥ 

在任务清单的用途反查清单中选中的项目上双击鼠标 

如果用户在用途反查清单中的采样过程（采样过程列）或动态修改规则（动态修改规
则列） 
上双击鼠标左键，那么系统将自动地调用选中的采样过程或动态修改规则并显示。选

择返回 
来返回用途反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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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检验方法的用途反查清单 

检验方法可被下列各项参考： 

· 主检验特性 

· 任务清单中的特性 

当显示检验方法的用途反查清单时，产生两个清单： 

· 第一个清单包括使用了指定方法的任务清单。 

· 可以从第一个清单中，显示包括主检验特性的第二个清单，该清单中的主检验特性 
使用了此检验方法。可以选择并显示单独的主检验特性。这个清单就是使用一览。 

  说明  
只有在任务清单中使用了检验方法的情况下，才能为检验方法产生主检验特性的 
清单。如果在任务清单中未使用检验方法，那么即使在主检验特性中使用了检验 
方法，仍不能产生任何清单。 

显示检验方法的使用一览 
如欲显示检验方法的使用一览，那么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质量管理　柿考苹�  检验计划。 

     系统显示检验计划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评估   使用  检验特性。系统显示用于产生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的 
初始屏幕。 

3.   在检验方法字段中输入检验方法的指示符。如果不知道指示符，那么  
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一个检验方法 。 

4.   在工厂字段中输入工厂号码。如有必要，可以使用该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工

厂 
号码。 

5.   如果想要显示检验方法的特定版本，则在版本字段中输入该方法的版本号。如果在

该 
字段未进行输入，那么使用一览将包括检验方法的所有版本。 

6.    选择转到  使用一览来显示使用一览。使用一览屏幕包括有关检验方法使用的下列 
信息： 

- 使用了检验方法的任务清单类型 

- 任务清单组 

- 工序顺序 

- 工序 

- 参考了检验方法的特性的号码 

- 开始有效日期 

- 对使用了检验方法的特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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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览中的功能 
参阅 选择使用一览中的功能 

 

参阅: 

检验方法  

主检验特性  

检验计划和参考工序集  

检验目录 
 

1
2 3  选择使用一览中的功能 

可以从参考了检验方法的任务清单的清单中，按如下步骤来访问可用的功能： 

使用转到菜单 

 · 在主检验特性中显示使用（参考了检验方法的主检验特性的清单）。 

 · 在任务清单中显示特性（参考了检验方法的任务清单显示功能）。从  
任务清单的显示屏幕中，选择 <任务清单类型 > � 退出来返回清单。 

使用检验方法菜单 

 可以从这个菜单中，调用检验方法的替换功能。 

从主检验特性的清单中 

可以从主检验特性的清单中访问下列功能： 

· 从转到菜单中： 

- 用来显示被选中的主检验特性的功能 

- 参考了检验方法的计划的清单 

- 检验计划显示功能 

· 可以从检验方法菜单中访问替换功能。 

 
 

  选择检验方法 
当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检验方法时，系统显示包括在系统中的检验方法的清单。 
在选择检验方法前，确信考虑到了下列各点： 

非宓ブ话　 煅榉椒ǖ 囊桓霭姹荆　鼻鞍姹尽Ｈ绻　嬖诩煅榉椒ǖ 钠渌　姹荆　敲此　

� 不被显示在清单上。这会导致下列情形： 

－   清单中的版本未被下达或未被参考。如果从清单中选择这样的版本并继续处理，  
那么将得到一条信息：未参考主检验方法。 

－   而不在清单中的检验方法的另一个版本却可能已被参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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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初始屏幕中删除版本号然后继续处理。 

吩谥骷煅樘匦曰蛉挝袂宓サ募煅樘匦灾胁荒懿慰甲刺　�1的检验方法。因此，在状态 
（ 状态）列中选择状态为2的检验方法。 

 
 

 
1
2 3  代码组的用途反查清单 

代码组可被下列各项参考： 

· 主检验特性 

· 任务清单中的检验特性 

当显示代码组的使用时，系统将创建一个参考了该代码组的所有任务清单的清单。 

不能为被主检验特性参考但未被任务清单参考的代码组显示用途反查清单。 

显示代码组的使用一览 
如欲显示一个检验方法的使用一览，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计划　煅榧苹　Ｏ低诚允炯煅榧苹® 
功能的初始屏幕 。 

2.   选择评估　褂卯代码组。系统显示用来产生代码组的用途反查清单的初始屏幕。 

3.  输入目录类型和代码组。 

  说明  
用户不能为目录类型 1 （特性属性）和3 （使用决策）显示用途反查清单，因为  
在任务清单中没有参考这些目录中的代码组。 

4. 选择转到 � 使用一览来产生使用一览。 

- 如果在任务清单中使用了代码组，那么系统显示代码组的使用一览。 

- 如果没有在任务清单中参考代码组，那么用户指明这种情况的信息。 

参阅: 

检验目录  

 
 

1
2 3  替换主检验特性 

在QM模块中，可以替换下列主数据： 

· 被一个或多个任务清单参考的主检验特性 

      被物料说明参考的主检验特性 

· 被任务清单参考的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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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产生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时，冻结指示符（锁定图标）可能优先于清单

中的 
一些对象。这意味着不能在这些对象中替换主检验特性（例如，因为主检验特性

不再 
被参考，或主检验特性未被完全维护或被用户退出控制）。 

如欲在计划中替换主检验特性，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识别主检验特性 ，这里的主检验特性是指用户准备替换的。 

2. 识别替换主检验特性 ，如有必要，可使用新的检验方法。 

3. 实施替换。 

说明  
根据用户选择的对象，可以用联机模式或批次模式来运行替换： 

吩谌挝袂宓ブ刑婊» 

在任务清单中，可以以联机模式或批次模式来运行替换。如果打算替换大量的

特性，  
那么建议用户以批次模式来运行替换。 

吩谖锪纤得髦械奶婊» 

在物料说明中必须以联机模式来运行替换。 

4. 如欲确定替换是否成功， 那么检查替换日志 （在执行了替换后自动显示）。 

参阅: 

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  

 
 

1
2 3  替换什么 

如欲调用替换，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计划　煅榧苹　�    
系统显示检验计划功能的初始屏幕 。 

2.   选择额外 � 替换基本数据 � 检验特性。系统显示用来输入替换数据的初始屏幕。 

3    按照下面的指导，在适当的字段中输入现有的和替换的主检验特性的数据： 

 输入主检验特性的数据 

在初始屏幕的以前的主检验特性部分中输入被替换的主检验特性的数据。在屏幕的 
有检验方法的替换主检验特性部分中输入用来替换的主检验特性的数据。 

如欲选择一个主检验特性，那么可以 

· 直接地输入主检验特性的指示符和工厂。必须输入用来替换的主检验特性的版本。 

· 通过选择特性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来显示主检验特性的清单。如果通过可能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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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而选择了主检验特性，那么仅把特性指示符复制到初始屏幕中。 

 输入检验方法的数据 

当在任务清单中替换主检验特性时，任何对检验方法的参考（如果它们存在于被替换

的特 
性中）也将被从任务清单中清除。如欲把一个检验方法增加到用来替换的主检验特性

中， 
那么必须在适当的字段中输入检验方法数据（指示符、工厂、版本）。 

说明  
如果输入了一个检验方法，那么确信已把检验方法分配给了用来替换的主检验特

性。 
通过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来在选择主检验特性的同时选择检验方法。 

 其它选择项 

如想了解有关屏幕上保留字段和指示符的信息，可参阅： 

日期关键字  

更改号码  

清单选择指示符 

 

参阅: 

用户可以在主检验特性的用途反查清单中了解到有关选择主检验特性的详细信息。 
如同本节说明中所描述的那样，特性清单只包括主检验特性的当前版本。 

 
 

1
2 3  如何替换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适当数据后，选择ENTER来继续。系统显示参考了主检验特性的 
任务清单、物料说明和证书概要的清单。将为清单中包括的每个任务清单显示工序 
号码和工序中的特性号码。 
在进行替换前，必须执行下面两个步骤： 

1. 选择检验特性 ，这里的检验特性是指想被替换的检验特性： 

2. 确定是用联机模式还是以批次模式来 实施替换。 

当完成了替换过程后，系统自动地显示替换日志。通过检查这个日志来确定在替换 
过程中是否发生了某些错误。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为替换选择检验特性 

如欲选择用主检验特性来替换的单独检验计划的特性，那么可以通过在特性左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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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选框上点击鼠标左键来标记特性。可以通过再次用鼠标点击复选框来取消选择。 

为了选择清单中的所有特性，应当选择编辑 � 选择所有。如欲取消所有选择，那么 
选择编辑 � 撤消所有选择。 

 
 

1
2 3  实施替换 

可以以下列两种模式之一来实施替换： 

· 联机模式 

· 批次模式。 

用联机模式替换 
如果用户仅在几个地方替换主检验特性，那么可以用联机模式运行替换。为此，可以选择 
编辑 　　继婊弧£ 

说明  
在开始替换前，确定已在功能字段中把数据传送模式设置成T。选择选项　婊» 
模式来访问在BDC（批次数据传送）对话框中显示的信息。若想了解有关对话框 
中字段的附加信息，可以参考下面标题为“用批次模式替换”部分。 

当开始替换时，系统将以下列两种方法之一做出反应： 

啡绻　美刺婊坏闹骷煅樘匦悦挥幸　蟛裳　　蹋　敲聪低晨　继婊还　獭£ 

啡绻　美刺婊坏闹骷煅樘匦砸　蟛裳　　蹋　敲聪低诚允疽桓龆曰翱颍　谡飧龆曰翱蛑
Ð 
可以输入下列信息（可以通过每个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来做出选择）： 

- 采样过程 

- 检验点的采样过程 

这个第二个采样过程被用于根据检验点进行的检验（先决条件：工艺路线必须在

检  
验点的基础上指定一个检验）。 

- 动态修改规则 

就特性级别的动态修改而言，可以把动态修改规则分配给用来替换的主检验特性。 

- SPC准则 

如果替换特性是一个SPC（统计处理控制）特性，那么也可以输入一个SPC准则。 
（在特性清单中维护特性时，可以通过激活相应的指示符来把一个特性定义为一

个 
SPC特性 ）。 

对于上面的每个字段来说，用户有下列选项： 

- 保留现有的任务清单/说明数据 

- 用在对话框中输入的其它数据来补充现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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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对话框中输入的数据替换现有的数据 

说明  
取决于用户如何维护了替换主检验特性的控制指示符和相关的任务清单，对话框

中 
可能或不会显示上面的一些字段（例如，如果没有为特性激活SPC准则的控制指

示 
符，那么将不会显示用来输入SPC准则的字段）。 

用批次模式替换（任务清单中的替换） 
如果想大量地替换主检验特性，那么应该通过批次模式实施替换。 

如欲检查或更改实施替换的方法，可以选择选项　婊荒Ｊ健Ｏ低辰　允疽桓龆曰翱颍¬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更改： 

· 功能  
控制是否以联机模式实施替换或是否创建批次进程。输 入M 来以批次模式实施替换。 

· 显示模式  
控制在替换期间显示的屏幕：所有屏幕、发生了错误的屏幕、无任何屏幕。 

· 批次进程的进程名称和权限 

· 保存模式  
控制是过帐是同步还是异步的 

说明  
按照BDC对话框中的标准设置，功能是T，显示模式是E。这表示以联机模式实施

替换 
并且只显示发生了错误的屏幕。 

当批量进程数据正确时，选择 ENTER 来返回清单。选择编辑 � 开始替换 来创建进程。 

如果替换主检验特性要求一个采样过程，那么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必须在该对话框中输

入 
某些数据。如欲了解有关此对话框的更多信息，可参考上一节（“用联机模式替换”）。  

当成功地创建了进程时，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选择额外 � 批次输入来显示进程。 

可以从清单中选择想要实施的进程。也可以通过菜单路径系统 � 服务 � 批次输入  
� 编辑来选择想要实施的进程。 

 
 

1
2 3  显示替换日志 

在执行了替换后，如果要显示替换日志，那么从主检验特性的使用一览中选择额外 → 
日志。 

取决于在那一个对象中执行了替换，替换日志将包括下列信息： 

啡挝袂宓ブ械奶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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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分成两部分。上一部分包括所有替换期间产生的系统信息。下一部分包括被成功 
执行替换的清单。 

肺锪纤得髦械奶婊» 

日志分成两部分。上一部分包括所有未成功替换的清单，而下一部分包括成功替换的 
清单。 

 
 

1
2 3  替换检验方法 

如欲替换被任务清单中的特性参考的检验方法，那么需要： 

1. 识别被替换的检验方法。 

2. 识别用来替换的检验方法。 

3. 以联机模式或批次模式实施替换。如果选择了大量的检验方法，那么应该以批次 
模式实施替换。 

4. 检查日志来决定替换是否成功。 

说明  
执行替换的过程与主检验特性的过程是一样的。参考替换主检验特性 部分来实施 
替换过程 （无论在何处，都可以在逐步操作中把菜单选项检验特性替换成检验方
法）。 

 
 

日期关键字 
日期关键字有两项功能，它确定了： 

· 主检验特性替换的有效日期 

· 为显示清单选择何种主检验特性。 

系统通过缺省方式，把当前日期作为日期关键字输入。可以在这个字段中输入任何日期。 
是否使用日期关键字和怎样使用日期关键字取决于在其它两个字段：更改号码和显示所 
有记录中输入的内容。 

 
 

更改号码 
通过替换主检验特性来更改计划时，用户可以： 

· 输入更改开始有效的日期 

· 使用由更改号码识别的预定义更改记录。当使用更改号码时，系统把更改号码记录中

的 
日期当作替换有效日期。如果同时输入了更改号码和日期字，那么系统将使用来源于 
更改号码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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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选择指示符 
这个指示符确定了如何选择主检验特性。 

· 如果设置了此指示符，那么系统选择并显示所有在检验计划中被参考的主检验特性。 

· 如果未设置此指示符，那么系统在检验计划的文本中选择并显示在日期关键字之前 
有效的主检验特性。 

 
 

 质量通知单 
本节描述了如何通过QM模块中的质量通知单机能来处理质量相关的问题。 

质量通知单的概述  

创建质量通知单  

更改质量通知单  

维护QM通知单数据  

显示质量通知单  

打印质量通知单  

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  

把QM订单分配给质量通知单  

推迟质量通知单  

完成质量通知单  

删除质量通知单  

选择和评估质量通知单  

状态管理  
 

 
 

 质量通知单的概述 
本节提供了对QM模块中质量通知单机能的概述。 

关于质量通知单 

质量通知单的要素是什么？ 

质量通知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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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质量通知单的结构？ 

表头数据 

合伙人数据 

项目数据 

任务数据 

作业数据 

目录概要 

系统可用性数据 

故障/停工数据 

计划一览数据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关于质量通知单 
本节包括对质量通知单系统的一般概述，以及对质量通知单的要素与结构的描述。 

什么是质量通知单系统？ 
质量通知单是一个成功的质量保证程序的重要组件。QM模块中的质量通知

单机能提 
供了处理有关质量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以质量通知单为基础的。质量

通知单是  
通用SAP通知单系统一部分，它还包括工厂维护（PM）模块中的维护通知

单和服务 
管理（SM）模块中的服务通知单。 

质量通知单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在当今商业和制造业中使用的一个关键短语是“持续发展”。许多公司已

认识到在  
当今市场中，仅有效率和生产率不足以维护竞争地位。此外，一个组织必

须从过去  
的错误中得到教训以完善经营、制造和交流过程。 

如果一个公司想持续提高物料、产品或处理的质量，那么解决问题的能力

将特别重  
要。无论经营领域或工作环境，解决问题的途径通常包括下列步骤： 

1. 识别和描述问题。 

2. 通过分析问题来得出它的原因。 

3. 当已识别出问题的原因后，寻找改正问题的方案。 

4. 采取适当的正确行动来消除问题。 

质量通知单是一个广泛地支持“持续发展”的工具，它允许用户快速地、

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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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充分地处理问题 ，特别是在几个人都涉及通知单处理的情况下。 

怎样创建质量通知单？ 
可用下列两种方法来创建质量通知单： 

· 通过QM模块中的质量通知单功能，手工地创建质量通知单 

· 在缺陷记录基础上，系统可以自动地创建质量通知单 

参阅： 

创建质量通知单  

缺陷记录  

 
 

  什么是质量通知单?  
质量通知单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的问题报告，可以用它处理不同类型的

有关劣质  
商品或服务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包括客户索赔、对供应商索赔或内部问

题。质量  
通知单允许用户收集、管理和评估有关这些问题的数据。 

 
 

  质量通知单的要素是什么？ 
质量通知单包括几个不同要素，可以用它们来描述和处理问题。这些要素

中的一部  
分是质量通知单机能的一部分，而其它要素位于QM模块之外（例如，SAP
系统的  
一般功能或其它SAP模块功能）。下面显示了这些要素（参阅 图示：质量

通知单要素 ）： 

问题描述 
质量通知单通常包括对将被处理的问题的描述。可以用文本格式描述问题

或通过来  
自目录的预定义代码来指定问题。 

缺陷项目的分析 
质量通知单包括可供输入被确认缺陷的有关信息的字段。缺陷项目可能包

括类似缺  
陷类型、缺陷位置和缺陷原因等信息。可以用文本格式来描述缺陷，或使

用来自目  
录的预定义代码来识别问题。 

任务 
为了解决问题，通常必须采取修正活动来消除问题的根源。在SAP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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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单    
内，这些修正活动被称为任务。在质量通知单中，可以定义必须执行以修

正问题  
的任务。用户可以指定通知单表头的任务（也就是，为整个通知单）或在

通知单中  
指定单个缺陷项目的任务。可以把一个以上的任务分配给缺陷项目，也可

以为每个  
任务指定合伙人。可以用文本格式来描述任务或通过来自目录的预定义代

码来指定  
任务。（参阅 任务数据 ） 

状态管理 
从质量通知单被创建开始直到它被完成，通知单经历了各种处理阶段。状

态可以区  
分通知单的当前处理阶段（例如，如果通知单是未清的、在处理中的、被

推迟、被  
完成或已被打印）。系统自动地管理质量通知单的状态。可以通过中央SAP
状态管  
理功能来管理通知单表头状态和单独的通知单任务状态。除了中央SAP状
态管理功  
能外，也可以为通知单表头定义用户状态。（参阅 状态管理。） 

作业 
作业记录了对质量通知单已采取的活动。可以为通知单表头或单独的通知

单项目记  
录作业。作业与任务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状态，并且用户不能委派合伙

人来执行 作业。可以用文本格式记录作业或通过来自检验目录的预定义代

码来识别作业。（ 参阅 作业数据。） 

不合格成本 
质量相关问题，例如缺陷等，经常产生成本。为了跟踪成本，系统必须有

一个收集  
这些成本的方法。为此目的，质量通知单使用QM订单。用户可以在质量通

知单中  
创建和显示QM订单号，但在处理质量订单时不能借记成本。应由控制（CO）

模块  
借记成本。可以在质量通知单中显示QM订单，然后转到CO模块来得到有

关订单的  
附加信息。（参阅 把QM订单分配给质量通知单。） 

评估 
可以在选择清单和时间系列分析的基础上评估质量通知单。通过这些功能，

可以在  
不同准则的基础上评估质量通知单的选择。然后可以在清单或图形格式中

显示被选  
中的数据。质量通知单也可以被连接到质量管理信息系统（QMIS）中。

QMIS是  
用来收集、合并、分析质量管理数据的灵活工具。（参阅 选择和评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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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单。） 

SAP 工作流程 
质量通知单也可被连接到SAP工作流程功能中。当用户处理质量通知单时，

可以通  
过工作流程功能来自动通知某个人员执行通知单的某项任务。（例如，通

过该员工 
发送邮件）。可以通过工作流程功能来处理通知单表头和单独通知单任务

的信息。 

SAP Archive Link 
SAPArchive Link通过凭证的归档、打印或同时打印并归档来支持质量通知

单功能  
（参阅 全文打印质量通知单）。  在下列的典型情况下，可以使用Archive 
Link ： 

· 信息的早期记录（例如，归档来自客户的索赔信） 

· 信息的后期记录（例如，在SAP系统中已有通知单；来自客户或供应

商的后  
续答复可以被归档和被连接到通知单中） 

· 同时归档和打印质量通知单凭证 

参阅： 

质量通知单和QM检验目录  

 
 

  质量通知单的要素 

控制

QM 费用 作业

描述ArchiveLink

工作流程

评估

不合格
成本

缺陷分析

任务

状态
管理

质量
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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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通知单类型 

什么是质量通知单类型？ 
有关质量的问题可能发生在不同的业务、组织或制造领域中，同时可能涉

及不同类  
型的问题。为能识别这些问题的来源，系统在不同的质量通知单类型的基

础上对质 量通知单进行分类。标准的系统支持下列三种质量通知单类型： 

· 客户索赔 （质量通知单类型Q1） 

· 对供应商的索赔 （质量通知单类型Q2） 

· 内部问题报告 （质量通知单类型Q3） 

除这些标准的质量通知单类型之外，系统管理员也可以在QM用户设置应用

程序中定 
义其它的质量通知单类型。 

说明  
标准系统也包括三个 缺陷记录的质量通知单类型。  这些通知单

类型可以识别有缺陷被确认的检验批量的来源。 

什么是质量通知单参考对象？ 
上面列出的质量通知单类型涉及不同的参考对象。参考对象和质量通知单

中的问题  
相关。在下表中列出了各种质量通知单类型的可能参考对象。 

标准质量通知单类型的参考对象 

客户索赔 对供应商的索赔 内部问题报告 

客户 供应商 内部合伙人 

物料 /批次 物料 /批次 物料 /批次 

销售订单 物料凭证 （GR） 生产订单 / 
实施计划表头 

销售组织 采购订单 工作中心 

部门 采购组织 检验批量 

分销渠道 采购凭证  

交货 检验批量  

检验批量   

 
 

  什么是客户索赔？ 
客户索赔处理有关交付给客户劣质商品或服务的问题。由客户向供应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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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提  
出客户索赔。 

 
 

  什么是对供应商的索赔？ 
对供应商索赔处理有关由供应商或制造商交付的劣质商品或服务的问题。 

 
 

  什么是内部问题报告？ 
内部问题报告处理自己组织内部产生的有关质量问题（例如，在制造商的

生产过程  
中确认物料或产品的缺陷）。 

 
 

  什么是质量通知单的结构？ 
质量通知单由通知单表头和包含有关通知单问题的各种信息的几个附加子

屏幕所构  
成。参考下列专题来获得附加信息： 

· 表头数据  

· 合伙人数据  

· 项目数据  

· 作业数据  

· 任务数据  

· 目录概要  

· 系统可用性数据  

· 故障/停工数据  

· 计划一览数据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表头数据 
每个质量通知单都包括表头数据。表头数据由一般信息组成，而系统通过

这些信息  
来识别和管理通知单。表头数据适用整个通知单并由下列信息组成： 

· 通知单的号码、描述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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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单的状态（质量通知单的当前处理状态） 

· 有关问题的参考对象 

· 合伙人信息：取决于质量通知单类型，此信息可以是下列各项的名称

和地址： 

- 客户中的售达方或联系人 

- 对供应商索赔中的供应商 

- 内部问题报告的作者 

· 问题的描述（文本格式或目录输入项） 

· 通知单处理信息；包括： 

- 合伙人 信息（负责处理通知单的部门和协调者） 

- 最初处理通知单的日期和时间 

- 通知单预计被完成的目标日期和时间 

参阅： 

合伙人数据  

 
 

  合伙人数据 
合伙人数据可以识别所有与质量通知单相关的人。其中包括报告质量通知

单的人和  
负责处理通知单的人。用户可以为通知单表头和通知单任务输入合伙人信

息。为通  
知单表头输入的合伙人信息在通知单类型的基础上被预定义。除了处理通

知单的合  
伙人角色之外，可以为标准的质量通知单类型预定义下列合伙人角色： 

· 售达方或联系人（客户索赔） 

· 供应商（对供应商的索赔） 

· 作者（内部问题报告） 

除了通知单表头和通知单任务的合伙人角色数据外，质量通知单也有其它

合伙人的  
专用屏幕。在这个屏幕中，可以输入可能与通知单处理相关的其它合伙人

信息。在  
这个屏幕中可以输入的合伙人角色被限定在合伙人确定过程中定义的合伙

人功能 中。 

 
 

  什么是合伙人？ 
合伙人是在自己组织内或组织外的一个个体，他具有商业利益，在业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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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程中  
可以与之联系。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或法律实体。 

 
 

  什么是合伙人确定过程？ 
合伙人确定过程是一个在销售和分销（SD）模块中被定义的术语，即合伙

人功能的 
组合。合伙人确定过程指定可以用哪一个合伙人功能来处理特定的商业事

务。合伙  
人功能定义了合伙人在商业事务处理期间的权利和责任。 

 
 

  项目数据 
质量通知单项目（或缺陷项目）描述了已被确认的特定的问题或缺陷。在

质量通知  
单中可以记录几个缺陷项目。每个项目可以包括下列数据： 

· 缺陷类型（通过目录代码组和代码来识别） 

· 缺陷的短文本描述 

· 缺陷位置（通过目录代码组和代码识别）；如果适用，还有对装配部

分的参考 

· 缺陷原因（通过目录组和代码来识别） 

· 缺陷原因的短文本描述 

项目数据在下列屏幕中被以不同明细级别显示： 

· 表头屏幕 

· 项目清单屏幕 

· 项目明细屏幕 

为什么使用项目？ 
用户应该尽可能地记录至少一个缺陷项目，因此用户可以： 

· 根据缺陷准则评估通知单（例如，缺陷类型、缺陷库位和缺陷原因） 

· 分类通知单，如果在用户的公司中使用了SAP分类系统。可以只在通

知单项  
目级别分类数据。 

如果通知单仅有一个项目，那么即使为项目输入了数据，分类数据应

用于整个  
通知单。如果通知单不只有一个项目，那么分类数据应用于已输入了

数据的各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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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下列情况，就应该记录几个项目： 

· 已确认了一个以上的缺陷 

· 已确认了一个以上的缺陷位置 

· 已确认了一个以上的缺陷原因 

· 需要分配一个以上的类别 

 
 

  任务数据 
任务数据描述了需要执行以消除问题或缺陷的任务或修正活动。可以为通

知单表头  
和单个通知单项目定义任务。对每个任务可以： 

· 指定一个人（合伙人）来负责执行该任务 

· 指定一个时间期间，任务必须在该时间期间内被执行 

范例
 

在内部问题报告中，任务可由后继行为组成，该行为通知了通知单

作者有关 
生产相关的缺陷。 

可以为每个任务输入下列信息： 

· 将被执行的任务（通过任务代码组和代码来识别） 

· 将被执行的任务的短文本描述 

· 负责任务的人 

· 计划开始任务的日期和时间 

· 计划完成任务的日期和时间 

· 执行任务的实际日期和时间 

· 执行任务者的姓名 

· 任务状态 

在下列屏幕中，任务数据被以不同的明细级别显示： 

· 任务一览屏幕 

· 任务明细屏幕 

可以为通知单表头维护任务数据（也就是为通知单）并为单独的通知单项

目维护任  
务数据。维护的任务数据： 

· 在通知单表头中可以被用作要求立即动作的问题的“快速修理” 

· 为通知单项目维护的数据应该包括消除问题所必需的修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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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后继行为 
可以为通知单任务定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后继行为。在已经处理并保存了

质量通知  
单时，系统将自动地执行这些后继行为。为了定义和计划后继行为的执行，

系统管  
理员必须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执行下列作业： 

· 在任务的目录中，激活后继行为的指示符（目录类型2） 

· 定义后继行为关键字，把一项或更多的功能模块分配给关键字；功能

模块指定  
了执行什么活动 

当已经执行了这些步骤后，那么在用户做出下列操作时，系统将自动执行

任务的后  
继行为： 

1. 在被分配了一个或一个以上后继行为的通知单中（在表头或项目级别）

输入任  
务代码 

2. 保存通知单 

假如功能模块支持的话，可以在任务明细屏幕中显示日志。该明细屏幕将

显示已执  
行了什么后继行为。 

 
 

  作业数据 
作业数据记录了为通知单而执行的作业。 

可以输入作业的下列信息： 

· 被执行的作业类型（通过代码组和代码识别） 

· 被执行的作业的短文本和/或短文本描述 

· 数量因子 （例如，如果某作业包含把物料的三个单位发送给实验室以

供测试， 
那么可以为数量因子输入值“3”） 

· 作业开始的日期和时间 

· 作业完成的日期和时间 

可以在下列屏幕中以不同明细程度显示作业数据： 

· 作业一览屏幕 

· 作业明细屏幕 

一般可以为通知单（也就是为通知单表头）和单独的通知单项目维护作业

数据。 

作业和任务之间的主要差别是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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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状态 

· 不能把合伙人分配给它 

· 被严格地用于文档目的 

 
 

  目录概要 

什么是目录概要？ 
目录概要是目录和代码组的预定义选择，为了在某个应用程序中使用（例

如，记录  
缺陷或处理质量通知单），这些目录和代码已被分组。在质量通知单的用

户设置应  
用程序中定义目录概要。（为获得 有关QM检验目录的附加信息，可以参

阅  
质量通知单和QM检验目录） 

如何使用目录概要？ 
目录概要有两种重要功能。它定义了： 

· 何种目录类型和代码组可用于描述质量通知单中的各种要素（缺陷、

任务、作  
业等） 

· 通知单中的项目是否可被分配给SAP分类系统中的类别 

系统管理员可以把目录概要分配给SAP分类系统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的

质量通知  
单类型，或者可以把目录概要分配给物料主记录中的物料。如果同时把目

录概要分  
配给质量通知单类型和物料，那么物料中的目录概要优先于质量通知单类

型中的目  
录概要。 

使用几个目录概要 
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使用系统中的几个不同目录概要（例如，不同质量通

知单类型  
和物料的不同目录概要）。在这些情况下，当处理质量通知单时，目录概

要也许会  
互相冲突。 

范例
 

假定用户在通知单中为使用目录概要“A”的物料输入了缺陷类型，

而现在  
想输入来自于目录概要“B”的缺陷类型，则用户或系统必须决定

是继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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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前的目录概要“A”还是把新的目录概要“B”复制到通知单中。 

在这种情况下，取决于目录概要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如何被定义，系统

将作不同  
反应： 

· 如果系统显示一则信息通知或警告来通知用户概要相互冲突，那么系

统将把目  
录概要复制到通知单中。 

· 如果系统显示一则出错信息，那么系统不会把新的目录概要复制到通

知单中；  
相反，它将继续使用原来的目录概要。 

如果想为某通知单类型限定目录概要的使用，可以让系统管理员通过这样

的方法设  
置目录概要：当目录概要互相发生冲突时，显示出错信息。 

说明  
如果系统管理员在用户设置中没有为不同的目录概要做任何输入，

那么系统 
不显示系统信息而自动地把新的目录概要复制到通知单中。 

可以通过在质量通知单的任一屏幕中选择额外 � 质量通知单，  
而在任何时候检查已为通知单 使用了何种目录概要。 

 
 

 质量通知单和QM检验目录 
QM检验目录广泛地支持质量通知单。在系统中已实施了QM模块后，必须

维护检验 
目录。创建和处理质量通知单时，可以使用目录中的预定义代码组和代码

来描述质  
量通知单中的各要素。（例如，任务、作业、缺陷、缺陷原因、缺陷库位、

缺陷后  
果）。 

目录 
可以为不同的信息类型维护不同的检验目录（例如，为特性属性、任务、

使用    
决策、事件、缺陷原因、缺陷后果、缺陷、作业）。在SAP系统中，每个

目录  
都通过目录类型（数字或字母）来识别。下列标准目录类型与质量通知单

相关： 

· 任务 （目录类型2） 

· 缺陷原因 （目录类型5） 

· 作业 （目录类型8） 

· 缺陷 （目录类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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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 （目录类型D） 

· 缺陷位置 （目录类型E） 

代码和代码组 
每个目录类型包括下级代码组和代码。代码组包括了代码选择，该代码选

择描述了  
有关代码组主题的各种准则。例如，缺陷目录可能包括不同类型物料的代

码组。每  
个代码组依次包含对应于不同缺陷类型的代码选择。（例如，代码组“轴

承“可以  
包括：代码“100“代表轴承直径不合格，代码“101“代表表面完成不合

格，代码 
“103“代表不符合允差等）。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系统可用性数据 
本屏幕中的信息描述了问题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系统或单个设备的

可用性和  
情况。例如，可以通过这个信息来记录生产中设备的故障。在屏幕中，可

以输入： 

· 问题对系统其它部分的影响 

· 问题发生前和发生后，系统或单个设备的可用性（用百分比值表示） 

· 问题发生前和发生后，系统或单个设备的情况（例如，正常运行，部

分运行，  
故障）。 

· 改正问题后，系统或单个设备的可用性和情况 

 
 

  故障/停工数据 
屏幕中的信息记录了有关特殊问题的停工或故障数据。在这个屏幕中，可

以： 

· 输入问题出现的日期和时间 

· 输入问题结束的日期和时间 

· 激活某关键字来指出问题是否使参考对象发生停工 

· 显示参考对象的总计停工时间（当通知单被完成时，停工时间被自动 
计算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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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一览数据 
计划一览数据包括为质量通知单所记录的直至今天的所有日期和时间的一

览。 
这些信息包括： 

· 创建通知单的日期和时间 

· 创建通知单的系统用户姓名（此信息可以被更改并且不被系统检查） 

· 问题出现的日期和时间 

· 问题结束的日期和时间 

· 开始通知单处理的日期和时间 

· 结束通知单处理的日期和时间 

· 完成通知单的日期和时间 

 
 

 创建质量通知单 
创建质量通知单：概述 

为客户索赔创建通知 

为对供应商的索赔创建通知单 

为内部问题报告创建通知单 

创建用户指定的质量通知单 

用复制模型创建通知单 

 
 

 创建质量通知单：概述 
本节描述了在QM模块中怎样创建质量通知单。除了系统中包括的三个标准

质量通知 
单类型外（客户索赔、对供应商索赔、内部问题报告），系统管理员可以

在用户设  
置应用程序中定义其他用户指定的质量通知单类型以满足本公司需要。 

特别的考虑 
· 每个公司往往有自己的创建和维护通知单的过程（例如，在何时，谁

可以输入  
何种数据）。本节中描述的过程可能与用户的公司中使用的过程有某

种程度上  
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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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在公司的客户服务部门中的员工可以为通过电话反映的客户索赔

创建一个质 
量通知单。员工可以只输入索赔的简要描述。通知单然后被传递给

技术支持 
部门的另一个员工，由他来决定应采取何种必要作业来纠正客户的

问题。在 
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他可以补充或更改通知单中的一些来源信

息。 

在另一个公司中，客户索赔可以通过单个部门或员工来集中处理。

在这种情 
况下，创建通知单的员工也可以有权限或资格来处理通知单直到它

完成。 

· 各种质量通知单的类型的结构和功能基本上是相同的。然而，不同屏

幕中的一  
条信息也许在不同类型的通知单之间有轻微的差别。 

· 参考维护QM通知单数据部分来获得有关怎样维护通知单数据的信息

（不考虑  
通知单类型）。 

 
 

 
1
2 3  为客户索赔创建通知单 

可以使用客户索赔的通知单来记录客户反映的问题。这些问题经常是有关

交付给客  
户劣质的货物或服务（例如，客户从制造商那里收到有缺陷的产品或交货

中有一部 分丢失了）。 

当创建客户索赔时，尽可能的输入有关该问题的信息。这些信息应当描述

了： 

· 参考对象（例如，有关客户、物料或销售订单） 

· 问题的性质 

· 缺陷的性质，如果有缺陷的话 

· 缺陷或问题的位置 

· 如有问题，其后果是什么 

· 谁报告了问题 

怎样为客户索赔创建通知单 
如欲创建客户索赔的通知单，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通知单。系统显示  
质量通知单功能的初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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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通知单 � 创建 。系统将显示创建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 

3. 选择通知单类型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系统显示用来选择通知单类型

的    
对话框。 

4. 在对话框中，选择通知单类型 Q1 客户索赔 。 

5 选择转到 �  通知单 � 通知单  。取决于用户如何设置质量通知单，  
系统可能显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用户可以或必须输入通知单  
的附加参考信息（例如，销售订单或交货）。 

6. 选择继续来调用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初始屏幕包括通知单表头数

据和  
第一个缺陷项目的字段。输入用户所知有关下列各项的所有信息： 

- 表头数据 （优先级、参考对象、联系、主题、过程） 

- 项目数据 （对第一个缺陷项目的描述） 

7. 如欲输入通知单的附加信息，可以为下列对象调用它们各自的屏幕： 

- 项目数据（如果超过一个缺陷项目） 

- 任务数据  

- 作业数据  

- 系统可用量数据  

- 故障和停机数据  

- 合伙人数据  

如欲了解有关怎样在通知单中输入数据的附加信息，可参阅  
维护QM通知单数据  

8. 在输入了所有相关数据后，保存通知单。 

 
 

 
1
2 3  为对供应商的索赔创建通知单 

可以使用对供应商的索赔的通知单来记录有关从供应商或制造商那里收到

低质  
服务或商品的问题（例如，通过收货检验，用户确定某个供应商提供的一

些货 物是有缺陷的）。 

当创建对供应商的索赔时，应该输入有关该问题的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些

信息应该  
描述了： 

· 参考对象（例如，供应商、物料、GR物料凭证或采购组织） 

· 问题的特性 

· 若有缺陷，缺陷的特性 

· 问题或缺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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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问题，其后果是什么 

· 谁报告了问题 

怎样为对供应商的索赔创建通知单 
如欲为对供应商的索赔创建通知单，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通知单。系统显示  
质量通知单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通知单 � 创建 。系统将显示用于创建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 

3. 选择通知单类型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系统显示用来选择通知单类型

的  
对话框。 

4. 在对话框中，选择通知单类型对供应商的索赔Q2 。 

5 选择转到 �  通知单 � 通知单  。取决于用户如何设置质量通知

单 ，  
系统可能显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用户可以或必须输入通知单

的  
附加参考信息（例如，物料凭证号或采购凭证号）。 

6. 选择继续来调用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初始屏幕包括通知单表头数

据  
和第一个缺陷项目的字段。输入用户所知的有关下列各项的所有信息： 

- 表头数据 （优先级、参考对象、接触、主题、过程） 

- 项目数据 （对第一个缺陷项目的描述） 

7. 如欲输入通知单的附加信息，可以为下列对象调用它们各自的屏幕： 

- 项目数据（如果超过一个缺陷项目） 

- 任务数据  

- 作业数据  

- 系统可用量数据  

- 故障和停机数据  

- 合伙人数据  

关于怎样在通知单中输入数据的附加信息，可以参阅 维护QM通知单

数据  

8. 在输入所有相关数据后，保存通知单。 

 
 

 
1
2 3  为内部问题报告创建通知单 

可以使用内部问题报告的通知单来记录发生在用户的组织、公司或工厂内

的问题 
（例如，在生产过程中确认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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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内部问题报告时，用户应该输入有关该问题的尽可能多的信息。尽

可能多地  
输入下列数据： 

· 参考对象（例如，供应商、物料、GR物料凭证或采购组织） 

· 问题的特性 

· 若有缺陷，缺陷的特性 

· 问题或缺陷的位置 

· 如有问题，其后果是什么 

· 谁报告了问题 

怎样为内部问题报告创建通知单 
如欲为内部问题报告创建通知单，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通知单。系统显示  
质量通知单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通知单 � 创建 。系统将显示用于创建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 

3. 选择通知单类型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系统显示用来选择通知单类型

的  
对话框。 

4. 在对话框中，选择通知单类型内部问题 Q3。 

5 选择转到 �  通知单 � 通知单  。取决于用户如何设置质量通知

单 ，  
系统可能显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用户可以或必须输入通知单

的  
另外参考信息（例如，生产订单或交货）。 

6. 选择继续来调用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初始屏幕包括通知单表头数

据和  
第一个缺陷项目的字段。输入用户所知的有关下列各项的所有信息： 

- 表头数据 （优先级、参考对象、接触、主题、过程） 

- 项目数据 （对第一个缺陷项目的描述） 

7. 如欲输入通知单的附加信息，可以为下列对象调用它们各自的屏幕： 

- 项目数据（如果超过一个缺陷项目） 

- 任务数据  

- 作业数据  

- 系统可用量数据  

- 故障和停机数据  

- 合伙人数据  

关于怎样在通知单中输入数据的附加信息，可以参阅 维护QM通知单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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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输入所有相关数据后，保存通知单。 

 
 

 
1
2 3  创建用户指定的质量通知单 

除了包括在标准系统中的预定义质量通知单类型之外，也可以创建用户指

定的质量  
通知单。用户可能想创建一个用户指定的通知单来处理那些使用标准通知

单类型无  
法充分处理的问题。 

说明  
为了能创建用户指定的质量通知单，系统管理员必须先在用户设置

应用程序 
中定义用户指定的质量通知单类型。 

用户指定的通知单与包括在QM模块中的标准通知单类型有相同的结构。在

用户指定 
的通知单中，参考对象可能和在标准质量通知单类型中所使用对象不同。

同样，通  
知单子屏幕可能也和标准通知单类型中的子屏幕有差别。 

怎样创建用户指定的质量通知单 
如欲创建用户指定的通知单，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通知单。系统显示  
质量通知单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通知单 � 创建 。系统将显示用于创建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 

3. 选择通知单类型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系统显示用来选择通知单类型

的  
对话框。 

4. 在对话框中，选择希望的用户指定通知单类型。 

5 选择转到 �  通知单 � 通知单 。取决于如何设置 了用户指定的质

量     
通知单，系统可能显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以或必须输入通

知  
单的另外参考信息。 

6. 选择继续来调用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在通知单的不同屏幕中，输

入要求  
的信息。如欲了解有关通知单中输入数据的附加信息，可参阅  
维护QM通知单数据  

7. 输入了所有相关数据后，保存通知单。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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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用复制模型创建通知单 

可以把现有的通知单作为复制模型来快速地创建质量通知单。通过这个程

序，可以  
按如下所述的那样从现存的通知单中复制数据来创建新的通知单： 

· 除了合伙人数据之外，系统将复制通知单表头中的所有信息 

· 另外，可以有选择地从复制模型中复制所有下列数据，或部分下列数

据： 

- 通知单表头的任务 

- 通知单表头的作业 

- 通知单项目 

- 通知单项目的任务 

- 通知单项目的作业 

如何用复制模型来创建质量通知单 
如欲在复制模型基础上创建通知单，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质量管理 　柿客ㄖ　ァＯ低诚允
�  
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 

2.    选择通知单 　ü　粗拼唇ā Ｎ　褂酶粗颇Ｐ屠创唇�  
质量通知单，系统显示初始屏幕。 

3.    在通知单类型字段中输入通知单类型。如有必要，使用可能输入帮

助来选择  
通知单类型。 

4.    在屏幕区域从何处复制中输入想要复制的通知单号码。如有必要，

使用可能  
输入帮助来选择通知单号码。 

5.    在屏幕区域将被复制的子对象中，在想要复制到新通知单中的数据

旁边标记上  
适当的指示符 。 

6.    选择程序　葱小Ｏ低辰　诖痈粗颇Ｐ椭懈粗频氖　莸幕　∩洗唇ㄐ

碌耐ㄖ�  
单并显示新的通知单的表头。 

7.    保存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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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质量通知单 
更改质量通知单：概述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更改质量通知单：概述 
用户可能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而不得不更改质量通知单。例如： 

· 最初创建通知单时，如果没有有关问题的所有信息，那么在创建了通知单后， 
用户必须在以后的某个时间输入通知单的附加信息，必须更改通知单。 

· 在某些情况下，有关问题的详细信息只能通过某个指定的人来提供。这个人也 
许不是创建通知单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也必须更改通知单来增加相关 
的信息。 

· 也可能最初输入的一些数据有错，需要被改正。这也要求更改通知单。 

如欲更改质量通知单，可参阅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说明  
一些功能，如打印和推迟通知单也将影响通知单的更改。对所有通知单类型来说， 
这些功能都是相同的，并且在下列章节中被单独描述： 

· 打印质量通知单  

· 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  

· 把QM订单分配给质量通知单  

· 推迟质量通知单  

· 完成质量通知单  

参阅： 

维护QM通知单数据  

 
 

1
2 3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如欲更改质量通知单，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通知单。系统将显示 
质量通知单屏幕。 

2. 选择通知单 � 更改。系统显示屏幕，更改质量通知单：初始屏幕。 

3. 输入想要更改的质量通知单号，然后选择转到 � 通知单 � 通知单。系统显示 
屏幕更改质量通知单：<通知单类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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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知道想要显示的通知单号，可以通过下列方法查找通知单： 

· 使用号码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通过匹配代码来查找通知单（例如，通过 
物料、工厂、通知单类型或描述） 

· 使用查找通知单功能，在各种其它准则的基础上（例如，状态、通知单日期、 
来源凭证或被分配的主记录）来选择通知单 

· 使用选择质量通知单的功能（参阅 选择和评估质量通知单 ）。 

4. 选择一个可用的菜单选项来转到用来更改或增加数据的屏幕。 

5. 在完成所有希望的更改后，保存通知单。 

 
 

维护QM通知单数据 
本节描述了如何在质量通知单的各个屏幕中对数据进行维护。 

概述 

维护质量通知单：概述 

通知单表头 

维护通知单表头文本 

调用通知单状态信息 

输入优先级 

输入或更改参考对象 

标准质量通知单类型的参考对象 

在表头数据屏幕中输入日期 

合伙人数据 

调用合伙人信息 

通知单项目 

维护通知单项目 

在表头数据屏幕中维护项目数据 

在项目一览中维护项目数据 

在项目明细屏幕中维护项目数据 

通知单任务 

维护任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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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状态管理 

任务的自动确定 

通知单作业 

维护作业数据 

杂项 
更改目录概要 

描述系统可用量、系统条件和效果 

输入故障停机数据和停机时间 

调用管理信息 

输入报告通知单的人员姓名 
 

 维护质量通知单：概述 
本节详细描述了如何维护通知单数据，包括怎样创建和更改数据。请记住： 

· 要创建、更改或显示通知单需要必要的权限。 

· 根据用户使用的功能不同，屏幕也会稍有不同 

· 用户系统的通知单内个别字段的名称可能和标准系统中的名称有所不同。 

本节描述了创建或更改数据需要执行的基本步骤。如果要显示通知单的数据，可以通过显

示功能调用 
通知单。但是，不能在显示模式下更改数据。 

 
 

 
1
2 3  维护通知单表头文本 

通知单表头中有几行可供用户输入一个简要描述问题或通知单主题的短文本。如果这 
几行空间不够，可以选择长文本来输入附加的文本。 

按如下操作输入通知单表头文本： 

1.  选择屏幕 <创建/更改> 质量通知单：<通知单类型>。这就是通知单表头数据屏幕。 

2.  在屏幕的主题 区域的第一个块中输入一个文本。 

在字段贾Ð 操作如下¼ 

编码 输入一个描述问题的目录代码，可以用可能  
的输入帮助来选择代码（说明：代码输入项  
不是必须的） 

描述 输入一个描述问题的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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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短文本描述的行不够，就选择长文本功能来调用SAP文字处理功能  
（SAPScript）。使用文字处理器就可以输入长文本。 

  说明  
· 如果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规定全部长文本都不能在特定通知单类型中更改， 

那么就不能对以前输入通知单的长文本进行编辑。但是虽然现有的文本被 
锁定，仍然可以将新的文本增加到现有文本的结尾处。 

废低彻芾碓币部梢栽谟没　柚糜τ贸绦蛑形　囟ㄍㄖ　ダ嘈投　せ畛の谋尽£ 
如果日志处于活动状态，那么更改或创建长文本的人员的姓名和更改或输 
入的日期及时间一起，产生于一个单独的长文本行中。 

 
 

  调用通知单状态信息 
每个通知单都被分配了一个状态。状态信息使用户可以确定： 

· 一个质量通知单达到了哪一个处理阶段（通知单的当前状态） 

· 哪一个处理步骤已被进行 

特别的是，状态将告诉用户通知单是否： 

· 未清（将被处理） 

· 已经进入处理过程 

· 已经被打印 

· 已经被分配给QM定单 

· 已经被推迟，所以将在以后被处理 

质量通知单状态信息被显示在以下两处： 

· 在通知单表头的状态和用户状态字段中（作为省略状态代码） 

· 在显示状态信息的单独屏幕中（选择明细状态的信息功能）；在这个屏幕中，  
可以看到： 

- 通知单的当前状态（带有缩写和短文本） 

- 根据当前状态情况，仍可被分配的状态 

参阅 状态管理来获得有关调用状态信息的信息。 

 
 

 
1
2 3  输入优先级 

质量通知单包括优先级指示符，用户可用此指示符来指定质量通知单的重要性或紧迫性。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系统管理员可以为每个优先级指示符定义一个执行间隔。例如， 
优先级1有以下特性：必须在创建通知单两小时后开始执行，并且通知单必须在两天内被 
完成。一旦用户为正在处理的通知单输入优先级，系统将根据优先级的定义来计算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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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的起始和结束时间。 

按如下步骤来输入一个优先级： 

1. 通过创建或更改功能来调用一个质量通知单。系统将显示 <创建 / 更改 > 质量通知
单：  
<通知单类型 >。 即通知单表头数据屏幕。 

2. 在优先级字段中输入希望的关键字（如有必要，使用可能输入帮助）。系统在后台计

算 
质量通知单的起始和结束时间，并在相关字段中输入这些日期。 

3. 如果想看刚才被计算的日期，可以选择转到 � 计划一览。 

  说明  
只要通知单未被完成，就可以改变通知单的优先级。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输入或更改参考对象 

参考对象是与质量通知单中问题相关的对象。参考对象的数据字段被显示在 
通知单表头中。如果要查看标准质量通知单类型的可输入参考对象表，可以 
参阅标准质量通知单类型的参考对象。 

说明  
不同质量通知单类型的参考对象在质量通知单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 

输入参考对象 
根据系统的设置，可以按如下方法之一输入一个参考对象： 

· 当创建一个质量通知单时，在输入质量通知单前必须在一个对话框中输入参考对象。 

· 如果创建质量通知单时并没有输入参考对象，则可以在通知单表头屏幕中输入一个  
参考对象。 

更改参考对象 
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改一个质量通知单的参考对象。如果更改了参考对象物料，那么在  
不同的目录概要被分配给此物料的情况下，系统可以自动选择另一个目录概要。可参 
阅 目录概要 或 更改目录概要 来获得有关目录概要的附加信息。 

创建没有参考对象的通知单 
标准的质量通知单类型已被定制，因此，如果没有输入参考对象物料就不能创建质量通 
知单。如果要在不输入参考对象的情况下创建一个通知单或想使几个参考对象的输入项 
成为必要，则应该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让系统管理员做出必要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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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质量通知单类型的参考对象 
 

客户索赔 对供应商的索赔 内部问题报告 

客户 供应商 内部合伙人 

物料/批次 物料/批次 物料/批次 

销售订单 物料凭证（GR） 生产订单 / 
实施计划表头 

销售组织 采购订单 工作中心 

部门 采购组织 检验批量 

分销渠道 采购凭证  

发货 检验批量  

检验批量   

 
 

 
1
2 3  在表头数据屏幕中输入日期 

在表头数据屏幕中可以按如下方法输入起始和截止的日期和时间： 

1. 通过创建和更改功能来调用质量通知单。系统将显示屏幕 < 创建 / 更改 >质量 
通知单：<通知单类型 >.。 这就是通知单表头数据屏幕。 

2. 在希望开始字段（屏幕的处理部分）中输入要求通知单处理开始的时间和日期。  
系统将建议把当前时间和日期作为起始时间。如果愿意，可以输入这些输入项。 

3. 在希望结束字段中输入要求完成处理的时间和日期。 

 
 

 
1
2 3  调用合伙人信息 

合伙人是与用户一起进行商业事务的个人或公司。在质量通知单中合伙人数据被显示 
在一个单独屏幕中。只有已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用户的公司集中定义了合伙人确 
定过程，才能调用这个屏幕。 

按如下步骤来调用合伙人屏幕： 

1. 从通知单屏幕之一中选择转向 � 合伙人 。系统将显示屏幕 <创建 /更改 /显示 >  
<质量通知单类型 >：合伙人。 

2. 通知单表头也包括合伙人信息的数据字段（参看屏幕联系部分）。如果已在这些字段  
中输入了通知单的合伙人数据（例如，合伙人已被分配给物料），那么合伙人功能、 
数量和描述也被显示在合伙人屏幕。 

3. 如果想要查看被显示的合伙人的更多信息，可以标识此合伙人，然后选择环境 �  
显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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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更改或创建通知单时，在合伙人字段中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输入希望分配给通知单 
的合伙人 。如果要在表中增加合伙人可以选择编辑 � 新行。 

5. 保存有合伙人数据的通知单。如果愿意，也可以在保存之前更改或显示其他的通知单 
屏幕。 

参阅： 

合伙人数据  

 
 

 
1
2 3  维护通知单项目 

可以在质量通知单的以下三处中，在多种明细级别上维护项目数据。 

· 表头数据 屏幕 

· 项目明细 屏幕 

· 项目一览屏幕 

 
 

 
1
2 3  在表头数据屏幕中维护项目数据 

质量通知单的表头数据由下列屏幕部分或数据块组成： 

· 参看对象 

· 联系 

· 主题 

· 处理 

在表头屏幕的底部，可以看到第一个缺陷项目的数据块。虽然这部分的字段和表头数据被 
一同显示在同一屏幕中，但是信息却不是表头的一部分。相反，这些字段和项目一览中的 
第一个缺陷项目有联系。 

按如下步骤来维护表头数据屏幕中的项目数据： 

1. 通过创建或更改功能来调用质量通知单。系统将显示屏幕 <创建 /更改 > 质量通知
单：  
<通知单类型>。 

2. 如果没有维护通知单的任何缺陷项目，那么转向表头屏幕底部的项目块： 

· 在缺陷字段中输入缺陷代码；如果必须选择代码，那么可以使用可能输入帮助。 

· 如果愿意，可以在文本字段中输入关于缺陷描述的短文本。 

· 如要输入附加的缺陷项目则继续步骤3，否则将保存数据。 

3. 选择编辑 � 新输入 � 项目。系统将在表头屏幕底部清除缺陷项目的字段。. 

4. 此时可以按步骤2 输入另一个缺陷项目。重复步骤2和3直至输入全部缺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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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以从通知单表头屏幕中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 保存数据 

· 选择 下一个项目、最后的项目、上一个项目或最初的项目 来单独调用缺陷项目。 

· 选择转到 � 项目� 一览， 屏幕 <创建 /更改 > 质量通知单：项目清单  
将被显示。此屏幕包括所有缺陷项目的清单（参阅 在项目一览中维护项目数据.）。 

· 选择转到 � 项目 � 明细； 屏幕 <创建 /更改 > 质量通知单：项目明细  
被显示。此屏幕包括第一个缺陷项目的清单（参阅 在项目明细屏幕中维护项目数

据 ）。 

 
 

 
1
2 3  在项目一览中维护项目数据 

如果要在项目一览中维护项目数据，则可以按如下步骤进行： 

1. 在通知单的一个屏幕中，选择转到 � 项目 � 一览 。系统将显示屏幕 <创建 /更改 
>  
质量通知单：项目一览 。这个屏幕包括每个缺陷项目的数据字段。在一览屏幕的右

下  
角，可以看到通知单中的项目总数（字段：y的输入项x）。 

2. 在不同的字段中输入希望的数据。如必要，可以使用可能输入帮助来帮助用户进行 输
入。 

  说明  
如果系统产生有关目录概要的信息，可以参阅 目录概要 来获得更多的解释。 

3. 此时，可以在这个屏幕中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 保存项目数据 

· 调用项目明细屏幕来输入缺陷汇总数据（参阅 在项目明细屏幕中维护项目数

据 ）。 

 
 

 
1
2 3  在项目明细屏幕中维护项目数据 

项目明细屏幕被用于维护缺陷项目的附加信息。 

1. 按如下步骤调用明细屏幕： 

从... 按如下步骤操作： 

表头数据屏幕 选择转到 � 项目 � 明细。 

项目一览 在明细屏幕中选择想要查看的项目，然后选择 转
到 �  
项目 � 明细.。 

系统将显示一个可供输入以下附加缺陷信息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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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陷项目的短文本和/或长文本 

· 由下列各项识别的缺陷库位： 

- 目录代码组 

- 缺陷库位的代码 

- 被定位为装配的缺陷库位 

· 由下列各项识别的缺陷类型： 

- 目录代码组 

- 缺陷类型的代码 

- 缺陷数 

- 缺陷评估 

- 缺陷等级 

- 内部产生的缺陷数 

- 外部产生的缺陷数 

· 由下列各项识别的缺陷原因： 

- 目录代码组 

- 缺陷原因代码 

- 描述缺陷原因的短文本或长文本 

对于所有的通知单类型项目明细屏幕都一样。 

2. 输入希望的数据或输入已有的数据。如果必须输入数据，可以使用可能输入帮助功能。 

  说明  
如果系统产生有关目录概要的信息，可以参阅 目录概要 来获得更多解释。 

3. 如果要从项目一览中调用项目明细屏幕并选择几个项目，可以选择下一个来进入下一

个  
选项的明细屏幕。一旦到了最后一个选项并选择下一个，那么将自动回到项目一览。

如 
果想在明细屏幕中创建一个新项目，则在对话框中选择新输入。系统将显示一个空白

屏 
幕，以便为下一个缺陷项目输入信息。 

4. 关闭对话框。 

 
 

 
1
2 3  维护任务数据 

可以为通知单表头和单独的通知单项目 维护任务数据。质量通知单包括了对所有 
通知单表头和每个缺陷项目的任务一览。用户只能从任务一览中进入任务明细屏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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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通知单类型来说，任务一览和任务明细屏幕都是相同的。 

按如下步骤来维护任务数据： 

1. 按表中所描述的那样调用任务一览： 

为...维护任务 按如下操作： 

通知单表头 在表头数据屏幕中选择 转到 � 任务 �  
一览。 
屏幕<创建 /更改 > 质量通知单：任务清
单  
将被显示。 

单独的通知单项目 在表头数据屏幕中选择转到 � 项目 � 
任务  
� 一览。屏幕<创建 /更改 >质量通知
单 ：  
项目1任务一览 将被显示。 

通知单中的几个项目 在项目一览中，标记希望的字段然后选择 
转向 � 项目 � 任务 � 一览。 
屏幕<创建 /更改 > QM通知单：项目 
<n>  
的任务一览 被显示。 

任务一览包括一个数据块，其中每一个任务都有几个字段。在屏幕右下角，可以看到

表 
头或项目的任务总数（字段：y的输入项x）。 

2. 通过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来输入任务代码及任务短文本。如果系统显示有关目录概要的  
信息，则可以参阅 目录概要 来获得更多信息。 

3. 如果从项目一览中调用任务一览并选择了几个项目，那么选择下一个来进入下一个  
所选项目的任务一览中。一旦到了最后一个选中的项目并按下一个，将自动返回项目 
一览。 

4. 为了输入计划的项目起始和结束时间及日期，可以调用每一个任务的明细屏幕来标识  
相关任务，并选择转到 � 任务 � 明细。系统将显示一个包括被选中任务的明细数 
据的对话框。 

5. 通过覆盖已有数据或使用可能输入帮助来输入希望的数据。 

  说明  
· 如果系统显示有关目录概要的信息，可以参阅 目录概要 来获得更多信息。 

· 如果任务的计划时间和日期还未被输入但任务已被下达，那么系统将在这些  
字段中自动输入当前的时间和日期。如果系统的时间和日期与表头的时间和 
日期不一致，将会显示相应的信息（参阅 任务的状态管理 ）。 

6. 如果从任务一览中调用任务明细屏幕并选择了几个任务，那么可以选择下一个来 
进入 下一个被选中任务的明细屏幕。当到了最后一个被选中的任务时，再按下一 
个，将自动回到任务一览。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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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从明细屏幕中创建一个新任务，则在对话框中选择新输入。系统将显 
示一个空白屏幕，在该屏中就可以输入下一个任务。 

7. 关闭对话框。 

8. 保存数据。 

参阅： 

任务的自动确定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任务的状态管理 
当处理通知单时，确定任务所达到的不同处理阶段是有用的。可以用任务状态管理来 
实现此目的。下面是在系统中有关任务使用的三个状态： 

· 任务已下达（表示任务此时可被执行） 

· 任务完成（表示任务已被执行） 

· 任务成功（表示任务成功，问题已解决） 

可以在任务一览屏幕或任务明细对话框中通过按相应的按钮来分配上述状态。但必须为 
每个任务单独分配一个状态；如果在一览屏幕中选择了几个任务并按状态按钮，则系统 
将把状态分配给所有被选择的任务。 

系统在状态字段中以缩写格式输入选择的任务状态（包括任务一览和任务明细屏幕）。 
如果想要显示状态缩写的文本，可以选择信息功能的状态明细。系统将显示更改状态屏 
幕（参阅一般状态管理功能： 状态管理 ）。 

当把状态分配到任务中时，系统自动改变相关日期： 

当分配状态...时 由系统完成下列字段： 

已下达 用当前时间作为计划起始；用当前时间或期望的 
通知单结束时间作为计划结束时间 

已完成 用当前日期和用户名填写由<用户名 >在 <日期 
> 
完成 ； 状态已设定后，用户就不能再改写这些 
字段。 

成功 无 

任务的计划日期必须在通知单期望的起始和结束日期之内。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系统将发 
出一个信息来提醒用户。如果质量通知单没有维护日期，系统就不检查输入的任务日期。 

任务状态间的关系 
任务状态的主要目的是为处理通知单者提供信息。任务状态间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如果任务有状态... 那么.... 

已下达 先前未清状态被取消 

已完成 先前未清状态或下达状态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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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存在已完成状态 

 

通知单和任务状态的关系 
通知单和任务状态取决于整个环境而可能相互依赖。例如： 

· 可以不考虑任务状态而处理通知单。 

· 如有未清任务则不能完成通知单；如欲完成通知单，所有任务必须被完成。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所有任务都相同。换句话说，系统不会在通知单表头和通知单项目 
级别上区分任务。因此，如果状态字段表示通知单中有未清任务，那么这些未清任务可 
能是表头任务或项目任务。 

 
 

  任务的自动确定 
如果用户公司中的自动任务确定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则系统将根据响应概要和服务窗 
口中预设的参数来建议先执行哪些任务。响应概要和服务窗口确定时间和间隔，以便 
公司能用特定方法响应通知单。响应概要和服务窗口都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定义。 

范例
 

在上午10:00创建了一个通知单。响应概要为“答复客户”代码定义了2个小 
时的时间间隔，并为“检查技师是否在现场”代码定义了4个小时的时间间隔。 
在服务窗口中定义时间为上午8:00到12:00，下午2:00到6:00。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在中午 12:00之前答复客户来讨论或阐明问题，如果需要让一个技师到客 
户的地点去，则他/她必须在下午4:00之前到。 

可以用自动任务确定功能定义一系列标准任务来执行立即活动（例如，这样的任务可能 
要求用户在2个小时内答复优先级2的客户）。 

 
 

 
1
2 3  维护作业数据 

用户可以为通知单表头和单独通知单项目维护作业数据。通知单表头和每个项目都有 
作业数据一览屏幕和作业数据明细屏幕。用户只能从作业一览屏幕进入作业明细屏幕。 

对于所有的通知单类型来说，作业一览屏幕都是相同的。 

按如下方法来维护作业数据： 

1. 用下表来帮助用户调用作业一览： 

为...维护作业 按如下步骤操作： 

通知单表头 在表头数据屏幕中选择转到 � 作业 � 一览。 
 用户将看见屏幕<创建 /更改 > 质量通知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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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一览。 

通知单中的唯一项目 在表头数据屏幕中选择转到 � 项目 � 作业 
�  
一览 。用户将看见屏幕 <创建 /更改 >  
质量通知单：项目1作业一览。 

通知单中的几个项目 在项目一览中，标记希望的字段并选择转到 �  
项目 � 作业 � 一览。用户将看见屏幕 <创建 
/更改 > 质量通知单：项目<n>作业一览。 

在作业一览中每一个作业都有一个包含最重要作业字段的块。在屏幕的右下角，可以

看到 
通知单表头或项目的作业总数（字段：y的输入项x）。 

2. 输入作业代码。必要的话，使用可能输入帮助来帮助自己。 

  说明  
当输入作业代码时，考虑以下几点： 

· 如果使用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代码，可以通过在屏幕左下角标识适当的 
复选框（多项 选择）来立即复制几个代码。 

· 如果系统显示有关目录概要的信息，可参阅 目录概要 。 

· 当把一个代码复制到作业一览屏幕中时 ，如果用户还未输入另一个文本，  
则预定义的作业代码文本（如果有的话）也被复制到作业文本字段。 

3. 如果通过已选择代码调用的作业文本未能恰当地描述想要记录的作业，则可以通过  
覆盖预定义的文本来输入自己的文本。 

  说明  
如果输入自己的作业文本，仍可按如下方法来同时显示原始目录文本和自己的文

本： 

· 在作业一览中选择切换到功能来在已输入的预定义代码文本和用户输入的 文
本 
之间切换。 

· 在标识期望的作业后，选择转到 � 项目 � 作业 � 明细 来调用作业明细 
屏幕，输入的文本和目录文本就被显示在这一屏幕上。 

所做的任何评估只显示了包含于目录中的作业文本。 

4. 如果从项目一览中调用作业一览并选择了几个项目，那么可以选择下一个来访问 下
一个已选择项目的作业一览。当到了最后一个已选择项目并按下一个时，将自动 
回到项目一览中。 

5. 调用每个作业的明细屏幕以输入处理时间（标识期望的作业然后选择转到 � 项目 
 � 作业 � 明细l）。系统将显示包含被选中作业的明细数据的对话框。 

6. 输入该作业的期望信息。可以使用可能输入帮助。 

  说明  
当输入作业信息时，考虑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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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系统显示有关目录概要的信息，则可以参阅 目录概要 。 

· 如果已从作业一览中调用作业明细屏幕并选择了几个作业，那么可以选择 
下一个来访问下一个被选中作业的明细屏幕。一旦到了最后一个被选中作 
业并按下一个，将自动返回到作业一览。 

· 为了从明细屏幕中创建一个新的作业，可以在对话框中选择新输入项。系统  
将显示一个空白明细屏幕以供输入下一个作业的信息。 

7. 关闭对话框。 

8. 保存数据。 

 
 

 
1
2 3  更改目录概要 

在一览屏幕中可以显示并改变质量通知单中的目录概要。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在通知单的屏幕之一中选择额外 � 目录概要 � 选择。 系统将显示包含下列 
三个数据块的对话框： 

· 当前目录概要（包含当前或上次复制的目录概要） 

· 缺省目录概要（包含以前有效的目录概要） 

· 单独目录（包含一个单独目录概要的输入字段） 

2. 如果要复制系统建议的目录概要，可以选择缺省传输。这个目录概要的号码将出现在  
当前目录概要字段中。 

3. 如果既不想用当前的目录概要，也不想用建议的目录概要，那么可以选择另外一个。 
在单独目录概要字段中输入希望的目录概要，然后选择单独传输。系统将在当前目 
录概要字段中显示这个目录概要的号码。 

  说明  
单独目录概要不会被参考对象的目录概要自动覆盖。如果一个目录概要不 
再被使用，用户必须显式地更改它。 

4. 关闭对话框。这将使用户返回初始屏幕。 

5. 保存所做的更改。 

 
 

 
1
2 3  描述系统可用量、系统条件和效果 

如果要记录一个涉及功能库位或机器设备的问题，就可以使用这个字段。 

1. 在通知单的任一屏幕中选择转到 � 系统可用量 。系统显示屏幕 <创建 /更改 > 
 质量通知单： 系统可用量。 

2. 在标题为系统可用量屏幕的部分中根据下表相应字段而输入期望的数据，使用 
可能的输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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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字段... 输入... 

故障前可用量 

 

用百分比表示的系统或设备在故障前的可用范

围 

故障后可用量 

 

用百分比表示的系统或设备在故障后的可用范

围 

故障前的条件 故障发生前系统或设备的条件 

故障后的条件 故障发生后系统或设备的条件 

任务后的可用量 

 

任务执行后系统或设备的可用量（百分比表示） 

任务后的条件 任务执行后系统或设备的条件（百分比表示） 

3. 如果问题对系统或设备的一部分产生了影响。在屏幕的系统影响区域输入影响对象的 
标识符。可以在这个数据块中用按钮 SLst细分结构表。 

对字段... 输入... 

被影响的库位 被问题或任务影响的功能库位标识符 

被影响的设备 被问题或任务影响的系统或设备的标识符 

效果 问题对被影响系统或设备的影响 

 
 

 
1
2 3  输入故障停机数据和停机时间 

如果问题导致故障停机，也可以在通知单中记录故障停机数据。按如下步骤来记录 
故障停机数据： 

1. 在通知单的表头屏幕或别的任何屏幕中选择转到 � 故障，停机 。系统将显示 
屏幕 <创建 /更改 > 质量通知单：故障，停机。 

2. 输入问题的起始和结束的时间及日期。标志故障停机字段来表示导致功能性 
故障停机的问题。  

3. 当选择 ENTER时，系统自动按小时计算和显示停机时间。 

  说明  
当系统计算停机时间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 只有做了以下三个输入：起始日期/时间、结束日期/时间、标识停机指示符，  
系统才会计算停机时间。 

· 如果要用不同的时间单位来计算停机时间，可以通过使用可能输入帮助来为  
单位字段选择另一个停机时间单位。当选定了新时间单位后，选择ENTER。系 
统就按照新的时间单位显示停机时间的值。当保存通知单时，字段中现有的 
单位将在以后的通知单处理中被使用。 

· 如果停机时间已被显示而随后用户又改变了起始或结束时间，系统将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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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停机时间。 

4. 保存所做的更改。 

 
 

 
1
2 3  调用管理信息 

管理信息包括以下有关通知单表头或单独的通知单项目的数据： 

· 最初创建质量通知单或通知单项目者的姓名 

· 质量通知单或通知单项目创建的时间和日期 

· 最后更改质量通知单或通知单项目者的姓名 

· 质量通知单或通知单项目最后一次被更改的时间和日期 

 

按如下步骤调用通知单管理数据： 

1. 将光标置于通知单屏幕中某处，但不要放在项目字段上。 

2. 选择 额外 � 管理数据 。系统将显示通知单：管理数据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包括创建和最后更改质量通知单的人员的信息。 

3. 选择继续来关闭对话框。 

 

按如下步骤来调用通知单项目的管理数据： 

1. 将光标置于项目字段上。 

2. 选择额外　芾硎　荨Ｏ低辰　允径曰翱蛲ㄖ　ィ汗芾硎　荨�  
这个对话框包括创建和最后更改通知单项目的人员的信息。 

3. 选择继续 来关闭对话框。 

 
 

 
1
2 3  输入报告通知单的人员姓名 

如果为一个问题创建了一个质量通知单，但问题由另外一个人最初报告给用户，用户 
可以按如下步骤在系统中输入这个人员的姓名： 

1. 在通知单的一个屏幕中选择额外 　�...报告 。系统将显示对话框由...报告。 

2. 输入报告通知单人员的姓名和报告时间，然后选择继续来回到上一个屏幕。 

 
 

 显示质量通知单 
显示质量通知单：概述 

显示质量通知单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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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质量通知单：概述 
本节描述了怎样显示质量通知单。对于任何质量通知单类型，显示质量通知单的 
过程是相同的。 

参阅 显示质量通知单  

 
 

 
1
2 3  显示质量通知单 

可按如下步骤来显示一个质量通知单：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通知单。 
系统显示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 

2. 选择通知单 � 显示。系统将显示用于显示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 

3. 在号码字段中输入想要显示的通知单号码，然后选择转到  通知单 → 
 通知单来调用通知单。 

  说明  
如果不知道要想要显示的质量通知单的号码，可按以下方法查找通知单： 

· 使用号码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通过匹配代码来查找通知单（例如， 
用物料、工厂、 通知单类型或描述来查找）。 

· 通过寻找通知单功能并根据其他的不同准则来选择通知单（例如， 
状态、通知单日期、原始凭证或被分配的主记录）。 

· 通过选择质量通知单功能（参阅 选择和评估质量通知单） 

当显示质量通知单时，可以通过创建或更改通知单时使用的相同菜单功能来 
浏览通知单。另外，可按 维护QM通知单数据部分所描述的那样调用并显示 
数据。 

 
 

 打印质量通知单 
打印质量通知单：概述 

全文打印质量通知单 

打印质量通知单项目 

查看打印日志 

下载质量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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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质量通知单：概述 
除了能在屏幕上显示质量通知单之外，也可以复制质量通知单： 

· 作为屏幕硬拷贝打印输出 

· 作为传真 

· 作为SAP ArchiveLink中的归档凭证（光学存贮媒体） 

· 在数据库中（例如， Microsoft Access） 

本节描述了怎样以不同的形式产生质量通知单车间文档。产生上述形式凭证的过 
程基本相同。 

车间文档 
质量通知单打印的要素被作为车间文档参考。在标准QM模块中下列三种车间文 
档的类型已被定义： 

· 通知单一览 

通知单一览提供了通知单所有信息的打印输出（要得到更多信息，参阅 
 全文打印质量通知单） 。 

· 项目清单 

项目清单包括部分或全部包含于质量通知单中的缺陷项目的清单。可以在打 
印输出中选择是包括还是不包括单个缺陷项目（要得到更多信息，可参阅 打印质量

通知单项目）。 

· 致供应商的索赔信 

这是对提供了缺陷产品的供应商的标准索赔信。这个车间文档只适用通知 
单类型Q2。 

公司也可以定义用户特定车间文档。打印功能的控制表在公司中被集中定义，这 
样通过联机帮助功能就能显示相关车间文档，并选择所需的那些文档。 

 
 

 
1
2 3  全文打印质量通知单 

执行以下步骤来全文打印质量通知单： 

1. 通过更改功能调用期望的质量通知单（见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  系统显示更改
质量通知单： <通知单类型 > 屏幕。 

2. 选择通知单 � 打印 � 通知单。系统将显示对话框选择车间文档。 
对话框中包括这种质量通知单中能被打印的所有车间文档。对话框 
中显示的车间文档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定义。 

  说明  
除了在打印机上打印质量通知单之外，也可以：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456 of 549  

· 通过传真形式传送通知单 

· 在SAP ArchiveLink中归档通知单 

要得更多信息可参考以下步骤。 

3. 在对话框中标记想要打印的传真或被归档的车间文档（特定的车间文档可 
在相应控制表的预定义输入项中被选择）。如有必要，也可以在对话框中 
检查以下输入项： 

- 输出设备 

- 复制文档数 

- 封面（是/否） 

- 立即打印输出的控制指示符，打印输出后假脱机请求的清除，新 
的假脱机请求和输出语言 

- 订购者号码（传真号码的输入项字段） 

- 传真号码的国家代码 

  说明  
这个对话框中的控制允许选择性地打印、传真和归档已标记的车间文 
档，只要满足以下限 制： 

打印和传真： 

· 可以选择打印或传真一个已选的车间文档（即不能同时打印或传 
真同一份车间文档）。因此，要确定已在特定车间文档的目的地 
字段输入了输出设备或在认购者号码 字段输入了传真号码。 

· 如果选择了几个车间文档，可以输入适当的传真号码或打印机地 
址来同时打印和传真车间文档（例如，可以打印通知单一览并同 
时传真项目清单）。 

· 如果只想传真一个或多个车间文档，可以选择多个传真。系统显 
示第二个对话框，可以在其中输入传真号码和国家号码。完成输 
入并选择继续后，系统将返回通知单表头并显示信息来表示一旦 
保存通知单，车间文档就会被打印。 

归档： 

· 如果想在ArchiveLink中归档车间文档，可以选择选择。系统将显 
示第二个对话框，可以在其中指定一个归档代码（用归档代码字段 
的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期望的归档代码）。 选择继续来返回车间 
文档的对话框。 

4. 一旦用户已为打印或归档标记了希望的车间文档，则可以选择打印/ 传真。 
对话框被关闭并且屏幕返回到通知单表头。 

5. 保存通知单。通知单将根据用户的选择而被打印、传真或归档。 
通知单此时是“被打印”状 态。 

  说明  
当通知单项目已被打印或传真时，第一份打印输出是原版，而同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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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每一份成功的后继打印输出都被标记为复制品。 

参阅： 

WF档案连接（用户指南，SAP系统中的光学归档接口和光学归档的集成） 

 
 

 
1
2 3  打印质量通知单项目 

如要打印出单个的质量通知单项目，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通过更改功能调用期望的质量通知单（参阅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系统显示屏幕 更改质量通知单： <通知单类型 >。 

2. 选择通知单  � 打印 � 项目选择。系统显示对话框项目打印：选择。 
此对话框包括通知单 中所有缺陷项目的清单。 

3. 在对话框中，对要打印的缺陷项目做标记然后选择继续。系统将显示 
包括能被打印的车间文档清单的对话框选择车间文档。 

  说明  
除了在打印机上打印出质量通知单项目之外，也可以： 

· 以传真形式传送通知单 

· 在SAP系统的ArchiveLink中归档通知单 

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可参考以下步骤。 

4. 在对框中，标记要打印、传真或归档的车间文档 （特定的车间文档可能 
已按照相应控制表中预定义的输入项而被选择了）。检查下列对话框中 
的输入项，如有必要可以更改： 

- 输出设备 

- 复制文档数 

- 封面（是/否） 

- 立即打印输出的控制标识符，打印输出后假脱机请求的清除， 
新的假脱机请示和输出语言 

- 认购者号码（传真号码的条目字段） 

- 传真号码的国家代码 

  说明  
对话框的控制允许有选择地打印、传真和归档已标记的车间文档， 
只要遵守以下限制条件： 

打印和传真： 

· 可以选择打印或传真一个已选的车间文档，（即不能同时打印 
或传真同一份车间文档）。因此，确认对所选的车间文档已在 
目的地字段的输入了输出设备或在认购者号码字段输入了传真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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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了几个车间文档，可以输入适当的传真号码或打印机地址， 
来同时打印和传真车间文档。（例如，可以打印通知单一览，同时 
传真项目清单） 

· 如果只想传真一个或多个车间文档，选择多个传真。系统显示第二个 
对话框以供输入传真号码和国家号码。做完输入并选择继续以后， 
系统将回到通知单表头并显示表示了一旦保存通知单，车间文档就会 
被打印的信息。 

归档： 

· 如果想在ArchiveLink中归档车间文档，可以选择选择。系统将显 
示第二个对话框，可以在其中指定一个归档代码（用凭证代码字段 
的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期望的归档代码）。选择继续 回到车间文档 
的对话框。 

5. 一旦用户已选择了想要打印或归档的车间文档，就选择开始。对话框将被 
关闭并且屏幕返回到通知单表头。 

6. 保存通知单。通知单项目取决于用户的选择而被打印、传真或归档。通知单 
现在的状态是“被打印”。 

  说明  
当通知单项目已被打印或传真时，第一份打印输出是原版，而同一通知单 
的每一份成功的后继打印输出都被标记为复制品。 

参阅： 

WFArchiveLink（用户指南，SAP系统中的光学归档接口和光学归档的集成） 

 
 

 
1
2 3  查看打印日志 

当质量通知单或单个通知单项目被打印输出时，通知单将被赋予“已打印”状 
态。对质量通知单执行的任何打印作业都被记录在打印日志中。以下信息被记 
录在打印日志中： 

· 通知单号码 

· 打印的缺陷项目的号码 

· 车间文档号码 

· 车间文档名 

· 初始化打印输出的人名 

· 打印输出的时间和日期 

如果要从处于“被打印”状态的通知单中打印输出质量通知单或单个通知单项 
目，则应该检查打印日志来确定以前已发生过的打印作业。 

可按如下步骤来调用打印日志： 

1. 通过更改功能调用期望的质量通知单（参阅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系统将显示屏幕更改质量通知单: <通知单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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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通知单 � 打印 � 显示日志。系统显示打印日志。 

  
注意

 
如果从质量通知单中删除缺陷项目，那么相应的项目被从打印日志中自 
动清除。如果在包括该缺陷项目的周转中有另外的打印输出，这个操作 
可能导致不一致。 

 
 

 
1
2 3  下载质量通知单 

除了可以打印质量通知单外，也可以从SAP系统中把通知单下载到PC中。 
例如，现场处理问题的人员可以从SAP系统中把一个新创建的质量通知单 
下载到自己的PC机的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中，以便进一步处理。也可 
以为评估目的而把质量通知单下载到一个应用程序中如Microsoft Excel中。 

如要下载质量通知单，则系统管理员必须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进行适当 
的设置。 

说明  
SAP系统在所有的下载操作中支持通知单数据。顾客对在顾客现场用 
于处理数据的 PC 应用程序负责。 

可按如下步骤从QM模块中下载质量通知单表： 

1. 在质量通知单初始化屏幕，选择评估 � 清单 � 通知单 � 更改。 
系统将显示屏幕质量通知单更改清单：通知单选择。 

2. 输入期望的通知单选择准则（例如，通知单状态、通知单选择、合 
伙人）和执行选择。如要获得有关如何选择质量通知单的更多的信 
息，可以参阅 选择和评估质量通知单。 

3. 当通知单清单被显示时，标记要下载的通知单，然后选择通知单 �  
通知单下载。系统把该表装入到Access数据库中。 

可按如下步骤从QM模块中下载一个单独的质量通知单： 

1. 通过更改功能调用要下载的质量通知单。 

2. 在通知单表头或在另外的通知单屏幕中，选择通知单 � 打印 � 下载。 
系统将把质量通知单下载到Access数据库中。 

 
 

 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 
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概述 

如何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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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概述 
当创建一个质量通知单并输入有关这个问题的相关信息后，就可以进行通知单 
处理。当进行通知单处理时，用户将记录因处理而被下达的通知单。然后通知 
单状态就由“未清”变为“处理中”。 

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进行质量通知单的处理： 

· 可以以手工方式处理质量通知单（参阅 如何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 

· 当为通知单创建QM订单时，系统将自动对质量通知单进行处理（参阅 把QM订单分

配给质量通知单） 

 
 

1
2 3  如何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 

如要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在更改模式中调用通知单（参阅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系统将显示屏幕更改质量通知单： <通知单类型 >。 

2. 选择通知单 � 功能 � 进行处理。用户将在状态字段中看到状态 
“处理中”的缩写 （NOPR）。 

3. 保存所做的更改。 

 
 

 把QM订单分配给质量通知单 
把QM订单分配给质量通知单：概述 

创建质量通知单的QM订单 
 

  把QM订单分配给质量通知单：概述 

把QM订单分配给质量通知单的目的是什么？ 
当处理有关质量的问题时，更正和消除这样的问题经常要涉及到成本。在处理质 
量通知单的范围内，这样的成本被作为不合格成本。例如，不合格成本包括不合 
格产品的返工费用，其中包括物料和人工成本。当处理质量通知单时，可以创建 
QM订单并把它分配给通知单，以之作为不合格成本的成本汇集处。 

结算QM订单的成本 
当处理质量通知单时，可以创建QM订单并把它分配给通知单，但不能借记成本。 
控制（CO）模块负责确认并结算QM订单的不合格成本。 

创建QM订单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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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QM订单，必须保证满足下列条件： 

�     公司中的SAP控制 （CO）模块必须处于活动状态 

· 系统管理员必须在QM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以下的QM订单参数： 

- 质量通知单类型 * 

- 工厂号码 * 

- 订单类型（ 不合格成本为QN01） 

- 业务领域（可选） 

- 科目设置（借记成本的成本对象；例如，成本中心、销售订单或CO领域） 

说明  
必须在QM用户设置应用中维护上面用星号标记的参数，以便能创建QM订 
单。如果剩余的参数没有在用户设置中被定义，则可以在创建质量通知单 
的QM订单时，在对话框中输入这些参数。 

参阅： 

质量相关成本  

 
 

 
1
2 3  创建质量通知单的QM订单 

如要在后台中创建质量通知单的QM订单，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通过创建或更改质量通知单功能调用质量通知单。系统显示屏幕创建/更改质 
量通知单： <通知单类型 >。 

2. 选择通知单 � 功能 � 订单 � 创建.。系统将按以下两种方式响应： 

- 如果所有要求的QM订单参数已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得到维护，系统将 
创建QM订单，并显示包含质量通知单号码和QM订单号码的信息。 

- 如果QM订单参数没有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完全维护，系统将显示一 
个对话框以供输入QM订单参数。输入要求的参数后，选择关闭。系统创 
建QM订单并显示包括质量通知单号码和QM订单号码的信息。 

质量通知单现在的状态是“订单已分配”（ORAS）和“处理中”（NOPR）。 
QM订单号码被显示在质量通知单表头的QM订单字段中。 

 
 

 推迟质量通知单 
推迟质量通知单：概述 

推迟质量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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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迟质量通知单：概述 
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推迟一些质量通知单的处理（例如，因为分配的任务不能被执

行或因为缺 
陷分析将在以后被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通知单的处理推迟。 

说明  
不能推迟已经被处理的通知单。 

要得到怎样推迟通知单的说明，可参阅 推迟质量通知单  

 
 

 
1
2 3  推迟质量通知单 

如要推迟质量通知单，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通过更改功能调用质量通知单（参阅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 
系统显示屏幕更改质量通知单：<通知单类型 >。 

2. 选择通知单 � 功能 � 推迟。状态字段将显示状态“推迟”（NOPO）。 

3. 保存所做的更改。 

 
 

 完成质量通知单 
完成质量通知单：概述 

完成质量通知单 
重新处理质量通知单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完成质量通知单：概述 

完成通知单意味着什么？ 
当完成质量通知单时，通知单的所有字段都不能再被访问，并且通知单中的数据 
也不能再被更改。当通知单处于这种状态时，就只能显示它。另外，当对供应商 
的索赔质量通知单完成时，系统就用通知单中的信息去计算供应商的评估记分 
（要得到更多的信息，可参看以下的段落）。 

如果通知单还需要进一步处理，也可以重新处理已完成的通知单。 

完成质量通知单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已结束处理，就应该完成质量通知单。这表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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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通知单中参考对象的相关数据已被输入并是正确的。 

· 相关项目数据已被输入并是正确的。 

· 相关任务数据已输入并是正确的。 

· 任务已被完成 

当完成质量通知单时将会发生什么？ 
当完成一个通知单时，系统将显示一个带有当前时间和日期的对话框，用户可以 
接受或编辑这个完成时间。在这个对话框中，必须指出问题的原因是内部的还是 
外部的（例如，如果供应商提供一个有缺陷的产品，原因就是外部的）。如果在 
对供应商索赔的质量通知单中的问题属于外部原因，那么通知单中的信息就被用 
于供应商评估（参看下文）。 

影响供应商评估 
当完成对供应商索赔的质量通知单（质量通知单Q2），并指出问题的原因是外 
部后，这条信息就被系统用来计算供应商评估中“质量”准则的索赔因子。在考 
虑到不合格成本的情况下，结果记分用于评估供应商的表现。 

参阅: 

物料管理（供应商评估） 

 
 

 
1
2 3  完成质量通知单 

可按如下步骤完成质量通知单： 

1. 通过更改功能调用质量通知单（参阅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系统显示  
屏幕更改质量通知单：: < 通知单类型 >. 

2. 选择通知单 � 功能 � 完成。系统将显示对话框更改质量通知单： < 通知单类型 >。 

3. 如有必要，更改完成时间或完成日期，并为通知单问题的原因（内部或外部） 
标记适当的 标识符。 

4. 选择关闭。质量通知单将处于“完成”（NOCO）状态。 

5. 保存所做的更改。 

 
 

 
1
2 3  重新处理质量通知单 

如果完成了质量通知单然后又确定在以后的阶段中仍需输入或更改通知单中的数 
据，就可以重新处理通知单。 

如要重新处理质量通知单，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通过更改功能调用质量通知单（参阅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系统显示  
屏幕更改质量通知单：< 通知单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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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通知单 � 功能 � 重新处理。 系统将解除对所有的字段锁定，这样数据 
就可被重新 输入或更改。 通知单现在状态是“重新处理”。 

3. 保存所做的更改。 

 
 

 删除质量通知单 
删除质量通知单：概述 

 
 

  删除质量通知单：概述 
如果用户决定在系统中不再需要某个质量通知单，可以通过标记该质量通知单 
来删除它。当为删除而标记一个通知单时，系统将在下次重构运行后从数据库 
中删去该通知单。 

如果用户已标记了一个要删除的通知单而系统还未执行重构程序，可以： 

· 显示该通知单，但再也不能对它做任何改动 

· 取消删除标识，并使通知单回到原来的状态中；这就可能在通常的方式下 
维护和处理通知单。 

参考下列适当过程来标记一张要删除的通知单或取消删除标志： 

· 怎样标记要删除的质量通知单  

· 怎样取消质量通知单的删除  

参阅: 

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  

 
 

1
2 3  怎样标记要删除的质量通知单 

可按以下步骤来标记一个想要删除的通知单： 

1. 使用更改功能来调用质量通知单（参阅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系统显示屏幕更改质量通知单： < 通知单类型 >。 

2. 选择通知单 � 功能 � 删除标识　柚谩Ｏ低辰　猛ㄖ　ケ昙俏　境　¢ 
在通知单表头的状态字段中显示状态代码 DLFL （删除标志）。 

不可以再输入或更改通知单中的数据。 

3. 保存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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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怎样取消质量通知单的删除标志 

按如下步骤来取消通知单的删除标志： 

1. 用显示功能调用被标记为删除的质量通知单（参见 显示质量通知单）， 
系统显示屏幕显示质量通知单： < 通知单类型 >. 

2. 选择通知单 � 功能 � 删除标记  取消。系统将取消删除标志并相应取 
消通知单表头的状态代码。 

此时可以再次输入或更改通知单数据。 

3. 保存所有的更改。 

 
 

 选择和评估质量通知单 
选择和评估质量通知单：概述 

选择质量通知单：多层清单过程 

选择质量通知单：单层清单过程 

使用选择选项 

输入值的数量 

一次打印或下载几个质量通知单 

选择通知单项目 

选择通知单任务 

编辑单层清单的功能 

对清单进行不同的排序 

选择完成的清单 

取消对清单中已标记项目的选择 

 更改清单字段 

比较质量通知单处理时间 
 

  选择和评估质量通知单：概述 
质量通知单机能提供了一种在不同标准的基础上选择和评估质量通知单、通知单 
任务或通知单项目的手段。这些功能有助于进行下列各项操作： 

· 不知道通知单的号码情况下，更改或显示一个特定的通知单 

· 更改或显示有特定特性的几个通知单 

· 同时为符合某特性的几个通知单执行指定功能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466 of 549  

· 浏览符合特定准则的所有通知单任务 

· 浏览符合特定准则的所有通知单项目 

作为查找的结果，用户还可以： 

· 为了直接显示或编辑一个指定的质量通知单而找到它 

· 获得一个包括几个质量通知单的清单，从中可以为显示或编辑而选择一个或 
几个通知单 

选择和评估的工具 
质量通知单机能供了以下两种用于选择和评估质量通知单的工具： 

· 清单 

通过清单的评估功能，用户可以： 

- 根据选择的准则来产生质量通知单的清单；为更改或显示信息可以  
从这份清单进入各个通知单 

- 以单层清单或多层清单的格式产生一个质量通知单的选择。 

  说明  
多层清单包括比单层清单更多的信息；但只能从单层清单编辑质量通知 
单，多层清单只能被显示。下表显示了每种清单中所包含的信息。 

单层清单 多层清单 

质量通知单 质量通知单 

通知单任务 合伙人 

通知单项目 通知单任务 

 通知单项目 

 通知单作业 

· 时间系列分析 

时间系列分析功能允许用户根据指定的时间期限中的特定准则而将质量通知 
单的选择作为SAP统计图表来显示。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选择质量通知单：多层清单过程 

按如下操作来在多层清单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质量通知单： 

1. 从SAP主菜单，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通知单。系统显示 
质量通知单的初始屏幕。 

2. 选择评估 � 通知单清单。系统将显示屏幕通知单清单（多层）：通知单选择。 

3. 在屏幕中的相应字段输入选择准则。屏幕顶部的通知单状态对这个选择非常 
重要。可以输入任意数量的准则；输入的准则越多，清单将会越有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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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短。 

  说明  
也可以按照 使用选择选项 部分和 输入值的数量 描述的那样来使用选择选项。 

在数据块过滤器 中，可以选择希望出现在清单中的数据。 

4. 当完成所有的希望的输入后，选择： 

· 程序 � 执行 ，如果用户只想显示清单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如果用户想显示并打印清单 

通知单清单（多层）：通知单清单屏幕将被显示。这个选择清单包括所有对 
应于输入的准则的质量通知单。在菜单设置中，可以调用颜色键或更改过滤 
器来改变显示的内容。 

5. 标记一个或多个通知单来选择要显示的通知单。将光标定位在选择的通知单 
中被用色彩加亮的部分，并选择环境　允径韵蟆Ｏ低尘妥远　允镜谝桓霰� 选择的通

知单。如果选择转到　祷兀　低巢换岱祷氐窖≡袂宓ザ　　　蛳� 一个被选择的通知

单。 

 
 

 
1
2 3  选择质量通知单：单层清单过程 

如欲选择一个或多个质量通知单以更改或显示，操作如下： 

1. 在初始屏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柿抗芾懋质量通知单。系统将显示质 
量通知单功能的初始屏幕。 

2. 在此屏幕中选择下列菜单选择之一： 

· 工作清单 � 通知单  更改数据 

· 工作清单 � 通知单  显示数据 

系统显示屏幕<更改 /显示 >质量通知单清单：通知单的选择。 

3. 在屏幕的相关字段中输入查找准则。确定要在屏幕顶部的数据块中限制通知单 
状态。可以输入任意数量的准则；输入的准则越多，清单将越有选择性，越短。 

  说明  
也可以按照 使用选择选项 部分和 输入值的数量描述的那样使用选择选项。 

4. 当完成所有希望的输入后，选择 

· 程序 � 执行，如果用户想显示清单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如果用户想显示和打印清单 

系统显示屏幕<更改 /显示 >质量通知单清单：通知单清单。这个选择清单包 
括所有对应于输入准则的质量通知单。 

5. 用户根据需要的信息在清单中标记一个或多个通知单，然后选择下列菜单 
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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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通知单，项目清单或任务清单： 

如果要显示或编辑通知单、通知单项目或通知单任务的数据，可以选择 
转到 � 通知单， 或转到 � 项目清单，或 转到 　挝袂宓� 来调用通知 
单数据屏幕。系统就直接进入到第一个被选择的通知单的显示或更改模式。 
完成对第一个通知单的编辑或显示时，选择转到 　乱徊健Ｏ低尘妥远　÷ 
用下一个被选择的通知单。 

· 显示业务量： 

如果想显示选择统计，可以在通知单清单中选择一列，然后选择清单 �  
业务量。系统就显示描述了被选择的数据间相互关系的业务量图。 

· 调用图表 

如果要显示特定对象的频率分布图，在通知单清单中选择一列，然后选择 
清单 � 图表。系统就显示表示了被选择的对象间频率分配的图表。 

 
 

 
1
2 3  使用选择选项 

通过使用选择选项（比如，数学操作员和包括/不包括逻辑工序），可以将搜索限 
制在特定值范围内，并可控制输入的准则是否应该出现在清单中。 

按如下步骤来使用选择选项： 

1. 在选择屏幕中，把光标定位于希望的查询准则字段。 

2. 选择编辑 � 选择选项 来调用可供用户挑选选项的对话框。 

3. 选择希望的选项。 

4. 选择输入 来将选择复制到选择屏幕中并关闭对话框。 

 
 

 
1
2 3  输入值的数量 

如果要输入一个准则的多值范围和/或单值范围，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在选择屏幕中，将光标定位在期望的查询准则字段。 

2. 点击行末的箭头。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可以扩充选择的准则。 

3. 输入期望的单值和/或多值范围。如有必要，可在对话框中选择选项来定义这些 值数

量的数学操作员。 

4. 选择复制来将值的数量复制到选择屏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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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一次打印或下载几个质量通知单 

当用更改功能产生一个质量通知单清单时，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通知单进行 
打印或下载。用户可以集中执行所有被选择的通知单的打印或下载功能，而不必 
逐个调用通知单的单独处理屏幕。为此，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在选择屏幕中标记所有希望打印或下载的通知单。 

2. 选择下列菜单功能之一： 

· 通知单 � 打印通知单 

· 通知单 � 通知单下载 

系统将打印或下载被选中的质量通知单。 

 
 

 
1
2 3  选择通知单项目 

如果为了更改或显示特定项目而从不同通知单中选择它们，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从SAP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柿客ㄖ　ァＯ低辰　允¾ 
质量通知单功能的初始屏幕。 

2. 在这个屏幕中选择下列菜单选项之一： 

· 工作清单 � 项目  更改数据 

· 工作清单 � 项目  显示数据 

系统显示屏幕 <更改 /显示 > 项目清单：通知单的选择。 

3. 根据希望系统查找的通知单项目而在相关字段中输入准则。选择过程和质量 
通知单的单层清单的选择过程一样（参阅选择质量通知单：单层清单过程）。 

4. 当完成所有希望的输入后，选择： 

· 程序 � 执行 ，如果只想显示清单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如果想显示并打印清单 

系统将显示<更改 /显示 > 项目清单：通知单清单屏幕。这个选择清单包括了所有对

应于输入  
准则的质量通知单。 

5. 选择相关的行来从清单中选择特殊的通知单（ 见编辑单层清单的功能 ）。 

6. 此时有如下显示和/或编辑数据的选项： 

· 调用通知单 

如果想显示或编辑通知单或通知单项目的数据，可以用转到菜单功能来调 
用通知单数据屏幕。 

· 显示业务量 

如果想显示选择统计，可以在通知单清单中选择一列然后选择清单 �  
业务量。系统就会显示描述被选择的数据间相互关系的业务量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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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图表 

如果要显示特定对象的频率分配图，可以在通知单清单中选择一列，然后 
选择清单 � 图表。系统将显示表示了被选择的对象间频率分配的图表。 

 
 

 
1
2 3  选择通知单任务 

为了更改或显示特殊任务而从不同通知单中选择它们时，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从SAP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通知单。系统将 
显示质量通知单功能的初始屏幕。 

2. 在这个屏幕中选择下列菜单选项： 

· 工作清单 � 任务  更改数据 

· 工作清单 � 任务  显示数据 

系统显示屏幕<更改 /显示 > 任务清单：通知单选择。 

3. 根据希望系统查找的通知单任务而在相关字段中输入准则。选择过程和质量 
通知单的单层清单的选择过程相同（参阅 选择质量通知单：单层清单过程）。 

4. 当已完成所有期望的输入时，选择： 

· 程序 � 执行 ，如果只想显示清单 

· 程序 � 执行 + 打印  ，如果想要显示并打印清单 

系统显示屏幕<更改 /显示 >任务清单：通知单清单。选择清单将包括对应于  
输入准则的所有质量通知单。 

5. 选择相关行来从清单中选择特殊的通知单（参阅 编辑单层清单的功能 ）。 

6. 此时有可用于显示和/或编辑数据的如下选项： 

· 调用通知单 

如果要显示或编辑通知单或通知单项目的数据，可以用转到或通知单菜  
单功能来调用通知单数据屏幕。 

· 显示业务量 

如果要显示选择统计，可以从通知单清单中选择一列然后选择清单 �  
业务量。系统将显示描述被选择的数据间相互关系的业务量图表。 

· 调用图表 

如果要显示一个特定对象的频率分配图表，可以从通知单清单中选择一列 
然后选择 清单 � 图表。 系统将显示表示了被选择的对象间频率分配的图 
表。 

· 显示任务监控 

如果想查看哪一个任务正在升级（例如，哪个任务正在处理中或应该完成却没 
有被完成），可以选择清单 � 监控。系统将显示具有最初99个任务的一个图表， 每
个任务旁边有具有不同颜色按钮的三列。这些颜色有以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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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任务的计划起始时间未到 

黄色 任务的计划开始时间已到，但未到计划结束时间 

红色 任务的计划结束时间已超过 

有红色标记的任务是最重要的，因此应该按最高优先级进行处理。可以为了显示  
或编辑一个质量通知单而从任务监控中转到该任务通知单中。 

 
 

  编辑单层清单的功能 
可以通过使用下列特殊功能来编辑一个由系统创建的通知单的单层清单： 

· 对清单进行不同的排序  

· 取消对清单中已标记项目的选择  

·  更改清单字段  

· 比较质量通知单处理时间  

 
 

1
2 3  对清单进行不同的排序 

如果想要以与显示不同的方式对质量通知单进行排序，可以执行以下步骤： 

1. 在被选择的质量通知单清单中，根据排序方式，将光标定位在相应的栏中。 

2. 选择下列菜单功能之一： 

· 清单 � 排序 � 按升序排序 

· 清单 � 排序 � 按降序排序 

系统会相应地对清单进行再排序。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选择完成的清单 

如果要在选择清单中选择所有的质量通知单以便进一步编辑，可以按如下步骤以 
一个单独操作全局选择： 

1. 在通知单清单中，选择编辑 � 选择所有项。系统将选择包括于清单中的所有 
通知单。 

2. 选择可用菜单功能之一来访问包含用户所需数据的屏幕（例如，转到 � 项目清单）。

系统调用清单中的第一个质量通知单进行编辑。 

3. 一旦完成了对通知单的编辑，选择转到 �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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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被选择的通知单的屏幕将被调用。 

 
 

 
1
2 3  取消对清单中已标记项目的选择 

如果被选择的质量通知单清单中标记的项目不符合用户的要求，可以以单个操作 
全局取消这些选择而不必单个取消。为此在通知单清单的屏幕中选择编辑 � 取消全部选
择。系统就会取消清单中全部被标识项目。 
 

 
 

 
1
2 3   更改清单字段 

如果必要，可以在通知单清单中通过包括附加字段，对字段进行不同排序或从清 
单中删除字段来修改字段。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按 选择质量通知单：单层清单过程 部分所述来调用选择清单。 

2. 在质量通知单清单的屏幕中选择设置 � 选择字段。系统将按当前顺序显示 
一个表示清单字段的对话框。 

3. 可以按照下表所述来更改清单的显示 ： 

如果要... 按如下步骤操作： 

删除一个字段, 标记该字段并选择清除。 

将一个字段移动到另一位置， 通过双击选择该字段；把光标置于用户想

要移 
动到的位置；选择移动。 

在清单中增加一个额外字段， 选择选择清单；包括所有可选字段的  
对话框将被显示；标记希望的字段并  
按复制 

4. 当期望的字段按正确的顺序被显示在对话框中时，选择复制来保存设置。此时 
清单可以按照用户的字段选择而被更改。这些设置将被保持直到再次修改（用 
户定义）。如果清单中包含许多字段，就需要水平滚屏才能看到所有的列。 

 
 

 
1
2 3  比较质量通知单处理时间 

可以在调度图表中显示包括在选择清单中的质量通知单（GANTT图表）。在这 
个图表中可以比较所有被选择的通知单的计划处理时间和实际处理时间。按如下 
步骤调用时间图表： 

1. 选择清单中选择所有将被包括于时间图表中的质量通知单。 

2. 选择转到 � 时间图表。系统将显示一张图表，在此图表中可以看到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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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的处理时间。用户可通过可用功能来更改这个图表（如有必要，可参 
考联机文档）。 

 
 

 状态管理 
状态管理：概述 

调用状态信息 

分配系统状态 

分配用户状态 

删除用户状态 
 

  状态管理：概述 
用户在系统中执行的质量通知单的处理和计划作业涉及到SAP的业务往来。每一 
笔业务往来都按某一种的状态方式被记录于SAP系统中。在处理序列的每一个阶 
段，质量通知单都被赋予一个适当的系统状态。 

在系统的可能状态中，只有极少数状态需要在给定的时间点上设置。在有些情况 
下，通知单在被进一步处理前就必须已处于一定的状态。如果状态缺失，系统会 
显示一个提示信息。 

本节描述了适用于质量通知单的状态管理功能： 

通知单有两种状态类型： 

· 系统状态  

· 用户状态  

 
 

  系统状态 
当执行质量通知单的特定系统功能时，系统状态就被设置。例如，如果要打印输 
出一个质量通知单，系统将把质量通知单的状态设置为“已打印”。 

 
 

  用户状态 
用户状态允许用户根据系统状态来进一步限定可用于质量通知单的功能。系统管 
理员可以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的状态概要中定义用户状态。如果有适当的权限， 
可以分配和删除系统中已被定义的用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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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状态信息 
可以在任何时候调用以下状态信息： 

· 质量通知单已经达到的处理阶段；这条信息被包含在表头数据屏幕和通知单 
的状态屏幕中（参阅 在通知单表头中调用状态信息 和 调用有短文本的状态信息。） 

· 已经执行的处理步骤；这条信息被包含在通知单状态的一览屏幕中。（参阅 显示一

般状态一览 ） 

· 当前允许的处理步骤；这条信息被包含在质量通知单的状态屏幕中（参阅 显示仍可

被分配的状态）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在通知单表头中调用状态信息 

如要在通知单表头中查看质量通知单的当前状态，可以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更改或显示功能来调用通知单（参阅 显示质量通知单 或更改质量通知单)。 
系统显示屏幕 <更改 /显示 > 质量通知单： <通知单类型 >。 

2. 通知单表头屏幕的顶部附近有以下的状态信息： 

- 状态 

这个字段包括通知单当前状态的缩写。这些缩写通常适用于通知单的预定 
义系统状态。如果任务已经被分配给通知单，那么这个字段也将包括任务 
状态。只要通知单任务还未完成（即如果任务仍未清或已下达），则“未 
清任务”状态（OSTS）将被显示。只要设置了这个状态，就无法完成通 
知单。 

- 用户状态 

如果字段包括状态代码，则表明用户状态也被分配给质量通知单。如要显示 
用户状态和被分配给通知单的相应短文本，可参阅 调用有短文本的状态信息。 

 
 

 
1
2 3  调用任务的状态信息 

1. 从通知单表头屏幕中选择转到 � 任务 � 一览。 

2. 系统将显示包括所有任务的一览屏幕。系统还显示每个任务的状态字段和用户 
状态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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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调用有短文本的状态信息 

在通知单表头中，可以调用一个包括所有通知单当前状态和相应短文本清单的独 
立屏幕。如要调用这个屏幕，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在通知单表头屏幕中，选择信息功能明细状态（用户状态字段的下一个字段）。 
根据是处于更改模式还是处于显示模式，系统将显示屏幕更改状态或显示状态。 

2. 在这个屏幕中，将会看到一或二状态信息。系统状态列显示在屏幕的左边。 
如果用户状态也被分配，则可以在屏幕右边看到用户状态列。每一列均包括 
以下信息： 

- 系统状态 

包括被分配给通知单的所有当前有效系统状态的清单；这些状态在SAP系 
统中已被预定义。 

- 用户状态 

包括被分配给通知单的所有当前有效的用户状态的清单；如果没有把用户 
状态分配给通知单，这一列将不被显示。 

  说明  
不能在有效系统状态清单或状态字段中进行输入。只能通过执行适当 
的业务往来活动把一个新的状态分配给通知单（例如，通过打印或把 
通知单分配给QM订单）。 

3.    如果已经为一个状态分配了长文本，就可以通过标记这个状态，然后选择  
额外 � 长文本来调用长文本。 

 
 

 
1
2 3  显示仍可被分配的状态 

如果想要知道根据当前状态情况，哪一笔业务往来能被质量通知单执行，即哪一种 
状态可以被分配给通知单），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在通知单表头中选择信息功能明细状态（用户状态字段旁边）。系统根据是 
处于更改模式还是出显示模式，而显示更改状态或显示状态屏幕。 

2. 选择额外 � 业务往来。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包括所有可被通知单执行 
的业务往来（绿色高亮度）和不能被分配的业务往来（红色高亮度）。 

 
 

 
1
2 3  显示一般状态一览 

如果要显示已被质量通知单执行的处理步骤的一览，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在通知单表头中，选择信息功能明细状态（用户状态字段旁边）。系统将根据 
是处于更改模式还是处于显示模式，而显示更改状态/或显示状态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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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额外 � 一览。系统将显示对话框 <更改 /显示 > 状态：一览。其中包括质 
量通知单的所有有效和无效（即以前有效）的系统状态和用户状态。 

 
 

 
1
2 3  分配系统状态 

用户不能在状态字段或有效系统状态清单中输入一个状态。只能通过执行适当的 
业务往来功能来把一个新的状态分配给通知单，例如打印通知单或把通知单分配 
给QM订单。 

如果想要执行仍被许可的业务往来（参阅 显示仍可被分配的状态 ），就必须从状 
态信息屏幕返回到通知单表头或另一个通知单屏幕。在那些屏幕中，可以通过选择 
通知单 � 功能来执行这个事务。 

以下的部分中描述了有关设置通知单系统状态的系统功能： 

· 打印质量通知单  

· 进行质量通知单处理  

· 把QM订单分配给质量通知单  

· 推迟质量通知单  

· 完成质量通知单  

 
 

 
1
2 3  分配用户状态 

可以直接把用户状态分配给质量通知单。操作如下： 

1. 通过更改功能调用期望的质量通知单（参阅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屏幕更改质量通知单： <通知单类型 >将被显示。 

2. 在通知单表头中，选择信息功能明细状态（用户状态字段旁边）。更改状态屏幕 
将被显示。 

3. 把光标定位于用户状态 列，并选择编辑 � 活动状态。 
系统显示对话框允许的用户状态。 

4. 选择希望的用户状态并按下选择。对话框消失并返回更改状态屏幕。新选择的 
状态被显示在用户状态列中。 

5. 保存对通知单所做的更改。 

 
 

 
1
2 3  删除用户状态 

如要从质量通知单中删除用户状态，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通过更改功能调用希望的质量通知单（参阅 怎样更改质量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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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显示屏幕 更改质量通知单： <通知单类型 >。 

2. 在通知单表头中，选择信息功能明细状态（用户状态字段旁边）。系统将显示 
更改状态屏幕。 

3. 把光标定位在用户状态列中要删除的状态行上，并选择编辑 � 撤消激活状态。 
系统将删除这个用户状态。 

4. 保存对通知单所做的更改。 

 
 

 归档质量管理数据 
归档质量管理数据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归档质量管理数据 
关于重组和归档QM主数据和事务数据的详细信息，可参考R/3系统的联机 
文档 BC 基本组件 - 应用数据的归档。 

 
 

 销售和分销中的质量管理 
本节描述了如何进行交货单质量检验。 

一般信息 

销售和分销的质量管理控制 

处理并完成交货的质量检验 
 

 一般信息 
关于销售和分销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什么是交货质量检验的特征？ 

交货质量检验概述 
 

  关于销售和分销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怎样支持销售和分销？ 
质量管理（QM）模块通过处理发货移动的质量检验来支验销售和分销（SD）模 
块。发货移动是制造商或供应商打算从产品库存或仓库库存中交付给客户的货物 
或物料的提取。发货是以 交货单 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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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货进行质量检验的目的何在？ 
在物料或产品离开制造商或供应商以前，对其交货进行质量检验是必要的。在大 
多数情况下，制造单位的质量部门都会在货物发送给客户之前进行质量检验，以 
保证货物没有缺陷。 

检验相关的交货单项目 
当在SD中为产品或物料创建了一个发货时，QM模块将自动为检验相关的交货单项目 
创建一个检验批量。如果在SD和QM应用中的适当控制处于有效状态，那么交货单 
项目就是检验相关的。QM模式支持下列检验批量来源的质量检验： 

· 参考销售订单的交货单 

· 未参考销售单的交货单 

· 通用交货单（没有客户参考） 

参阅： 

销售和分销的质量管理控制  

 
 

  什么是交货单？ 
交货单（或简写为交货）是一个用于处理对客户的交货或服务的SD单据。交货提 
供了执行有关物料计划、提货、发货、运输和开票的SD作业的根据。它也是对交 
货进行质量检验的基础 。 

 
 

  什么是交货单项目？ 
交货单项目是交货单中的一个单个要素，该要素包括了有关被交付货物和被提供 
服务的信息。交货单可能有一个或多个交货单项目。 

 
 

  什么是交货质量检验的特征？ 
当对交货单项目进行检验时，QM检验作业与所有别的类型的检验相同（比如，对于 
收货检验或生产检验而言）。在处理交货检验的范围内有好几种功能，但是这些功能 
都是唯一的： 

客户/物料组合的检验控制 
在QM模块中，可以为客户维护缺省客户说明或为客户/物料组合维护客户信息记录。 
这些记录包括可用来影响交货质量检验的检验相关控制指示符。 
参阅 销售和分销的质量管理控制.  

部分检验批量 
交货检验支持对批次物料的处理。用户可以在单个检验批量或几个部分批量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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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货单项目的批次。如果SD中的用户确认他不满意一个单个批次的交货项目，那么 
他可以把这个项目分成几个批次 。QM模块自动为每个批次创建一个部分批量。 

这些部分批量在交货项目层次上从属于主检验批量。QM模块独立地处理每一个部分 
批量。用户必须为部分批量和检验批量记录检验结果并做出使用决策。 

批次分类 
批次分类的目的在于QM模块可以自动把单个批量的检验结果传送给到相应的批次。 
当SD中的用户为发货过帐选择批次时，可以根据指定属性，例如截止日期、数量、 
特性值等做出选择。 

参阅： 

把检验结果传送到批次  

质量证书 
交货单项目的质量证书可以自动生成。质量证书记录了物料或批次的说明、检验 
结果或属性。 

参阅： 

质量证书  

 
 

  交货质量检验概述 
阅读下列信息的同时，可参考 图示：“发货移动一览”。 

什么是发货移动的顺序？ 
发货移动开始于货物或服务的交货请求。交货请求可以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开始： 

· 请求来自客户并采用基于预先安排的交货计划的采购订单或调用订单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将参考销售订单而创建交货单。销售订单将触发一个生产订单 
或从仓库库存提取物料。 

· 直接在SD模块下创建交货单而不需要参考销售订单。 

当创建交货单时，QM模块在检验相关交货单项目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检验批量。此 
时货物控制将被转给QM模块直至检验执行完成。根据使用决策，交货单可为或不 
为发货过帐下达。 

交货处理怎样影响检验批量？ 
当交货单被创建并在SD模块中进行处理时，交货单的SD作业也将影响QM模块的 
检验批量处理。关键事件包括以下作业： 

· 创建交货单 

当检验相关物料的交货单在SD中被创建时，只要工厂一被识别，QM模块就自 
动创建一个检验 批量。这时系统将显示一条表示系统已为质量检验做好准备的 
信息。 

· 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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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批次管理交货的物料，SD用户必须确定他是以单批次还是多批次方式过 
帐交货项目。分批功能允许用户把单个项目分成希望的几个小批次。如果执行 
分批并且保存交货单，QM模块就自动为每个批次创建一个部分检验批量。 

· 更改交货项目 

如要对交货项目进行更改，那么检验批量也将反映这些变动。比如，如果SD用户： 

- 更改交货项目的物料数量，系统也将在检验批量中更改实际数量 

- 更改工厂号码，系统将取消现有的批量并根据物料主记录的控制设置而创建 
新的批量 

- 在完成批拆分后改变了主意，并决定把交货项目作为单个批次来处理，系统 
将取消现有的批量并创建新的批量 

· 删除交货项目 

如果删除交货项目，系统将根据交货单和检验的状态而以不同方式反应。例如， 
如果检验批量或部分批量： 

- 以前没有被保存过，那么它们将不被写入数据库 

- 已被保存，但样本还未被计算，那么检验批量或部分批量将被取消 

- 已被保存，样本已被计算但使用决策还未做出，那么检验批量或部分批量 
将被标记为删除（这表明仍可记录检验批量或部分批量的结果） 

- 已被和使用决策一起保存，那么检验批量或部分批量将被取消 

 
 

  发货移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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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Pur

客户作业 / 制造商 供应商作业

SD

PP

SD

QM

MM/SD

采购订单
或调用订单

创建销售
订单

触发生产
订单

/ 创建 处理
交货单

质量
检验

做出发货
记帐

要求交货
没有销售订单

/被创建的检验批量
部分批量

物料不合格：
无发货

物料
合格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销售和分销的质量管理控制 

为什么销售和分销过程中QM控制是必要的？ 
为了能对交货单项目的创建自动反应，QM模块必须在销售和分销模块中实施控制。 
这意味着QM和SD模块中特定的用户设置控制必须有效并且必须已经维护了多种主 
数据记录。如果发生下列 情况，QM模块将自动为交货单项目创建一个检验批量： 

· 系统管理员在SD和QM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维护了合适的用户设置表 

· 已为将被检验的物料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了QM检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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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用户设置和主数据的维护要求之外，也可以通过定义 缺省客户说明 和 
客户信息记录 来影响交货检验。可以用销售和分销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屏幕的 SD中的QM
控制功能来实现这一点。但不需要为了让系统自动创建检验批量 
而维护客户说明或客户信息记录。 

SD模块中的用户设置要求是什么？ 
· 维护交货类型数据记录 

· 维护交货类别数据记录 

QM模块中的用户设置要求是什么？ 
· 维护检验批量来源数据记录 

· 维护检验类型数据记录 

· 把交货类型分配给检验批量来源。系统支持以下三种检验批量来源 

- 检验批量来源10（参考销售订单的交货） 

- 检验批量来源11（未参考销售订单的交货） 

- 检验批量来源12（没有客户参考的通用交货） 

· 把交货类别和检验类型分配给检验批量来源。 

  说明  
交货类别与检验批量来源一起定义了检验的检验类型。如果在客户主记录 
或在客户信息记录中指定了交货类别，用户就可以实施客户功能来指定检 
验类型。 

在物料主记录中什么数据必须被维护？ 
在物料主记录中把一个检验类型分配给QM检验数据。 

参阅：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使用SD功能中的QM控制 
位于销售和分销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屏幕的SD中的QM控制功能允许用户按以下两 
种办法来影响交货的质量检验： 

· 通过定义 缺省客户说明 

· 通过创建和维护 客户信息记录 

说明  
有关客户合伙人角色的一点信息在SD模块中，客户主记录中的客户可以被 
指定一个或多个合伙人角色（例如，客户可以被定义为售达方、送达方或 
记帐方）。当想要定义缺省客户说明或创建客户信息记录时，应参考送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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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客户号码。 

 
 

  缺省客户说明 

什么是缺省客户说明？ 
一旦在SD中为一个客户创建了客户主记录，就可以为这个客户定义几个检验相关 
的缺省说明。缺省说明将适用于所有为对此客户的交货而处理的物料。缺省说明 
有下列控制参数组成： 

· 质量检验 

可以设置这个参数来规定质量检验： 

- 必须在发货被记帐前执行 

- 必须在发货被记帐后执行 

- 将由客户执行（如果选择这个选项，QM模块将不创建交货的检验批量） 

· 交货类别 

通过这个参数，可以记录客户下达状态（例如，客户是否下达了替换、标准 
或生产系列交货）。 

· 凭证 

在这个参数的帮助下，用户可以通过凭证管理系统来创建与质量凭证的连接 
（例如，质量保证协议和质量说明）。 

如何使用缺省说明？ 
如果物料的交货单项目已被创建而且这个特定客户/物料组合的客户信息记录并不 
存在，那么系统将使用缺省用户说明来确定QM检验的要求。当创建客户信息记录时， 
缺省客户说明也被用作缺省值。 

定义缺省客户说明 
要定义客户的缺省说明，SD模块中必须已存在相应的客户主记录。如要定义缺省客 
户说明，可以参阅过程 怎样定义缺省客户说明  

参阅： 

客户信息记录  

 
 

 
1
2 3  怎样定义缺省客户说明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销售和分销中的QM。 
系统将显示销售和分销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初始屏幕。 

2. 在销售分销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屏幕中选择SD中的QM控制 　唇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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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初始屏幕的适当字段中输入客户和销售组织的数据，并选择转到  控制数据， 
系统将显示屏幕在SD中创建QM控制数据。 

4. 选择转到 � 客户说明。 创建客户说明 对话框将被显示出来。 

5. 在这个对话框中： 

- 如果知道，就输入交货类别 

- 按照希望的那样设置质量检验 指示符 

- 如果要把客户说明连接到质量凭证中（例如质量保证协议或技术性交货 
条款），就选择凭证。客户-连接到凭证对话框将被显示。通过可能 
输入帮助来选择希望的凭证然后选择继续。对话框创建客户说明 就再 
次被显示。 

6. 再次选择继续就会回到在SD中创建QM控制数据 屏幕。 

7. 保存缺省客户说明。 

  说明  
如要更改缺省客户说明，请执行以上过程并更改必要的数据。 

 
 

  客户信息记录 

什么是客户信息记录？ 
客户信息记录（或客户记录）定义了特定客户/物料组合（每个销售单位）的质量 
检验要求。可以用客户信息记录覆盖以前定义的缺省客户说明。 

客户信息记录由从客户主记录和物料主记录中获得的信息构成 
（参阅 图示“客户信息记录的内容” ）。 

如何使用客户信息记录？ 
当在SD中创建了交货单时，系统将首先在物料主记录中检查QM检验数据来确定 
物料是否检验相关。如果是，那么系统就检查客户/物料组合的客户信息记录是否 
存在，以此确定特殊检验要求是否适用。如果客户信息记录不存在，系统就使用缺 
省客户说明。在客户信息记录中，可以： 

· 指定客户/物料组合的物料 

· 输入一个客户信息记 录的附加短文本 

· 创建一个长文本作为附加文档 

· 更改缺省客户说明（质量检验，交货类别，凭证） 

创建客户信息记录 
当用户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了QM检验数据并在客户主记录中维护了客户数据后，就 
可以创建一个客户信息记录。如要创建新的客户信息记录，可参阅过程 创建、显示、更

改或删除客户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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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信息记录的内容 

MM
物料主记录

 AB112物料：
 AA 物料描述： 电池

12345客户号：
0001销售组织：

SD
客户主记录

QM
客户信息记录

交货类别：
质量检验：
交货前
交货后
由客户

12345客户号：
 0001销售组织：

 AB112物料：
 AA 物料描述： 电池

 
 

 

 
1
2 3  创建、显示、更改或删除客户信息记录 

怎样创建新的客户信息记录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销售和分销过程中的QM。 

系统将显示销售和分销过程中的质量管理的初始屏幕。 

2. 在销售和分销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屏幕中选择甋D中的QM控制 　唇ā £ 

3. 在初始屏幕的适当字段中输入客户和销售组织的数据，并选择转到 � 控制数据。 
系统将显示在SD中创建QM控制数据 屏幕。 

4. 选择编辑 � 新的信息记录以创建新的客户信息记录。 
系统显示在SD中创建QM控制数据 对话框。 

5. 在对话框中： 

- 输入物料 

- 输入交货类别 

- 输入附加信息的短文本（可选的） 

- 设置期望的质量检验指示符 

- 如果要把客户信息记录连接到质量凭证（ 例如质量保证协议或技术性交 
货条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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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选择凭证。对话框QM信息记录：SD-连接到凭证中 将被显示。 
通过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期望的单据并选择继续 。对话框在SD中创建QM 
控制数据 将再次被显示。 

6. 再次选择继续 返回到在SD中创建QM控制数据屏幕。 

7. 保存客户信息记录。 

  说明  
如果想要为已存在的客户定义一个新的物料，可以通过创建功能调用客户 
信息记录。当记录被显示时，选择编辑 　碌男畔⒓锹疾　瓷鲜�5个步骤 
输入信息。 

怎样显示或更改客户信息记录 
如要更改或显示一个客户信息记录，可以在主菜单的SD中的QM控制中通过更改 
或显示功能而不是创建 功能来执行这一过程。 

怎样删除客户信息记录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计划 � 销售和分销中 

的QM 。系统将显示销售和分销过程中的质量管理的初始屏幕。 

2. 在销售和分销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屏幕中选择 � SD中的QM控制 　　摹£ 

3. 在初始屏幕的适当字段中输入客户和销售组织的数据，并选择转到 � 控制数据。 

4. 在屏幕的信息记录部分激活期望物料的复选框并选择信息记录 。系统显示 
在SD中更改QM控制数据 对话框。 

5. 在对话框中激活删除标记 复选框。根据系统的其他设置，数据记录将在下 
次记录经构时被删除。 

 
 

  处理并完成交货的质量检验 
一旦系统为发货创建了检验批量，并且货物已被检验，就可以： 

· 记录检验结果 

· 做出使用决策 

当结果已被记录而且使用决策也已被作出时（即检验批量已被接受）， SD模块中 
的发货就可以被记帐。 

参阅： 

检验结果  

检验完成  

记录检验结果 
可以在 质量检验菜单中的两项功能来记录检验批量或部分批量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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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 SD中的交货 

· 工作清单 � 结果记录 

如果想要记录单个检验批量的结果，可以使用结果 � SD中的交货功能。如果要 
记录几个检验批量或部分批量的结果，可以使用质量检验菜单中的工作清单 功能。 
工作清单功能是一个工具，它能使涉及记录检验结果和做出使用决策的重复性任 
务变得更加简单。 

参阅： 

使用工作清单功能来执行检验  

做出使用决策 
可以为下列各项做出使用决策： 

· 部分批量 

· 检验批量 

为部分批量做出使用决策 
可以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批量 或者为几个选中的部分批量一起做出决策。但是如果下列情

况发生，就不能 
为部分批量做使用决策： 

· 部分检验的状态不允许完成检验、做出使用决策或被更改使用决策 

· 部分批量的样本正被处理 

如果没有为部分批量做出使用决策，而是为整个检验批量做出了使用决策，那么 
这个使用决策也适用于部分批量。但是不能为部分批量定义后继活动。 

为检验批量做出使用决策 
如果未完成交货单项目的批拆分，就不能为检验批量做出使用决策 
（参阅范例 批拆分未完成 ）。 

参阅： 

做出使用决策  

发货过帐 
用户在SD模块中对发货进行过帐。如果客户信息记录没有指定发货前必须进行质 
量检验，则SD中的用户就只能在检验批量被接收后才能对发货进行记帐。如果发 
生下列情况，就不能记帐： 

· 检验批量或部分批量被拒收 

· 如果检验批量或部分批量的使用决策还未被做出 

如果客户信息记录指定了发货后可以进行质量检验，那么SD中的用户就可以在任 
何时候对发货进行记帐。 

 
 

  批拆分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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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交货单项目由100个单位的物料组成，用户希望把这100个单位分成三批来处理。 
可以通过为交货单项目创建并指定下列部分项目来做到这一点： 

· 第1批：35个单位 

· 第2批：40个单位 

因为剩余物料还在生产中，所以最后一批包括这些未被分配给交货单项目的25个单 
位。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批拆分未完成，因此不能为检验批量做出使用决策。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生产中的检验（有检验点） 
本节包括生产中检验的基本信息以及对如何计划和进行生产中检验的描述。 

生产中的检验：概述 

生产中检验的基本原则 

计划生产中的检验 

为生产中的检验维护主数据 

生产中检验的用户设置 

处理生产中的检验 

产生检验批量 

记录检验点的结果（检验点处理） 

记录检验点确认 

把检验结果传输到批次分类功能 

使用决策 

检验点处理 

 
 

  生产中的检验：概述 
在生产中，经常需要以不同的间隔或由于特定原因而在生产阶段，也就是生产工 
序或处理阶段，进行几次单独的检验。因此，生产中的检验就扩展到包括有检验 
点的检验。 

这里的术语－生产，包括： 

· 生产（制造单位的生产） 

· 过程（物料生产） 

检验点 
使用一定的描述性术语可以自由定义检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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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相应地定义检验点，可以建立如下参考，例如： 

· 数量（例如每个容器的检验点） 

· 时间（例如每个班次的检验点） 

· 事件（例如每个工具变更的检验点） 

图示：检验点的定义  

为每个被定义的检验点记录检验结果，并根据使用决策评估它们。 

每个检验点都被分配一个生产的数量。被分配给检验点的数量也可以被分配给部 
分批量。 

部分批量 
把检验点分配给 部分批次 对于有相同使用决策的检验点来说是有意义的，它使用户能够

管理不同质量的部 
分数量。 

批次 
当物料以批次管理时，可以在下面的步骤中将批次分配给部分批量。 

批次分类 
如果已用 物料说明 定义了批次属性，那么系统就用相关特性的检验结果来划分这 
些批次（批次分类）。 

确认生产计划（PP）的工序 
可以以部分确认或最终确认的形式来确认PP的检验点数量。如果要确认除了检验 
点数量和目标作业（根据计划时间评估的实际数量）之外的其他PP数据，可以 
调用详细确认。在这个屏幕中，用户可以记录例如实际时间或个人数据等信息。 

从生产中收货的缺省数量 
来自于最后一道工序的检验点数量（从QM的角度来看）被建议作为订单收货过帐 
的缺省值。只考虑被确定为产出或返修数量的PP数量。 

参阅: 

生产中检验的基本原则  

计划生产中的检验  

 
 

  检验点 
检验点是可以自由定义的参考对象，被用于在工序级别下记录特性的结果。检验 
点以特定间隔、工序或阶段合并检验结果。间隔可以有时间联系、数量联系或没 
有联系。 

可以在工艺路线、定额工艺路线或主配方中定义检验点。检验间隔被定义在工序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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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点的定义 

范例：每个容器的单独检验

1

2

3

4

5

6

/计划（用户设置计划表头）
（检验点识别）

执行
（检验点定义）

< >字段名 字段名 < >内容

< >容器号码 容器号码 <17>

 
 

 

  部分批量 
部分批量描述了将被制造的产品的部分数量。如果存在具有不同属性的部分数量， 
生产订单总量就可以被划分成部分批量。几个检验点可以指向一个部分批量。在 
质量方面部分批量和检验点相结合。如果以批次管理完工产品，那么部分批量可 
以被分配给单独批次。可把几个部分批量分配给一个批次。 

 
 

 生产中检验的基本原则 
集成计划 
生产工序和检验工序间复杂的相互连接体现了生产过程的特性。操作员检验和影 
响产品质量的过程特性的控制使两者不能明确的区分。因此，工作调度员和检验 
计划员应一起创建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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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QM模块中的检验特性就被集成在PP（生产计划）模块的工作计划和生产 
过程功能中。将为 一道工序而创建这些特性 － 可以是检验特性或过程特性。 
测试设备被作为生产工具分配。生产和检验作业可在同一工序中进行。 

检验点和检验间隔 
通过使用生产中检验的 检验点，可以每隔一定的间隔就对被单独定义的对象（比 
如，容器或班次）执行常规检验并记录检验结果。 

在工作计划中，在工序级上定义检验间隔；间隔可以是时间相关，数量相关或被 
自由定义。例如，用户可以在工艺流程中指定在特定工序中每个小时进行一次检 
验。在这种情况下，检验结果每小时都被记录。 

通过已分配检验结果的检验点来为每个间隔记录这些内容。每个检验点都可以指 
向一个部分批量。结果是，检验结果被分配给完工的部分批量。这使得用户可以 
根据过程特性或检验特性而对生产过程进行连续的监控。 

产生检验批量 
当下达 生产订单 时，系统将产生一个用于管理所有工序中的检验说明和检验结果 
的 特殊检验批量数据记录。 

确认检验点的检验结果 
对QM模块的检验结果的确认可以被连接到对PP模块的工序的确认上。这个过程可 
以自动进行或者当用户必须记录附加PP数据时，调用明细信息的特殊屏幕。缺陷 
数据也会被确认。 

为单独检验点记录特性结果。如果存在具有不同属性的部分批量，检验点数量将 
在质量方面被汇总成部分批量形式。如果以批次管理已完工产品，那么可以在订 
单完成期间或完成时将部分批量分配给单独批次。 

使用控制图表 
控制图表的一个主要应用领域是在控制生产中检验的过程中监控和控制生产过程。 
如果被监控的过程参数只在样本间随机变化，那么该过程就处于控制中状态 
或统计控制状态。控制图表可用于发现对过程的特殊影响。通过对过程的干涉， 
错误必须得到纠正。可以用控制图表来检查纠正措施的成功与否。 

检验完成 
如果使用了部分批量，那么当确认检验点时，将对应于检验点评估而自动为每一 
个部分批量建议一个“使用决策”为缺省值。可以在预定义的代码组中修改建议 
的代码。 

整个批量的使用决策记录了所有检验的完成或从QM角度来看的生产订单的完成。 

为了做出整个批量的使用决策，用户可以在订单完成后定义一个在定义的间隔中 
自动做出使用决策的作业。 

批次分类和证书 
通过集成在批次管理功能中，只要需要，部分批量的可用结果就可以被传送到批 
次中并随后被用于批次分类。因此，对于销售和分销（SD）中的批次选择而言检 
验结果直接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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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可被用于产生质量证书。 

参阅: 

计划生产中的检验  

处理生产中的检验  

控制图表  

质量证书  

 
 

  生产订单 
术语“生产订单”指下列订单类型： 

· 生产订单 

· 处理订单 

· 实施计划表头 

 
 

 计划生产中的检验 
这个信息描述了如何根据检验点来计划生产中的检验。它告诉用户如果要用检验点 
来执行生产中的检验，那么必须管理哪些数据，进行哪些设置。 

也可参考以下信息： 

为生产中的检验维护主数据  

生产中检验的用户设置  

 
 

 为生产中的检验维护主数据 
如果要在生产中执行检验，必须在以下主数据中设置并维护数据： 

· 工艺路线 （在表头，工序和特性级别）。可以使用以下工艺路线类型： 

- 工艺路线 

- 定额工艺路线 

- 主配方 

· 采样过程  

· 物料主记录中的QM检验数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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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验结果将被传输到批次分类中，将在检验中被处理的相应物料的物料 
说明必须也被维护，主检验特性在此物料说明中被连接到一般特性上。 

参阅: 

生产中检验的用户设置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为生产中的检验维护工艺路线 
工艺路线类型 
根据订单类型，可以为以下工艺路线类型计划具有检验点的生产中检验： 

· 工艺路线 

· 定 额工艺路线 

· 主配方 

进一步信息 

关于...的明细信息 ...可以在文档中找到: 

工艺路线 PP - 工艺路线 

定额工艺路线 PP - 工艺路线 

主配方 PP-PI 生产计划 － 流程式工业 

 

工艺路线或配方中的设置 
用户必须在工艺路线或配方的表头、工序和特性级别上定义具有检验点的生产中检 
验的缺省设置。下表提供了在工艺路线或配方中的设置的一览： 

工艺路线或配方中的设置一览 

级别 维护: 

工艺路线 /配方表头 检验点 指示符 

 检验点的组合字段 

 PL 分配 指示符 

工序（明细屏幕） 检验间隔（参考：数量，时间，无） 

 最后 PL 分配 指示符 * 

 Quan. pt. 批量 （用于时间参考）* 

  

检验特性 采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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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选 

如欲处理检验点，则必须在工艺路线或配方中维护下列数据： 

· 在工艺路线或配方表头中维护动态修改参数的下列数据： 

- 检验点指示符 

如果设置此指示符，那么用户就可以指定将根据检验点而不是检验批量来 
把工艺路线或配方中所有适合采样过程的信息用于处理检验。 

- 检验点的组合字段（可选） 

可以定义一个用户字段组合来识别检验点。字段组合由包含单独关键字的 
用户定义字段序列组成。 

可以在工艺路线或配方的表头中定义字段组合，或者在指定工厂的QM用 
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 

通过在工艺路线或配方的表头中指定字段组合，用户可以舍弃在用户设置 
应用程序中为每个工艺路线或配方预定义的工厂相关设置。如果在工艺路 
线或配方的表头中没有维护这个字段，系统将使用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 
为检验批量定义的相应设置。 

    说明  
可以在用户参数QBK中为每个用户存储他通常使用的字段组合。当调用 
记录检验点结果的初始屏幕时，系统将显示该字段组合。如果该字段组 
合与分配给该检验批量的字段不同，系统将显示一个具有当前字段组合 
的对话框。 

- 部分批量分配 

用户在生产过程用这个字段来定义生产数量的分配级别。用户可以把生产 
的数量分配给： 

- 检验点（最低分配级别） 

生产的数量仅被分配给检验点。单独检验点也将被分配检验结果。 

- 检验点 / 部分批量 (第二分配级别) 

为一个或多个检验点生产的数量被组合成部分批量。 

- 检验点 / 部分批量 / 批次（最高分配级别） 

一个或多个部分批量被分配给批次。 

用户可以在工艺路线或配方的表头中或在指定工厂的QM用户设置应用程 
序中定义分配 级别。 

通过在工艺路线或配方的表头中指定字段组合，用户可以舍弃在用户设置 
应用程序中为每个工艺路线或配方预定义的工厂相关设置。如果在工艺路 
线或配方的表头中没有维护这个字段，系统将使用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 
为检验批量定义的相应设置。 

· 在工序的明细屏幕（质量管理：检验点）中，可以维护下列数据： 

- 检验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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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间隔被定义在工序级别。如果已在表头指定了检验点，就必须维护间 
隔。可以定义下列间隔类型： 

- 数量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指定数量因子和计量单位。 

- 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指定时间因子和时间单位。 

- 无（没有数量或时间参考） 

检验间隔被打印在检验说明中或显示在结果记录的工作配方中。除了作为 
结果记录的计划值而起作用之外，基于数量间隔的值也可被作为新检验点 
的建议数量。 

   
范例

 
以下范例证明了下列输入的检验间隔的数量参考： 

- 检验点识别：钢丝吊篮 

- 由采样方法定义的检验频率：2 

- 数量因子：100 

- 单位：pc 

由于工序数量的100个项目位于一个钢丝吊篮中，所以检验点的间隔为100个 
项目。为每个钢丝吊篮（＝检验点）进行一次检验： 

- 最后部分批量分配的指示符（可选的） 

（从QM的角度看）指示符定义了生产中最后检验的工序，必要的话，还有 
最后的部分批量分配。将为订单建议该工序的检验点/部分批量数量。只有 
已设置此指示符的工序才可能有自动收货过帐。 

- 部分批量数量的指示符（可选的） 

如果在生产中创建时间相关的检验点，则这个标识符决定了是将数量与每 
个检验点相连还是只为每个部分批量确定一次数量。 

如果这个指示符被设置，那么每个部分批量的数量就只能被确定一次并且 
不会随着检验点而增加。这是有意义的，例如，如果同一数量在不同时间 
被检验几次。如果指示符没有被设置，那么部分批量中的数量就随着检验 
点而增加。这表明检验点和已完成数量有关。 

· 在检验特性级别定义采样过程（并因此定义检验频率）。 

参阅: 

在工艺流程或主配方中维护检验点  

为生产中的检验维护采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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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生产中的检验维护采样过程 
根据采样过程，在检验期间定义样本大小。被贮存在采样过程中的采样类型定义 
了如何确定样本；评估代码定义了接受或拒收一个特性或样本的规则。 

说明  
当维护采样过程时，对于具有检验点的生产中的检验来说，只有固定样本 
可以被定义为采样 过程。 

用户只能使用那些在其中检验点的指示符已被设置在用于有检验点的生产中检验 
的工艺路线或清单中的采样过程。 

用户可以在采样过程中通过设定检验点指示符来定义检验频率。检验频率和工艺 
路线或配方中的检验网格一起确定了将为每个特性执行的检验数。 

参阅: 

维护采样过程  

为控制图表维护采样过程  

 
 

 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QM检验数据 
用户必须为有检验点的生产中的检验维护被包含在物料主记录中的下列QM检验 
数据： 

· 检验类型  
下列检验类型可用于有检验点的生产中的检验： 

- 03 生产中的检验 

- 13 实施计划表头的检验 

· 检验类型的指示符 

用户必须为检验类型设置下列指示符： 

- 有检验计划的检验 

- 基于特性的检验 

当设置这个指示符时，没有必要同时在工艺路线或清单中计划检验特性。 
例如，用户可以直接从结果记录功能中创建无计划特性。这些特性在订单 
中被维护。 

  说明  
如果要在工艺路线或清单和物料说明的基础上执行生产中的检验，必须设置 
用说明检验指示符。 

参阅: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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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中检验的用户设置 
工厂级别的缺省设置 
用户必须在用户应用设置程序中在工厂级别维护缺省设置中的下列数据： 

· 检验点检验的缺省采样过程 

如果有检验点的检验包括还未在工艺路线/配方或物料说明中被分配采样过程 
的特性，那么用户可以指定将被自动使用的采样过程。 

· 检验点的用户字段定义 

为了标识检验点，可以定义用户字段的一个单独组合并把它分配给特定工厂。 
这种类型的用户字段组合包括具有不同关键字和序列的用户指定字段。 

用户也可以在工艺路线或配方表头中定义字段组合。通过在工艺路线或配方 
表头指定字段组合，用户可以舍弃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每个工艺路线或 
配方预定义的工厂相关设置。如果未在工艺路线或配方的表头中维护这个字 
段，系统将使用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检验批量定义的相关设置。 

  说明  
可以在用户参数QBK中为每个用户存储他通常使用的字段组合。当调 
用记录检验点结果的初始屏幕时，系统将显示该字段组合。如果该字段 
组合与分配给检验批量的字段不同，系统将显示一个具有当前字段组 
合的对话框。 

· 生产期间检验中的部分批量分配 

用户可以预定义用来控制和记录生产过程的明细级别。可以定义下列明细级： 

- 检验点  
在最低的明细级别，完成数量被唯一分配给已分配了检验结果的检验点。 

- 检验点 / 部分批量  
第二明细级别包括已被分配给部分批量的所有完成数量。 

- 检验点 / 部分批量 / 批次  
在最高明细级别上，部分批量被分配给批次 

可以定义数量是在每道工序还是在订单的最后工序被分配给部分批量和/或批次。 

用户也可以在工艺路线或配方的表头中定义部分批量分配。通过在工艺路线或 
配方表头中指定分配级别，用户可以舍弃已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每个工艺 
路线或配方预定义的工厂相关设置。如果没有在工艺路线或配方的表头维护这 
个字段，系统将使用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检验批量定义的相应设置。 

 参阅: 

为生产中的检验维护工艺路线  

· 检验点评估/部分批量使用决策 

当为检验点评估而确认检验点数据时，用户可以存储将会被自动建议为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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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代码（使用决策目录类型3）。但是，这个缺省评估可以被修改。用户可 
以在指定的选择集中选择一个不同的代码。 

部分批量评估必须与检验点的使用决策一致。 

检验点的缺省用户字段组合 
用于识别检验点的检验点标识将作为检验计划缺省设置的一部分而被存储在工序 
数据中。用户可以定义各自的检验点/用户字段组合以满足公司的需要。 

为了识别检验点，用户字段组合包括日期和时间字段和两个可自由定义的文本字 
段以及有不同长度的号码字段。这些字段可被分别（只要与公司的行业部门，工厂 
的生产类型，部分数量计算等一致）用于定义检验点。在此处存储的字段组合确 
定了记录检验点结果的初始屏幕中将会要求的输入。 

检验点标识被定义在工厂级别的预制中或被定义在工艺路线或配方表头中。 

说明  
既然检验点标识必须在整个工序中唯一，在用户字段组合中只有在特定条 
件下才能使用日期和时间（例如，具有基于时间的检验间隔）。 

参阅: 

为生产中的检验维护主数据  

记录检验点的结果（检验点处理）  

 
 

 处理生产中的检验 
产生检验批量  

记录检验点的结果（检验点处理）  

把检验结果传输到批次分类功能  

使用决策  

 
 

 产生检验批量 
当执行一个生产中的检验时，将会为生产订单产生一个检验批量。用户可以为下 
列订单类型创建检验批量或让系统创建： 

· 生产订单（工艺路线） 

· 处理订单（主配方） 

· 实施计划表头（例如，定额工艺路线） 

如果已经为将被生产的物料维护了物料主记录的质量管理视图中的检验数据并且 
相应的检验类型也已被激活，系统将自动产生检验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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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为生产订单或处理订单下达第一个工序时 

· 当实施计划表头被创建时 

也可以在下达订单前在生产订单或处理订单中手工创建检验批量。 

定义了检验说明的特性被分配给订单中单独的工序。 

参阅: 

创建检验批量  

在物料主记录中维护QM检验数据  

进一步的信息 

关于...的明细信息 ...可以在文档中找到: 

生产订单 PP - 生产订单 

处理订单 PP-PI 生产计划 - 流程式工业 

 实施计划表头 PP - 重复制造 

 
 

1
2 3  创建检验批量 

要求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用户就只能在生产订单中创建检验批量 

· 如果已经在物料主记录的 质量管理视图中维护了将被生产的物料的检验数据并且相

应的检验 类型也 
被激活 

· 订单没有被技术性地完成 

· 订单表头中不包括删除指示符或已被标记为删除 

参阅: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自动创建检验批量 
当下达订单中的第一道工序时，将自动为生产订单或处理订单产生一个检验批量。 

· 如果成功地产生了检验批量，将在订单表头设置系统状态ILCR（检验批量 
已创建）。 

· 如果检验批量的产生不成功，将设置系统状态ILCR（检验批量未创建）。 

通过使用选择概要并用状态ILNC来搜索所有订单，就可以选择并处理所有不能 
产生检验批量的订单。 

说明  
如果在检验批量被产生后，包含检验特性的计划在生产订单或处理订单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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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那么检验特性将被忽略。 

手工创建检验批量 
可按如下步骤在下达订单前手工创建订单： 

1. 调用订单。 

2. 选择订单 � 功能 � 检验批量 � 创建检验批量。 

参阅: 

 检验批量  

 
 

 记录检验点的结果（检验点处理） 
在检验结束时，每个检验特性的检验结果被记录并存储在检验批量单中。 

可以用以下功能来记录生产检验批量的检验结果： 

· 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质量检验 � 工作清单 � 结果记录 

如果要记录几个检验批量的结果，建议使用这个方法。因为用户可以通过工 
作清单文件来简化并加速几个批量结果的记录过程。 

· 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 结果 � 检验点 � 记录 

记录检验点结果的过程与工序的过程基本一致。 

当调用这个功能后，必须在初始屏幕中输入检验点的附加信息。所需的信息 
取决于用户设置应用文件中的检验点/用户字段组合的设置。 

参阅: 

流程式制造的特殊特征  

使用工作清单功能来执行检验  

检验结果  

确认和评估检验点 
当检验结果保存时，检验点数据必须最后被确认。如果工序的全部特性都已关闭 
并且没有记录任何检验点的数据，确认数据的屏幕将被自动调用。 

如果正在处理部分批量，那么当在结果记录功能中确认检验点时，将依照检验点 
评估为每个部分批量自动建议一个缺省使用决策。用户可以在预定义的代码组中 
更改缺省代码。 

参阅: 

图示：检验点的确认和评估  

记录检验点确认  

数量更改 
可以通过记录和更改检验点的功能来更改检验数量。用户也可能显示检验批量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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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检验点的一览 并随后更改检验点的数量、评估和数量状态。 

参阅: 

更改检验点数量  

显示检验点数量  

 
 

1
2 3  记录检验点确认 

最后，当保存检验结果时，用户必须确认检验点的数据。一旦这个工序的所有特 
性都已关闭并且没有记录任何检验点数据时，确认数据的屏幕将被自动调用。 

可按如下步骤确认检验点数据： 

1. 如果确认检验点数据的对话框没有被自动显示，可以选择转到 � 检验点数据 来调用

对话框。系统将显示检验点评估和部分批量分配的对话框。 

2. 输入检验点的数量数据（产出，废品，返工）。 

取决于订单类型而有三个用于确认数据的选项： 

- 如果使用实施计划表头，报表点功能就处于活动状态。可以使用这个功 
能来执行一个报告点反冲。 

- 如果使用生产订单 ，则工序确认 的控制就处于活动状态。 

取决于订单类型的参数和工序的控制关键字，部分确认、最后确认或 
无确认指示符将被建议。如有必要，可以更改系统的建议。 

如果想要确认生产计划中除了检验点数量之外的其他数据，可以调用订单 
的明细屏幕。在该屏幕中用户可以确认例如实际时间和个人数据等信息。 

- 如果使用处理订单，将会为工序的确认自动建议无确认指示符。如果必 
要，可以更改系统的建议。 

  说明  
确定自己已知道流程制造的下列特殊特征：如果根据处理订单创建检验 
物料则表示： 

- 确认应当在处理控制的范围内被触发；也就是说，使用处理信息的 
帮助或作为处理指 令表中功能调用的结果。 

- 工序的处理数量必须被确认。但是，这个数量也许与为该检验点指定 
的生产数量不 同。 

因此，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则不要在QM模块内触发确认： 

- 来自过程控制的确认在处理订单中被计划 

- 工序数量和检验点数量彼此不一致 

3. 可以输入一个值之所以脱离计划值的原因（例如 ，如果由于来自废品或由于 
设备损坏引 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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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只有用户同时将原因确认反馈到生产计划中，输入原因才是有意义的。 

4. 在评估检验点部分中，系统将根据包括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的工厂设置 
而建议一个使用决策代码。可以通过选择其他评估功能来在预定义的代码组 
中选择不同的使用决策代码。 

5. 下列步骤取决于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或在工业路线或配方表头中预定义 
的部分批量分配级别。 根据分配级别，必须将下列各项分配给检验点： 

- 部分批量（步骤6） 
假如部分批量的明细级别要求了这一点。 

- 部分批量和批次（步骤6和7） 假如明细级别要求了部分批量和批次并且物料将在

批次中被处理。 

6. 把 部分批量 分配给检验点。 

- 如果不存在部分批量，那么出现在对话框下部的信息表明必须创建新 
的部分批量。为了做 到这一点，可以选择新的部分批量。 

- 如果部分批量已存在，则最后被处理的部分批量将被建议为缺省值。用 
户根据检验点评估而可以有三个选择： 

 -  可以接受缺省部分批量分配 

 -  可以选择不同的部分批量（如果有的话） 

 -  可以创建新的部分批量。 

检验点评估被传输给部分批量。 

7. 将批次分配给部分批量。 

- 如果批次不存在，就必须创建新的批次。为此可以选择创建批次。如果没 
有为新批次指定批次号码，那么系统就自动分配一个号码。 

- 如果批次已经存在，就可以输入一个已存在的批次或创建新的批次。在 
这个过程中，可以用检验结果来比较批次值。 

可以把几个部分批量分配给一个批次。 

  说明  
当检验点正被处理时，只能创建一个批次。 

8. 完成必要的输入后，选择ENTER来从用于评估检验点和分配部分批量的对话 
框中回到结果记录功能中。 

9. 保存数据。 

参阅: 

图示：检验点数据的确认  

确认检验点的功能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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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检验点的功能 
当确认检验点数据时，根据使用的明细级别而可用下列功能（例如，只有检验点或 
检验点和部分批量）： 

确认检验点数据的功能 

功能 该功能被用于... 

概述  

详细确认  记录附加的PP确认数据 

选择另一评估  更改检验点（和部分批量）的评估 

其他物料   把不同物料分配给检验点（联产品） 

部分批量  

新的部分批量 创建新的部分批量 

更改新的部分批量 更改对新部分批量的描述 

重新分配部分批量  把以前的检验点分配给当前部分批量 

C选择另一部分批量  选择不同的部分批量 

批次  

创建批次 创建新的批次 

重新分配批次  把以前的部分批量分配给当前批次 

比较批次值  比较批次值和检验结果 

 

参阅: 

记录检验点确认  

更改检验点数量 

显示检验点数量 

 
 

1
2 3  更改检验点数量 

可以按如下方法更改检验点数量： 

1. 在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 结果 � 为检验点 
 � 更改数量 来访问该功能。将显示用于更改检验批量数量的初始屏幕。 

2. 输入检验批量并选择 ENTER。 

将出现该检验批量的所有检验点的一览（如果适用，还有检验点的部分批量 
和批次）。 

3. 选择希望更改数量的检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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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检验点明细的对话框被显示。 

4. 可以在这个对话框中更改以下数据： 

- 数量 

- 数量状态 

- 评估状态 

  说明  
所做更改只与QM相关并不影响PP。但是，通过记录和更改检验点结果功 
能所做的改动将会影响生产计划。 

5. 选择 ENTER 回到检验点一览。 

6. 保存所做的更改。 

 
 

1
2 3  显示检验点数量 

如果想要显示检验点数量，可用按以下步骤操作： 

1. 从质量检验的初始屏幕中选择结果 � 为检验点 � 显示数量。 系统将显示用于显示

检验批量数量的初始屏幕。 

2. 输入检验批量的号码并选择输入。系统显示检验批量的全部检验点一览 
（如果适用，还有检验点的部分批量和批次）。 

3. 选择想要显示数量的检验点。系统显示包括下列检验点数据的对话框： 

- 产出 

- 废品 

- 返工 

- 数量状态 

- 评估状态 

- 相关收货数量 

4. 选择输入来返回到检验点的一览屏幕。 

 
 

 流程式制造的特殊特征 
在流程式制造中，可以按如下方法确认质量检验结果到QM模块中： 

· 可以直接从处理指令表（PL表）内调用QM结果记录功能 

· 可以从处理信息中复制汇总检验结果 

参阅: 

PP-PI 生产计划 - 流程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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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示：检验点的确认和评估 

检验点结果

关闭特性

保存

物料
产出
拒收
返工
原因

评估

部分批量

批次

短文本

评估

 
 

 

 把检验结果传输到批次分类功能 
如欲把检验结果传送到有检验点的批量的批次划分功能中，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包含主检验特性和一般检验特性连接的物料说明必须为将在批次中被处理 
的相应物料中而维护。 

· 质量检验必须与工艺路线/配方或工 艺路线/配方和物料说明两者一起被执行。 

如果是带检验点的生产批量，那么当检验点的检验结果被记录时而不是在做出使 
用决策时，结果被传输到批次分类功能。一旦输入批次并保存了检验结果，类别 
的一般特性将通过计量已关闭检验特性的结果而被自动评估。 

已被分配检验结果的批次类别的一般特性被记录在部分批量的长文本中。 

说明  
存在的特性评估（如果存在）将被当前的检验结果覆盖。 

参阅: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LO - 批次管理 

 
 

 使用决策 
在生产检验批量的情况下，使用决策对部分批量而言最为重要。从QM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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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批量的使用决策记录了生产订单已被完成。而且，对于重组和归档QM事务数 
据来说，整个批量的使用决策也是必要的。 

为了做出生产批量的使用决策，可使用工作清单功能。 

用户用工作清单功能定义一个作业以自动产生生产批量的使用决策。在订单在技 
术上被完成后，作业就自动在预定义的间隔中做出自动使用决策。 

在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 工作清单 �  
自动使用决策 � 作业计划 � 为生产批量来调用此功能。 

参阅: 

自动使用决策  

使用工作清单功能来执行检验  

 
 

1
2 3  做出详细的确认 

如果想要确认生产计划的除了检验点数量和目标作业之外的其他数据，则可以调 
用用于做出生产订单详细确认的屏幕。在这个屏幕中，用户可以记录例如实际时 
间和个人数据等补充信息。 

按如下步骤来做出详细确认： 

1.    选择确认明细。系统将显示用于做出生产订单确认的屏幕。检验点的数量数 
据已经被复制到这个屏幕中。 

2.    如果想要记录附加生产计划数据，可以选择ENTER来访问屏幕中需要做出确 
认的字段。 

3.    输入想要确认的数据。可以确认其他数据中的下列信息。 

-    数量（产出，废品，返工） 

-    作业数据 

可以确认已被完成的作业，例如准备时间或机器时间。 

-    过帐日期 

系统为每个确认记录一个过帐日期。系统将自动建议把当前日期作为过帐 
日期，但是如果用户愿意，也可输入另一个日期。 

-    日期 

可以确认工序的准备、处理和拆卸作业何时开始或何时结束。 

-    个人数据 

例如，可以确认执行工序的员工的个人号码或执行工序的员工人数。 

-    文本 

可以同时记录短文本和长文本来描述确认作业。 

在联机文档PP - 生产订单的确认部分中参阅有关如何记录确认的详细信息。 

4.   在输入所有的数据后，选择转到  返回来返回评估和部分批量分配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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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选择不同的评估 

在评估检验点部分中建议了一个缺省使用决策代码。这个代码被存储在用户设置 
应用程度中的工厂级别上。可以在预定义的代码组中更改评估或选择不同的使用 
决策代码。用户可以按如下方法选择一个不同的评估： 

1. 选择选择其他评估 。 

系统将显示一个包括缺省UD代码组中所有代码的清单。 

2. 选择一个代码。 

如果用户正处理部分批量工作并已经做出了部分批量分配，那么会有两个选择： 

- 如果已创建了新的部分批量，当选择代码时，将显示一条表示检验点评估 
会被传输给部分批量的消息。用 ENTER 来确认该消息以返回到评估和部分 
批量分配的屏幕。 

修改的评估被传输给部分批量。 

- 如果部分批量已经存在，选择代码后可以返回评估和部分批量分配的屏 
幕。选择继续。具有一条部分批量评估与检验点评估不匹配的消息的对话 
框将出现。 

在这个对话框中，可以： 

- 更改部分批量评估 

- 更改部分批量的评估和描述 

 
 

 
1
2 3  分配不同的物料 

可以按以下方法来把不同的物料（联产品） 分配给检验点： 

1. 调用其他物料功能。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 

2. 用户有三个选择： 

- 如果已在订单中计划了联产品，则可以用可能输入帮助来调用一份物料 
清单并选择不同的物料。 

- 如果在订单中没有计划联产品，则输入物料（未计划联产品） 

- 如果不想把物料分配给检验点，则标记无物料字段。 

3. 选择ENTER来返回评估和部分批量分配的屏幕。 

参阅: 

参考关于联产品详细信息的 PP - 生产订单 文档。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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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重新分配部分批量 

可以通过重新分配部分批量功能来将现存的检验点分配给当前的部分批量。有时 
这是必要的，例如，当一个没有用以前的检验点检验的特性（评估=“接受”）导 
致检验点被拒收时。一个具有评估“拒收”的部分批量将被创建。原有的检验点 
（或几个检验点）应该被分配给这个具有评估“拒收”的部分批量。当前部分批 
量的分配将失效。 

可以按下列方法把先前检验点分配给当前部分批量： 

1. 选择重新分配部分批量。  系统显示一个包括所有检验点的选择清单。 

2. 从该清单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检验点。这些检验点就被分配给当前的部分 
批量。 

 
 

1
2 3  选择不同的部分批量 

当确认检验点时最后处理的部分批量（如果部分批量已存在）总是被建议作为缺 
省值。 

如果还有检验点的检验批量存在，可以用选择其他部分批量功能从其他部分批量 
清单中选择部分批量。 

说明  
如果在访问该功能前已经创建了新的部分批量，那么当从清单中选择部分 
批量时，新的部分批量将被自动删除。 

 
 

1
2 3  重新分配批次 

用户已经把检验点分配给部分批量并依次把部分批量分配给了批次。那么此时就 
可以使用重新分配批次功能来把先前的部分批量分配给当前批次。 

可以按如下方法来把先前的部分批量分配给当前批次： 

1. 选择重新分配批次。系统将显示包括所有部分批量的选择清单。 

2. 从该清单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部分批量。这些部分批量被分配给当前批次。 

 
 

 
1
2 3  比较检验结果和批次值 

为了把批次值和检验结果相比较，用户可以显示订单批次的特性值。选择比较批 
次特性来显示物料的批次值。系统将显示包含以下信息的对话框：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509 of 549  

· 一般特性 

· 批次 中的特性值 

· 特性的检验结果 

 
 

 确认工序 
当保存特性结果时，确认被传送给工序。这取决于以下三种指示符： 

· 部分确认 

· 最后确认 

· 无确认  
如果通过相应的PP功能进行确认，就必须设置这个指示符。 

说明  
如果在通过QM把检验点的确认传输给PP模块后设置了无确认指示符，这 
个确认将被取消。 

将根据在PP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设置的订单确认工序和参数控制码来建议部分确 
认、最后确认或无确认指示符。 

说明  
如果在PP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确认参数设置了作业建议的控制指示符， 
则实际作业将被以目标成本的形式评估。 

可以为了记录除检验点数量和目标作业之外的 补充信息，例如实际时间和个人 
数据，而调用订单的详细确认。 

从QM角度来看的最后工序的检验点数量（已设置最后部分批量分配的指示符） 
在订单的收货过帐过程中被建议作为缺省值。只考虑那些已被确认为PP中的产出 
或返工的数量。这些数量在批次级别上被汇总。如果不用批次，所有的检验点和 
部分批量数量将被汇总为一个项目。 

参考PP － 生产订单文档来获得有关工序确认的详细信息。 

 
 

1
2 3  执行报告点反冲 

如果使用实施计划表头，那么只要满足下列要求就可以直接从确认检验点数据功 
能进入相关制造的报告点反冲功能： 

· 工序被表示为计划中的重大工序。当创建实施计划表头时，重大事件被作 
为报表点而自动传送给订单。 

· 物料主记录中的重复加工概要导致生产成本汇集处的创建并把它提供给 
报表点反冲。 

选择报告点功能来执行报表点反冲。系统将显示报告点反冲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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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点的数量数据被显示在屏幕下部。 

参考 PP - 重复加工文档来获得有关如何执行报告点反冲的详细信息。 

 
 

 图示：检验点数据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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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点处理的集成 
通过检验点处理方式，QM模块有以下与其他相关应用领域的接口： 

· 生产计划 

- 检验点数量可以被确认为PP的部分工序确认或报表点反冲。 

-    可以调用生产订单的详细确认来记录除检验点数量和目标值（根据计划时 
间而评估的实际数量）之外的补充性PP确认数据（例如，实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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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进行的服务将被评估，如有必要，可目标成本相联系（与PP用户设 
置应用程序 一致）。 

- 可以为计划的和未计划的联产品记录结果。 

· 存货管理 

- 从QM角度而言的来自最后工序的检验点数量在订单的收货过帐过程中 
被建议为缺省值。只有已被确认为PP产出的那些数量才会被考虑。 

- QM数据（比如数量，批次号码）和自动收货一起被传送。 

· 批次管理 

当在结果记录功能中确认检验点数据时，可以直接创建批次。 

如有必要，检验结果也将被包括在批次分类中。 

参阅: 

PP - 生产订单 

MM - 存货管理 

LO - 批次管理 

 
 

 检验完成 

概述 

检验完成概述 

完成检验 

使用决策屏幕 

做出使用决策 

在未做出使用决策情况下完成检验 

做出使用决策 

显示缺陷结构 

激活质量通知单 

输入使用决策代码 

保存使用决策 

做出几个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 

显示特性结果 

库存过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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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过帐 

批次管理 

做出使用决策前 

做出使用决策时 

做出使用决策后 

显示库存 

更改使用决策 

质量记分 

重新计算质量记分 

检验批量的质量记分 

显示质量记分 

杂项 

工序的作业确认 

检验批量中的缺陷数量 

把检验结果自动传输到批次分类 

后继动作 

显示对象连接 

自动使用决策 

自动使用决策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检验完成概述 
在检验批量的结果已被记录和检验已完成后，用户必须做出有关被检验物料的使 
用决策。使用决策通过以下各项支持QM模块和其他SAP应用程序中的功能： 

· 管理物料库存，例如，将库存传输到非限制使用库存，冻结库存，或废 
品（IM） 

· 用SAP R/Mail来将通知和信息传递到公司中的其他部门 

· 更新供应商评估（MM） 

· 和工作流程功能相连接 

· 冻结入帐（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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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发货而下达货物（SD） 

· 更新质量记分 

使用决策可以触发有各自的公司指定后继动作，这些后继动作在QM模块中被作为 
具有定义接口的功能模块来实施。也可以在SAP系统之外执行后继动作。 

当做出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后，质量级别将被更新。质量级别被在物料、客户和 
供应商的基础上记录。质量级别中包括处理下次检验所需的信息。系统通过动态 
修改规则来设置下一个检验批量的检验阶段（检验严格度或略过的分配）。 

当创建满足质量级别标准的下一个检验批量时，例如，物料-供应商，  
对于具有采样方案的采样过程来说，质量级别可以影响样本大小。 

 
 

  完成检验 
如要完成检验，则检验者首先要让QM模块评估特性的检验结果。所有被记录的 
结果同预定义的限制及评估目录相比较。系统根据采样缺省值如样本大小和接受 
数等来确定特性是被接收还是拒收。当一个批量的所有所需特性均被评估时，检 
验人员或其他指定人员就可以做出该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 

当用户做出使用决策时，检验(de facto)就被完成了。但是如果长期特性仍然处 
于未清状态 （没有完成），那么检验在短期基础上被完成。 

 
 

  使用决策屏幕一览 
使用决策功能被分配在以下三个主屏幕中： 

· 缺陷一览屏幕 

· 特性一览屏幕 

· 检验批量库存屏幕 

不论用户是否正在记录、更改或显示使用决策，这些屏幕的内容都相同。 

如果检验批量的缺陷被记录，就只显示缺陷一览屏幕，如果检验批量和库存相关， 
则只显示检验库存屏幕。如果这三个屏幕都可用，那么用户可以通过选择转到菜 
单中的相应功能来单独调用它们。 

如何使用这些屏幕？ 

缺陷一览 
如果已为检验批量记录了缺陷，那么用户就可以使用缺陷一览屏幕来： 

· 查看有关在检验批量中被确认的缺陷类型的信息；该信息可以帮助用户做 
出使用决策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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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检验批量、检验工序或检验特性中存在缺陷记录，那么用户也可以 
查看缺陷结构。缺陷结构可被显示在使用决策的三个一览屏幕的任意一个中 （参

阅显示缺陷结构）。 

· 激活单个缺陷的质量通知单（如果质量通知单未在缺陷等级的基础上被自动 
激活） 

特性一览 
这个屏幕包括以下信息： 

· 特性一览： 

屏幕区域显示了检验批量的检验特性的状态和评估。如果双击特性，将显示 
特性结果。参阅 显示特性结果来获得更多信息。 

· 使用决策： 

在这个屏幕区域中输入使用决策代码。用户也可以为了与使用决策相配合而 
调用长文本编辑器来创建长文本。 

检验批量的库存 
这个屏幕显示了用于将检验物料记帐到库存的字段和功能，根据检验结果，可以 
将必要的物料数量记帐到不同的库存类型中（比如，有效库存，冻结库存，废品， 
到新的物料，到样本保留，到样本使用）。 

 
 

 
1
2 3  在未做出使用决策情况下完成检验 

用户可以在没有做出使用决策的情况下完成检验。例如，在还不能确定对物料的 
使用但是检验必须被标识为完成时。 

要对正在检验的物料在没有做出使用决策的情况下完成检验，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从主菜单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 系统将显示质量检验的初始

屏幕。 

2. 在质量检验的初始屏幕中选择检验批量处理 � 使用决策 � 记录。  
系统显示记录使用决策的初始屏幕。 

3.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检验批量号码并选择 ENTER。 关于怎样选择检验批量，可参考以

下专题： 

- 如何选择检验批量  

- 使用工作清单功能来执行检验  

4. 在使用决策的初始屏幕中，用户根据是想要结束检验还是只想结束短期特性 
而选择编辑 � 检验完成 � 完成 或 短期检验 。 

如果所需的特性仍然处于未清状态，系统就显示一个对话框并要求确认是 
否要完成检验。 

系统将批量的状态更改为“检验完成”。但是，用户仍然可以在以后访问此 
检验批量以做出使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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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对检验批量所做的更改。 

重新设置完成指示符 
一旦检验批量状态被设置为“检验完成”，就再不能更改检验结果。如果要 
在以后更改结果，就必须重新设置检验完成指示符。 

可按如下步骤来重新设置检验批量的检验完成状态： 

1. 访问检验批量的特性一览屏幕（参阅上述的1至4步骤）。 

2. 从该屏幕中选择编辑 � 重新设置状态 � 检验完成 或 短期检验完成。系统 
将重新设置检验完成指示符并将批量状态更改为原先的状态。此时可以更改 
检验批量的检验结果。 

3. 保存所做的改动。 

 
 

 
1
2 3  做出使用决策 

做出使用决策的必要条件 
只要所有所需的检验批量数据均可用，用户就可以在检验完成后做出每个检验批 
量的使用决策。为了能做出使用决策，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检验批量必须被已下达 

· 检验特性的结果必须已被记录 

· 没有任何冻结使用决策的有效状态存在 

· 必须拥有做出使用决策的用户权限 

系统用检验批量状态来记录哪些作业必须被执行，哪些作业必须被结束和是否可 
能做出使用决策。 

做出使用决策前的作业 
在调用记录使用决策的功能后，但在做出使用决策前，用户也可以记录当前检验批 
量的缺陷并激活有一个或多个缺陷记录的质量通知单。 

做出使用决策 
根据用户的权限，即使没有或只有部分检验批量的检验结果被记录时，用户也可 
以做出使用决策。 

按如下步骤来做出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 

1. 从主菜单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系统将显示质量检验 
功能的初始屏幕。 

2. 在质量检验功能的初始屏幕中选择检验批量处理  使用决策  记录。   
系统显示记录使用决策的初始屏幕。 

3. 调用期望的检验批量。（参阅 如何选择检验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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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在做出使用决策前如果要记录缺陷并激活一个或多个质量通知单，则可以 
参考以下过程： 

- 怎样在做出使用决策前记录缺陷  

- 激活质量通知单  

4. 用户应确定特性一览或缺陷一览屏幕已被显示。在使用决策的屏幕区域中 选择代码

组和代码。 

5. 保存修改对检验批量所做的更改。 

使用决策的必要说明 
如果在物料主记录（QM检验数据）中物料的要求文档指示符处于活动状态并且 
用户已做出包含这种物料的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那么系统在下列情况下将自动 
转到长文本编辑器： 

· 如果使用决策偏离了预期决策 

· 如果检验被取消 

如果满足下面条件，使用决策就被认为偏离了预期决策： 

· 虽然没有任何特性被拒收，但批量仍被拒收 

· 虽然至少有一个特性已被拒收，但批量仍被接受 

如果在特性仍处于未清状态时关闭检验，那么检验将被取消。 

 
 

 
1
2 3  如何选择检验批量 

当选择检验批量时，一定要选择一个可以做出使用决策的检验批量。以下是在初 
始屏幕中选择检验批量的几种方法： 

· 直接输入检验批量号码 

如果知道检验批量号码，直接在检验批量字段输入号码，并选择输入。 

· 使用匹配代码查找批量 

使用检验批量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来通过匹配代码查找批量（例如，用物料， 
工厂，检验批量，短文本） 

· 使用查找检验批量功能 

根据不同准则选择查找检验批量功能来查找检验批量。系统将出现一个对话 
框，用户可在此对话框中输入必要的选择准则。 

· 使用工作清单功能 

工作清单功能提供了一种为不同的检验处理功能选择几个检验批量的手段。 
用户可以为使用决策产生检验批量的选择清单： 

- 未做出使用决策（使用决策 �  有/无 使用决策的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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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要做出共同使用决策（使用决策 � 做出共同使用决策） 

 
 

 
1
2 3  显示缺陷结构 

当记录，更改或显示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时，也可以显示缺陷结构，缺陷结构 
包括： 

· 缺陷清单（如果仅为检验批量记录缺陷） 

· 表示缺陷在何处被确认的分层树形结构（如果检验工序或检验特性的缺陷 
被记录） 

如要显示缺陷结构，必须确定已处于使用决策的一个一览屏幕中，然后选择 
转到 � 缺陷结构 。系统将显示一个包含被记录缺陷的清单或分层树形结构 
的对话框。 

如果对话框包括分层树形结构，则可以通过细分选择的结点来显示更为详细的信息。 

 
 

 
1
2 3  激活质量通知单 

在缺陷一览屏幕中，如果质量通知单还未被手工激活，那么可以激活该缺陷记录 
的质量通知单。如要手工创建一个缺陷记录的质量通知单，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在缺陷一览屏幕中，标记期望的缺陷项目并选择编辑 � 激活质量通知单。 

2. 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可以在其中输入下列缺陷信息： 

- 优先级 

- 编码 

- 短文本描述 

3. 在对话框中输入期望的信息并选择继续。系统就会把一个缺陷项目作为 
质量通知单来激活。 

可以用质量通知单功能进一步处理信息。 

 
 

 
1
2 3  输入使用决策代码 

如要输入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代码，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确定特性一览或缺陷一览屏幕已被显示。 

2. 选择 使用决策代码 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系统以分层树形结构的形式 
显示一个包含使用决策目录 （目录类型3）的对话框。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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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系统管理员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为特定的检验类型定义了缺省选择 
集，对话框就只包括被定义在选择集中的代码组和代码。否则，在该使用 
决策目录中所有可用的代码组和代码都会显示。 

3. 如有必要，细分目录和代码组来查找期望的代码。 

4. 将光标定位在代码组中期望的代码上并选择复制。系统就会把这个代码和所 
有相关信息都复制到使用决策代码字段中。 

除了代码组和代码之外，系统还将复制评估代码，质量记分和后继动作。它 
通过设置检验完成状态来表明检验已被完成。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保存使用决策 

在输入使用决策后，保存检验批量信息。如果检验批量是根据货物移动而被自动 
创建的，就可以通过选择转到 � 检验批量库存 来调用检验库存过帐的屏幕。 

参阅: 

库存过帐  

 
 

 
1
2 3  做出几个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 

如果要避免每次做使用决策时都选择一个检验批量，可以用工作清单功能产生一 
个满足特定选择准则的检验批量清单。可以从这个清单中选择一个，一些或全部 
检验批量进行处理（即输入使用决策）。 

要获得其他信息可参阅工作清单功能中的 在检验未完成的情况下处理检验批量。 

 
 

 
1
2 3  显示特性结果 

显示单个批量的结果 
在特性一览屏幕中，可以以汇总形式来查看检验特性的结果。系统将根据处理模式 
的设置而显示： 

· 只显示与使用决策相关的特性 

· 检验计划的所有特性 

可以选择额外 � 处理模式 并选择期望的处理模式在这些视图之间切换。 

屏幕显示每个特性的以下信息： 

· 特性重要性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519 of 549  

· 缺陷等级 

· 特性短文本 

· 不合格样本单位数 

· 不合格样本单位的估计份额 

· 结果记录的处理状态 

· 特性评估 

说明  
系统管理员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哪些特性会被显示在这个屏幕中。 

显示几个检验批量的结果 
如欲用物料和批量来源来显示所有检验批量的检验结果，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在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信息系统 � 环境 � 评估  
� 特性 � 检验结果。 

2. 在选择屏幕中至少输入物料和检验批量来源。 

3. 用这些功能来查找检验特性。对于被用于检查检验批量的检验计划的每 
个特性，可以访问它们的详细检验结果。 

 
 

  库存过帐 
如果检验批量和库存相关，就可以用使用决策功能来手工维护检验库存。系统从 
输入的值中产生物料管理的相应库存过帐。 

只要有未清数量将被过帐，就可以在使用决策过程中的任何时候更新库存： 

· 做出使用决策前  

· 做出使用决策时  

· 做出使用决策后  

说明  
如果检验批量和库存无关，就不能使用决策功能来进行库存过帐。非库存 相关的

检验批量的范例包括所有手工创建的检验批量和未被作为货物移动  结果而创建

的批量 （例如，PP订单的货物移动）。 

数量分配 
可以将物料数量从检验批量中分配到以下目的地： 

· 到可用库存 

· 到废品 

· 到样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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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冻结库存 

· 到新物料 

· 到样本保留 

· 返回给供应商 

说明  
只有在参考购买订单的货物移动的基础上创建检验批量时，系统才会显示 
“返回给供应商”过帐的输入字段。如果要对“返回给供应商”进行过帐， 
也必须输入返回交货的原因。可以用该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一个原因。 

自动库存过帐建议 
可以在QM检验目录类型3（使用决策）中定义一个使用决策代码的自动库存过帐 
建议。通过维护选择集代码的功能，用户可以： 

· 为一个代码定义库存过帐建议（例如，对于使用决策代码“接受”，用户可 
以激活库存建议指示符以使库存过帐建议将会自动成为“无约束库存”） 

· 激活自动后台处理指示符（如果为一个代码激活这个指示符，将自动进行库存过帐；

如果 指示符未被激活，就必须手工过帐） 

参阅: 

检验目录  

 
 

  批次管理 
可以在使用决策机能范围内使用下列管理批次的功能： 

· 修改当前批次状态 （从已下达到未下达或反之） 

· 显示一个物料的所有批次的清单  

· 显示一个批次用途反查清单  

· 显示批次特性值  

· 将批次过帐到一个新物料  

 
 

 
1
2 3  更改批次状态 

如果用户做出使用决策的物料在批次中被处理，则可以根据检验结果而更改或显 
示批次的当前状态（例如，如果批次当前状态是“已下达”并且检验结果要求拒 
收这个批次，就可以将批次的状态更改为“未下达”）。 

为了更改批次状态，检验批量必须和库存相关并且物料的库存过帐还必须未被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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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决策的一个一览屏幕中选择转到 � 批次状态来访问更改批次状态的功能。 

 
 

 
1
2 3  显示一份所有批次的清单 

在检验批量库存的一览屏幕中可以显示一份物料所有批次的清单。选择转到 �  
批次清单 来调用这个显示。 

 
 

 
1
2 3  显示批次的用途反查清单 

通过这个功能可以显示关于批次物料组成（之顶向下分析）或在被完成的批次中 
的原材料使用（自底向上分析）的信息。如欲显示批次的用途反查清单，可以在 
使用决策的一个一览屏幕中选择额外  批次使用   自顶向下或自底向上。 
系统将显示用途反查清单的屏幕。 

参阅: 

物料管理 � 存货管理，管理指定库存，和存货采样 � 批次 � 批次的用途 
反查清单。 

 
 

 
1
2 3  显示批次特性值 

通过这个功能，可以显示批次的特性值来比较它们的检验结果。要显示物料的批 
次特性值，可以在使用决策的一个一览屏幕中选择额外 � 批次值。系统将显示 
一个包括以下信息的对话框： 

· 一般特性的名称 

· 批次特性值 

· 特性的检验结果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把批次过帐到新物料 

用户可在做出库存过帐的过程中将一个批次过帐到新物料。当用户将批次过帐到 
新物料时，系统可以在内部号码分配（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设置）的基础上分 
配新的批次号码或者用户也可用自己的号码来覆盖内部分配的号码。 

可按如下步骤将库存过帐到新物料： 

1.    在检验批量的库存屏幕中选择转到 　挛锪� 。系统将显示一个可供用户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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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的物料和批次号码的对话框。 

2.    输入新物料的标识符和一个批次号码。如有必要，可使用可能输入帮助功能 
来选择新物料。 

  说明  
如果已为这个检验批量做出了库存过帐，则系统将建议一个批次号码。用户 
可接受这个号码或改写这个号码。 

3.    选择输入。如果新的批次号码并不存在，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来询问用户是 
否想创建新批次。 

4.    选择是。系统将显示第二个对话框来询问用户新批次是否应被下达。 

  说明  
只有当这个工厂的批次状态管理功能处于活动状态时，这个对话框才会被 
显示。 

5.    选择是或否。系统显示一条表示新批次已被创建的信息。 

 
 

 

 
1
2 3  做出使用决策前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 � 检验批量处理 → 
 使用决策 � 记录 

2. 从初始屏幕中选择一个检验批量（参阅 如何选择检验批量). 

3. 在初始屏幕中输入使用决策后，调用检验库存屏幕（转到 � 检验批量库存）。 

4. 数量分配的屏幕区域被分为两列，在左边列（已记帐）中，系统显示已被记 
帐到单独库存类型的数量。在右边列（将被记帐）中，输入希望分配给各种 
库存类型的数量。 

5. 输入期望库存类型的数量。 

6. 保存所做的更改。系统更新将被记帐的数量然后返回到初始屏幕并显示有关 
检验批量使用决策已被保存的信息。 

下次用户访问库存过帐屏幕时，将会看到系统已将将被记帐的数量加到已记帐 
的数量。 

 
 

 
1
2 3  做出使用决策时 

按 做出使用决策 中所描述的过程来做出使用决策。当保存使用决策时， 系统自 
动显示检验批量库存屏幕。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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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屏幕的数量分配区域被分为两列。在左边列（已过帐）中，系统显示将被过 
帐到单独库存类型的数量。在右边列（将被过帐）中，用户输入希望分配给 
各种库存类型的数量。 

2. 输入期望的库存类型的数量。 

3. 保存所做的更改。系统更新将被记帐的数量然后返回到初始输入屏幕并显示 
有关该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已被保存的信息。 

下次用户访问库存过帐屏幕时，将会看到系统已把将被记帐的数量加到已记帐的 
数量中。 

 
 

 
1
2 3  做出使用决策后 

用户可以有两种选择来将检验批量数量过帐到库存： 

· 为单个检验批量进行过帐 

· 为多个检验批量进行过帐 

单个检验批量的库存过帐 
如欲为单个检验批量进行库存过帐，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系统将显示质量检 
验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检验批量处理 � 使用决策 � 更改 � 历史。 

3. 从初始屏幕选择检验批量（参阅 如何选择检验批量）。 

4. 在初始屏幕输入使用决策后，调用检验库存屏幕（转到 � 检验批量库存）。 

5. 屏幕的数量分配区域被分为两列。在左边列（已过帐）中，系统显示将要被过 
帐到单独库存类型的数量。在右边列（将被过帐）中，用户输入希望分配给各 
种库存类型的数量。 

6. 输入期望的库存类型的数量。 

7. 保存所做的更改。系统更新将被过帐的数量然后返回到初始输入屏幕并显示 
有关该检验批量的使用决策已被保存的信息。 

下次用户访问库存过帐屏幕时，将会看到系统已把将被记帐的数量加到已过帐 
数量中。 

几个检验批量的库存过帐 
如果要为几个检验批量进行库存过帐，可以用工作清单功能产生满足特定选择标准 
的检验批量清单。 
从清单中可以对多个批量进行库存过帐。 

可参阅处理在检验库存中有未清数量的检验批量来获得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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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显示库存 

如果要显示关于物料库存过帐的信息，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通过使用决策的记录、更改或显示功能来调用检验批量 
（参阅 如何选择检验批量）。 

2. 在使用决策功能的初始屏幕中选择环境  库存一览。系统将显示有以下信 
息的屏幕： 

- 通过工厂、仓储地点和批次来显示一种物料的库存一览 

- 通过工厂、仓储地点和批次来显示非限制使用库存中的物料数量 

- 通过工厂、仓储地点和批次来显示检验库存中的物料数量 

- 通过工厂、仓储地点和批次来显示保留库存中的物料数量 

 
 

 
1
2 3  更改使用决策 

一旦做出使用决策，检验批量的结果就不能再被更改。但是有时可能需要更改使 
用决策。在QM模块下，可以在下列情况下更改使用决策： 

· 有历史 

· 没有历史 

当在有历史的情况下更改时，系统创建一个更改凭证，这个凭证包括了更改前和 
更改后检验批量的相关字段和值。 

在有些情况下，只能在有历史的情况下更改使用决策。例如，如果对物料的更改 
必须被记录时。如果用户正在更改的检验批量属于这种情况，系统会通知用户。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用户应当查看检验批量的状态。 

更改使用决策 
按如下步骤来更改使用决策：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质量检验。系统将显示质量 
检验功能的初始屏幕。 

2. 选择检验批量处理 � 使用决策 � 更改 � 有历史 

3. 从初始屏幕中选择检验批量（参阅 如何选择检验批量）。 

4. 可以在使用决策的特性一览屏幕中修改代码组和代码、 质量记分、以及后 
继动作。 

当更改使用决策代码时，系统将重新设置质量记分（如果它与使用决策不一 
致）和后继动作。 

  说明  
如欲显示使用决策，可执行以上1至3条步骤。在步骤2中选择检验批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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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决策 � 显示 而不是更改功能。 

库存过帐 
可以通过选择转到 � 检验批量库存来访问进行库存过帐的屏幕。 

参阅: 

做出使用决策后  

显示特性结果  

 
 

 
1
2 3  重新计算质量记分 

当访问检验批量时，可能得到质量记分必须被重新计算的信息。如果当前检验批量 
的缺陷份额与以前记录的检验批量缺陷份额不一致，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如果计算质量记分的过程被分配给物料并且该过程使用了缺陷份额，那么需要对质 
量记分进行重新计算。为此在特性一览屏幕中选择编辑 � 计算质量记分。 

系统将自动重新计算质量记分并显示新的值。一旦新记分可用，用户就可以手工 
更改它。 

 
 

  检验批量的质量记分 
当对为收货创建的检验批量做出使用决策时，必须确定该批量的质量记分。质量记 
分是描述检验批量质量的统计值。质量记分可以被直接输入或用预定义的过程来计 
算。可以在物料主记录中为一个检验类型定义用于计算质量记分的过程。当创建或 
更改物料主记录时，就可以激活包括质量记分过程的检验类型。 

参阅: 

物料主记录中的质量管理数据  

质量记分和质量记分过程 
例如，质量记分可以来源于： 

· 使用决策 

· 批量中的缺陷份额 

· 特性的缺陷份额 

· 特性的质量记分 

在第一种情况下，物料分配有一个来自检验目录内从使用决策中产生质量记分的 
检验类型。在其他情况下，检验类型包括计算质量记分的过程。 

使用质量记分过程取决于来自下列各项的数据： 

· 批量中缺陷的加权份额，必须用计划进行检验。另外，必须具有定义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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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的数据。 

· 特性的质量记分，也必须使用计划。而且当一个特性在结果记录期间被拒收 
时，也必须分配缺陷等级。 

实践中 
质量记分可以： 

· 为每一个使用决策代码定义 

· 由质量记分过程来计算 

当访问用于输入检验批量使用决策的屏幕时，如果为物料定义的过程已确定了质 
量记分，那么质量记分可能已被计算并被显示在屏幕中。当选择使用决策代码组 
或代码时，这个值不会被覆盖。因此虽然检验批量已被拒收，但仍可以使来自使 
用决策的质量记分为100。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质量记分的上下限值被定义在顾客级别。 

 
 

 
1
2 3  显示质量记分 

按如下步骤来访问质量记分更改的图表：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 信息系统 � 环境评估 �  
批量 � 质量计分时间轴。 

2. 在选择屏幕中用户至少必须输入物料和检验批量来源。既然这个图表对 
显示指定供应商的质量计分有用，那么也应该输入供应商。 

系统产生并显示指定物料和供应商的质量记分的时间轴。质量记分被存储在 
单独检验批量记录中并且派生于使用决策过程。时间轴中的日期是单独检验 
批量被创建的日期。 

如要访问单独检验批量，可在图表显示中选择质量记分。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1
2 3  工序的作业确认 

在QM模块中，可以在工序中跟踪工作中心的评估成本。在结果记录和使用决策 
功能的范围内，可以确认工序的各种作业类型的值（比例，设置时间，机器时间， 
人工时间）。这些确认值出于成本计算的目的而被传送给控制（CO）模块。为了 
确认工序的作业类型，必须首先在QM模块中创建QM订单。 

用户可以在使用决策的记录和更改功能中： 

· 显示或输入这些作业类型的值 

· 显示相应的成本报表 

如欲在使用决策事务中进行作业确认，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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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菜单中选择后勤支持系统 � 质量管理　柿考煅椤Ｏ低辰　允局柿考煅� 功能

的初始屏幕。 

2. 根据是要记录、显示还是更改信息而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检验批量处理 � 使用决策 � 记录 

- 检验批量处理 � 使用决策 � 显示 

- 检验批量处理 � 使用决策 � 更改 � 有历史 

3. 从初始屏幕中选择一个检验批量（参阅 如何选择检验批量）。 

4. 在使用决策功能的一览屏幕中选择编辑 � 确认。系统将显示确认一览对话框。 
如果在显示模式下，就只能浏览或打印确认值。如果在记录或更改模式下， 
就可以显示、打印和输入新的确认值。 

5. 选择输入确认来输入新的确认值。将出现第二个对话框，用户可在其中输入 
作业类型的值。 

6. 如欲显示QM订单的成本报表，可以选择额外 � QM订单的成本报表。 
系统显示已被借记到QM订单的所有成本。 

 
 

  检验批量中的缺陷数量 
当准备对检验批量做出使用决策时，也可以记录检验批量中由于有缺陷而被拒收 
的单位的数量。这个被作为缺陷数量来参考的数量是以样本数量（即被实际检验 
的数量）为基础的。 

缺陷数量被用于以下目的： 

· 可以在给供应商的索赔信中引用 缺陷数量 

· 缺陷数量在QM信息系统中被更新并被用于评估（例如，缺陷数量的汇总值 
和缺陷数量占样本数量的比率） 

当用功能来显示或更改使用决策时，也可以显示或更改缺陷数量。 

参考过程 记录缺陷数量 来获得有关怎样确认检验批量中缺陷数量的信息。 

 
 

 
1
2 3  记录缺陷数量 

如欲记录、更改或显示缺陷数量，可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在使用决策的一个一览屏幕中选择编辑 � 缺陷数量。系统将显示一个可以 
记录、更改或显示缺陷数量的对话框。对话框中也包括实际批量数量和被检 
验数量的值。 

  说明  
缺陷数量的对话框中包括下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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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缺陷数量 

如果检验批量存在拒收份额，系统将自动计算并建议缺陷数量（例如， 
如果拒收份额为5％，样本数量为100，那么被建议的缺陷数量就是5）。 

· 检验整个批量数量 

如果选择了这个功能，系统将自动把被检验数量的值更改为实际批量 
数量的值。 

2. 输入缺陷数量的值或选择功能来让系统建议缺陷的数量然后选择继续。系统 
将返回使用决策的一览屏幕。 

 
 

 
1
2 3  把检验结果自动传输到批次分类 

如果物料批次类别中的一般特性被连接到检验特性上，那么当输入和保存使用决 
策代码时，这些检验特性的检验结果就被自动传输到批次类别。 

如果在使用决策已被记录后再用显示或更改功能调用使用决策功能，那么在特性 
一览屏幕中的长文本指示符将被标记。这表明系统已自动产生使用决策日志。 

在使用决策屏幕区域中选择长文本功能来显示日志。日志中有下列信息： 

· 日期和时间 

· 物料号码 

· 批次号码 

· 一般特性的描述 

· 评估类型 

· 已被输的特性的检验结果 

参阅: 

作为计划工具的物料说明  

 
 

  后继动作 
当质量相关的缺陷被确认时，必须经常初始化指定的修正动作（任务）以消除产 
生问题的原因。例如，这些任务包括： 

· 修改生产过程 

· 更改产品组合 

· 新的采购过程 

有时只有在特定的任务被执行后，例如后继检验、返工或修复产品或更多的特定 
实验室测试等，才能下达被检验的货物。 

为此，可以使用质量通知单或后继动作。标准系统中包括下列几种后继动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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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后继动作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分配给相应的功能模块。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进行维护后继动作的任务。后继动作被连接到使用决策代 
码中。用户必须在使用决策目录（目录类型3）中维护使用决策代码。 

参阅: 

检验目录  

质量通知单  

选择后继动作 
在特性一览屏幕中，使用决策区域也包括一个可以输入后继动作的字段。通过该 
字段的可能输入帮助来选择一个后继动作。在用户设置中为标准系统定义的后继 
动作包括以下内容： 

· 邮件 

当做出使用决策时，发送标准邮件 

· 邮件2 

当做出使用决策时，发送具有 使用决策数据 邮件 

· 邮件3 

当做出使用决策时，发送具有 使用决策数据 和长文本的邮件 

· 手工 

手工地执行后继动作（没有功能） 

范例
 

如果检验批量被拒收时，可以把发送邮件作为后继动作，通知采购部门从 
一个供应商处收到了劣质货物。 

检验批量状态更改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系统管理员把一般状态管理事务分配给后继动作。这导 
致被分配的状态将被反应在检验批量状态中（例如，当执行后继动作时，将为检 
验批量设置状态“执行后继动作”）。 

 
 

 后续动作邮件中的使用决策数据 
后继动作邮件中的使用决策数据包括以下信息： 

· 物料凭证号码 

· 物料 

· 总批量数量 

· 样本数量 

· 被完成的数量和库存过帐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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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决策代码 

· 批量评估 

· 质量记分 

· 做出使用决策人员的姓名 

· 长文本（如果可用） 

 
 

 
1
2 3  显示对象连接 

SAP工作流程和文档连接功能支持QM模块中的检验处理和质量通知单处理作业。 
通过这个功能显示对象连接。用户可以查看下列有关检验处理或质量通知单处理 
任务的信息： 

· 被归档的凭证 

· 被连接的工作项目 

· 被连接的 Idocs (此时不适用于QM机能) 

检验处理 

对检验批量处理来说，显示被连接工作项目的功能最重要。如欲通过使用决策功 
能显示对象连接时，可以执行以下步骤： 

1. 在使用决策的一个一览屏幕中选择环境 � 对象连接。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 
框，可以在此对话框中选择想要显示的对象类型。 

2. 选择希望显示的对象并选择继续。系统显示一个日志，这个日志表示已经为 
检验批量执行了哪些工作项目。 

质量通知单处理 

当处理质量通知单时，被归档凭证和工作项目都是相关对象，可以显示一般通知 
单和单独通知单任务的工作项目，但只能显示一般通知单的被归档凭证。当使用 质量通

知单功能时如果想要显示对象连接，可以执行以下步骤： 

1. 调用质量通知单并确定系统已显示通知单表头屏幕。 

2. 根据想要显示一般通知单的对象还是通知单任务的对象，执行下列步骤中的 
适当步骤： 

对一般通知单来说 

a. 在通知单表头屏幕中选择环境 � 对象连接。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可以在对话框中选择希望显示的对象类型。 

b. 选择被归档凭证的对象或工作项目然后选择继续。无论选择哪项，系统 
都将显示为通知单执行的工作项目的被归档凭证或日志。 

对一个通知单任务来说 

a. 在通知单表头屏幕中选择转到 � 任务 � 概述。 系统将显示该任务的一 
览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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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择转到 � 任务 � 明细。 系统显示包括该任务明细信息的对话框。 

c. 选择对象连接。系统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必须在其中选择希望显示的对象 
类型。 

d. 选择对象工作项目然后选择继续。系统显示检验批量的工作流程动作日志。 

参阅: 

CA - 交叉应用功能（工作流程） 

 
 

  自动使用决策 
如果检验批量的货物在检验中被确认为没有缺陷，只要满足前提条件，系统将自 
动执行检验完成的步骤。在自动使用决策中，系统自动 

· 完成检验批量 

· 做出使用决策 

· 进行相关库存过帐，从而从检验库存中下达货物，为了使系统能执行自动使用 决策，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检验批量中没有被拒收的特性 

· 所有要求的特性均已被确认和完成 

· 检验批量没有缺陷记录 

· 已为物料计划了自动使用决策 

周期性地执行作业管理功能的程序将执行自动使用决策。为此，必须创建一个在 
各个间隔中被重复执行的作业。 

参阅工作清单功能中的检验批量或生产批量的自动使用决策来获得有关如何做出 
几个检验批量的自动使用决策的信息。 

说明  
如果使用自动使用决策功能，一定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自动使用决策的参数。在QM工厂预设置 
中，可以定义必须在检验批量创建后和自动使用决策做出前截止的时 
间间隔。这使用户可以在自动过程中进行手工干涉。 

· 当做出自动使用决策时，被略过的批量也被考虑。当定义参数时，正 
常和被略过批量之间就应有区别。 

 
 

 控制图表 
本专题首先提供有关控制图表的一般信息。它解释了如何在质量管理模块上计划 
控制图表,为了做到这一点，哪些基本数据必须被维护和控制图表在检查过程中如 
何被使用。如有兴趣，下列是有关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的可能设置和增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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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应用统计和数字化方法中的细节。 

控制图表概述 

质量管理中的控制图 

控制图表的应用领域 

QM模块中的控制图表 

计划控制图表 

为控制图表维护采样过程 

维护控制图表的检验特性 

维护控制图表的主检验特性 

为控制图表维护计划中使用的特性 

检验处理中的控制图表 

控制图表的设置和增强 

设置SPC准则 

控制图表类型 

设置数值范围 

统计性明细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控制图表概述 
这一部分包括以下一般信息： 

· 质量管理中的控制图  

· 控制图表的应用领域  

· QM模块中的控制图表  

 
 

  质量管理中的控制图表 

什么是控制图表？ 
控制图表是质量技术员用来控制、分析和记录涉及生产和其它质量相关领域的处 
理过程所使用的图形工具。 

控制图表由美国人 Walter A. Shewhart (1891 - 1967)于1924年发明，用于在单 
个被测值的不可避免的随机波动环境（噪音）中探测质量特性与目标值（信号） 
的系统偏差。如今，控制图表已是统计过程控制（SPC）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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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控制图表？ 
在统计过程控制中如果可能的话，被观测特性的一个或多个控制变量将在按统一 
间隔从过程中提取样本时而被选择和确定。这些统计数据将按时间顺序被输入图 
表。最重要的控制变量有 

· 平均值 ⎯x  

· 标准偏差 s 

· 中值 

· 范围 

· 样本初始值 

· 不合格单位比例 

· 每个单位的平均缺陷数量 

一个特性的两个控制变量通常被作为图表的两个跟踪而平行管理（例如，平均值 
和标准偏差）。在这个例子中，这个过程的平均数和分布可以被同时观测。 

除了控制变量本身之外，控制图表中的每个跟踪也包括这个过程的控制极限。如 
果这些极限被违背，过程就会被干涉。除这些作业极限外，也可以为单个图表类 
型定义警告极限或平均线。 

这些极限值一般通过统计方法从当前处理数据或预先的测试结果中确定。使用基 
于不同数学方法近似的算法来计算这些极值。 

控制图表类型 
标准控制图表有 

· 接受图表 

· Shewhart 图表 

接受图表以指定允差为基础并控制了处理过程中的废品份额。如果可以通过技术 
性或组织性的变动使过程离散长期减少，那么运用这些图表，极值范围就可以扩 
大。使用Shewhart图表则极值范围缩小。这些图表只接受内部过程参数，不接 
受外部允差说明。在经常性常规统计测试中，处理状态“控制中”未被变更的假 
设将被检验。 

除了这些标准图表之外，当前还有另外几种类型的控制图表被应用于工业中。 
它们包括扩展极限图表，预先控制图表，cusum图表和多种移动平均图表。 

 
 

  控制图表的应用领域 
这些控制图表的主要应用领域是在控制生产中检验的过程中监控和控制生产过程。 
如果被观测过程的参数只是在样本中随机变化，那么过程就是控制中或统计控制中 
状态。控制图表可以被用来发现这个过程的特殊影响。必须通过干涉这个过程来 
修正干扰。可以用控制图表来检查这个修正以确定修正是否成功。 

即使修正性的干涉已经来不及了，控制图表也是一个适合用于确定过程是否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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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或失控状态的工具，因此，控制图表也被用在采购和分送中（例如，为基于 
计划协议且具有阶段下达订单的收到检验而使用）。 

参阅: 

生产中的检验（有检验点）  

 
 

  QM模块中的控制图表 
在QM模块中，为具有正态分布的检验特性使用下列控制图表类型： 

· 具有差的平均值图表（接受图表） 

· 不含允差的平均值图表（Shewhart 图表） 

· 标准偏差图表（ Shewhart 图表） 

已计划实现其他的图表类型。 

对检验特性的控制图表的管理在检验计划过程中被确定。控制图表可以在一个检 
验批量/产品订单或几个检验批量/产品订单内被管理。 

控制图表在记录检验结果的过程中被显示和更新。如有必要，活动极限和警告极 
限也可以在这里被计算。所需的计算公式被存储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如有必 
要还可以替换。 

控制表可用于评估检验结果。如果运用相应的评估法则，那么如果至少有一个相 
关图表的活动极限被违背，样本就会被拒收。 

如果活动极限被违背，并且在计划的特性中定义了适当的缺陷代码同时系统也作 
了相应设置，那么活动极限就可以自动与工作流程应用相结合。 

参阅: 

计划控制图表  

检验处理中的控制图表  

用控制图表评估样本  

控制图表的设置和增强  

 
 

  计划控制图表 
如果要管理一个检验特性的控制图表，那么本节描述了在制订质量检验计划中必 
须采取的步骤。对于必须为制订控制图表计划而维护的QM主记录数据这里也进 
行了描述。 

准备工作在采样过程和被用于计划的特性中进行。如果使用主检验特性，一些准 
备工作可以在主检验特性中进行。 

说明  



QM.rtf QM Quality Management Page 535 of 549  

不能为在物料说明中被参考的特性管理控制图表。 

参阅: 

为控制图表维护采样过程  

维护控制图表的检验特性  

 
 

   为控制图表维护采样过程 
既然控制图表类型和其他数据一样被贮存在采样程序中，那么控制图表就只能 
在采样过程的检验特性中被使用。 

要维护采样程序，可以按 维护采样过程描述的步骤进行。 

当维护控制图表的采样过程时，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内容： 

为控制图表创建采样过程 
当创建一个新采样过程时，必须用控制图表专门维护以下数据： 

· 采样类型 

必须选择固定采样。 

· 评估模式 

评估模式可以自由定义，但是当用控制图表的活动极限值来评估样本或特性 
时，特别评估模式“SPC检验”才是有效的。如果活动极值违背了这个代码， 
样本或属性就被拒收。如果还没有计算活动极值（预先测试），系统将自动 
切换到手工评估方式。 

· 控制图表类型 

可以为采样过程指定一个控制图表类型。如果已经选择了SPC检验评估模式， 
就必须输入控制图表类型。当控制图表类型被指定时，系统将检查采样过程 
的检验点或独立多种采样是否已被定义。只有在已定义的情况下，才能指定 
带样本的控制图表类型。指定控制图表类型后，该控制图表类型的短文本将 
被显示。 

· 样本大小 

当选择样本大小时，应该考虑质量相关界限条件。 

如果要使用的样本大小为 n=1，就应该确定 

- 控制图表不包括一个s 跟踪 

-  过程离散由总离散而不是内部离散决定 

原因是样本大小 n=1 的标准偏差总是为0。 

在记录被测值的SPC检验中，样本大小在4到20之间是标准的，最常用的值是 
 n=5。 

通过选择大一点的样本，可以用中心极值来记录初始值为正态分布的定量特 
性。于是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平均值就被计算出来。因此，即使总体不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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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分布时也可以用Shewhart图表的平均值。选择样本大小应该与实际分布偏 
离标准分布的程度相一致。 

· 检验频率 （有检验点的采样方法） 

为使用控制图表而修改现有的采样过程 
可以修改现有的样本类型为固定样本的采样过程以使用控制图表。同时必须考虑 
到上述信息。 

注意，如果将创建控制图表，那么除了采样过程外还必须扩展计划的特性。 

参阅: 

用控制图表评估样本  

维护控制图表的检验特性  

 
 

  维护控制图表的检验特性 
如果要对检验特性的控制图表进行管理，可以使用适当的主检验特性或在计划 
中直接定义特性。 

参阅: 

维护控制图表的主检验特性  

为控制图表维护计划中使用的特性  

 
 

 
1
2 3  维护控制图表的主检验特性 

必须使用主检验特性来管理图表。但是如果要在计划中与控制图表一起使用主 
检验特性，那么这个主检验特性必须满足特定要求。 

按照 维护主检验特性中所描述的那样创建一个主检验特性。 

创建控制图表的主检验特性时，必须观察以下几点： 

· 必须为采样过程和SPC特性设置两个控制指示符。 

当分配采样过程时，系统通过用控制图表类型的要求概要比较下列特性指示 
符来检验采样过程所选中的控制图表类型是否可以用于此特性： 

- 已测值 

- 允差上限 

- 允差下限 

- 单个结果 

- 不定范围 

- 固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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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范围 

- 大范围 

  说明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可以定义控制指示符的适当缺省值来简化这个过程 
并避免错误。 

· 如果要使用自动记录违背活动极限功能或在SAP工作流程应用程序中登记 
和处理违背活动极限，就必须设置缺陷记录控制指示符，如有可能还应该 
存储缺陷代码。. 

· 如果要使用缺陷记录功能，可以存储多达3个缺陷代码。这些代码的使用 
方法将根据控制图表跟踪来决定。允差上限和允差下限代码被用于平均值。 
一般代码被用于标准偏差。如果没有定义代码并且样本或特性被拒收时，记 
录缺陷的对话框将自动显示。 

  说明  
已分配缺陷代码的缺陷等级将自动建立与工作流程功能的连接并激活质 
量通知单。这被定义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的缺陷等级中。 

参阅: 

对主检验特性的分类  

分配代码组或选择集  

缺陷记录  

 

为使用控制图表而修改主检验特性 
为了使用控制图表，可以修改现有的主检验特性。 

说明  
如果已使用了主检验特性，就不能再修改控制指示符。这种情况下就必 
须创建特性的新版本。 

参阅: 

 主数据的功能  

 
 

 
1
2 3  为控制图表维护计划中使用的特性 

如果要管理被用于计划的特性的控制图表，那么维护这些特性时，必须注意以 
下几点： 

· 控制图表类型计划 

· 检验特性的控制图表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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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计划中的检验特性 

为检验特性计划控制图表类型 
当在计划中维护特性时，其基本前提是必须为采样过程和SPC特性设置两个指 
示符。 

通过采样过程把控制图表类型分配给特性。当分配采样过程时，系统将检查该 
特性另外的控制指示符是否匹配该控制图表类型。以下指示符将被检查： 

· 已测值 

· 允差上限 

· 允差下限 

· 单个结果 

· 不定范围 

· 固定范围 

· 小范围 

· 大范围 

这个检查功能可以确定用户不能把采样过程分配给一个特性。 

范例
 

用户已经把控制图表类型平均值接受图表分配给采样过程。但是这个控 
制图表的要求概要指定了已测值和允差上、下限是必要的并且必须附加 
样本大小。只有已经设置了相应的控制指示符才能把这个采样过程分配 
给特性。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已为这个特性确认了单个初值、分类已测 
值或仅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变得并不重要。 

计划检验特性的控制图表数 
用户可以通过控制图表来控制或观察一个或多个过程。可以用计划中定义的特性 
来确定这些过程如何被组合或分离。以SPC特性为例，用户必须为它输入一个 
SPC准则。并可以用这个SPC准则去计划被定义在计划中的每一个特性的控制图表数：   

· 用户可以用SPC准则来定义哪一个检验批量将参考总控制图表。有以下两 
种做法： 

- 可以为每个新检验批量即每个新产品定单指定打开单个控制图表。 

- 可以指定控制图表将被用于所有批量。 

· 对于基于检验计划而被检验的不同物料，用户可以指定： 

- 要管理的单个控制图表，如果物料数量影响到质量确定的话，这个选项 
就是有意义的。如果使用物料特定的目标值和允差，那么这一点就特别 
重要。 

- 可以为所有物料管理 一个控制图表。如果物料相似，这一点就很有意义。 

用户可以使用可能输入帮助功能来调用现有SPC准则的一个清单。从质量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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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看，将不检查输入是否有意义。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检验处理中的控制图表 
本节解释了QM模块中控制图表是怎样被结合到检验处理功能中的。用户可以在 
记录和显示检验结果的功能中调用控制图表。以下各节包括了有关的信息： 

· 管理控制图表 

· 把控制图表分配给检验批量 

· 在结果记录功能中使用的控制图表 

控制图表管理 
每个控制图表都有一个数据记录，此记录包括了控制图表的数量和类型，以及SPC 
准则和这个准则要求的信息诸如计划、特性和物料数量等。进一步的选择信息将来 
源于在计划中定义的特性。包括特性的短文本、目标值、允差和其他可选限制。 

控制图表的每一个跟踪都有一个附加的数据记录，此记录包括跟踪号码和当前控制 
极限。 

检验结果和控制变量属性，例如平均值或标准偏差等，并不存储在控制图表自身 
中。事实上，当前值是来源于初始检验结果表的数据库索引。为此控制图表数量将 
在检验结果中被输入。 

把控制图表分配给检验批量 
当质量检验已准备好时，控制图表数量被自动分配给所有包括控制图表类型和作为 
样本计算过程一部分的SPC准则的检验特性。 

如果SPC准则中指定的对象已经存在一个未完成的控制图表，那么该图表就被分 
配。否则，就会内部分配一个新数量并且创建一个新控制图表。 

结果记录功能中使用的控制图表 
用户可以在结果记录功能中调用控制图表。将为这个图表中的每一个跟踪而打开一 
个单独的图形窗口。来自当前检验的结果和来自被分配给这个图表的其他检验的完 
成结果都显示在图表中。 

可以通过控制图表来评估检验结果。 

参阅: 

调用控制图表  

用控制图表评估样本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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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调用控制图表 

如果为一个检验特性管理控制图表，可以在一览屏幕和单个屏幕的记录、变更和 
显示检验结果的功能中调用它。用户通过编辑 � 控制图表调用控制图表。 
如果控制图表是空白的，将会显示一条信息。否则控制图表就以SAP统计图表的 
形式显示。 

说明  
只有具有有效属性的样本才被包括在这个统计图表中。来自别的检验批量 
或检验的样本必须被首先完成。 

为这个图表中的每个跟踪都打开一个单独的图形窗口。所有图形窗口都是活动的 
（可以输入）；记录或显示检验结果的窗口在后台中（不能在此输入）。 

控制图表中的功能 
图形窗口包括用于处理控制图表的特定功能。 

有两种模式有效：显示模式和更改模式。但不能在显示模式下更改控制图表。可 
以通过保存按钮处于无效状态而看出这一点。如果满足下列条件，更改模式将被 
自动激活： 

· 用户处于记录或更改模式。 

· 检验特性正被处理或评估，但还未完成。 

· 控制图表未被其他的用户处理。 

· 用户有 SPC 权限。 

被系统检查的权限对象是Q_SPC。可以为一个或多个SPC准则和一个或多个 
工厂分配 SPC 权限。 

用以下功能处理控制图表： 

· 激活控制图表  

· 关闭控制图表  

· 为跟踪计算控制极限  

· 发送图形  
这是SAP图形应用的标准功能，它允许用邮件发送图形。 

· 打印图形  
可以用这个标准功能就地输出或在SAP打印机上输出图形 

· 保存所做的更改  

· 不需退出图形的返回  

· 退出图形  
这个功能用于关闭图形窗口。当最后的图形窗口关闭时，就返回到调用功能。 

参阅: 

用控制图表评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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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用控制图表评估样本 

用户可以用控制图表评估检验结果。如果使用相关评估规则，那么在至少有一个 
定义在相关控制图表中的活动极限被违背的情况下，样本将被拒收。 

如果用控制图表的活动极限来评估样本，就必须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定义一个 
适当的评估规则和评估模式。 

和活动极限相比较 

如果在结果记录功能中评估一个特性或样本，而且在采样过程已指定使用的活动 
极限，那么控制图表的当前控制变量将被确定并且与跟踪的活动极限相比较。 

用户是否事先调用控制图表并不重要。如果控制图表仍没有包括任何活动极限， 
系统将要求用户手工输入评估。 

范例
 

当管理⎯x/s图表时，如果样本的平均值或标准偏差值在相关活动极限范围 
之外，那么样本就会被拒收。 

警告限制和进一步的SPC准则，例如实施或趋向，将不被包括在评估中。 

说明  
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的未完成检验的结果或对控制图表设置的更改将使 
得评估不能进行。但是具有相应权限的用户却可以进行强制关闭来初始化。 

参阅:  

为控制图表维护采样过程  

访问下一个样本 

维护功能  

控制图表的设置和增强  

 
 

 
1
2 3  激活控制图表 

新创建的控制图表具有初始状态新的。 

用户可以通过激活图表功能将状态从新的改变到激活。背景颜色就从蓝玉色变成 
蓝色来表明图表状态已被更改。别的功能将不会受状态改变的影响。 

用户可以在控制极限被计算前或计算后激活控制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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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关闭控制图表 

关闭图表的功能被用来将控制图表的状态从激活更改为关闭。背景颜色从蓝色转 
到黑色以表明状态已被改变。 

当关闭控制图表时，如果计算新检验批量的样本，则图表将不再被使用。因此， 
下一个检验批量的新控制图表将被创建。 

 
 

 
1
2 3  计算控制限制 

取决于类型和设置，可以在控制图表的每个跟踪中包括多达5个控制极限，如下 
所示： 

· 活动上限 

· 警告上限 

· 均值线 

· 警告下限 

· 活动下限 

这些限制的计算过程被存储在控制图表的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的每个跟踪中。 

当调用计算这些限制的功能时，限制就被确定并输入到跟踪中。标准系统的算法 
以统计方法为基础并使用了图表中的所有当前有效检验结果。因此，只能在记录 
检验结果（预先测试）以后计算这些限制。 

说明  
· 计算这些限制不仅要初值而要来自这些值的统计值（如平均值或标准 

偏差） 

· 一旦样本被计算，标准偏差将在记录结果过程中被自动计算。但是可 
以在这以前通过计算统计时刻的功能来确定它。 

参阅: 

控制图表的设置和增强  

检验结果  

统计性明细  

 
 

 
1
2 3  保存所做的更改 

用户可以用保存按钮来标记在控制图表状态中所做的改动和新计算的控制极限以 
使它们能被保存在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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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在调用功能中保存数据后，对数据库的更改才起作用。 

 
 

 
1
2 3  不需退出图形的返回 

想要从图形返回记录、更改或显示测试结果功能，可以调用后台图表功能。然 
后最后一个记录或显示窗口就进入活动状态（可以输入）并且控制图表在屏幕 
仍然可见。 

当再次调用控制图表时，图表内容被更新并且图形再次激活（可以输入）。这 
是一种比关闭图形然后再调用它更快的在两种功能之间切换的方式。如果已选 
择了一个不同的特性并且必须替换图表，那么这种方法也适用。 

当退出或取消这个功能时，控制图表的后台图形窗口将被自动关闭。 

 
 

  控制图表的设置和增强 
本节描述了可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对控制图表进行的设置和怎样用用户自己 
的程序来代替标准功能。 

以下的数据将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设置： 

· SPC 准则  

SPC准则定义了是否为不同的订单、工作中心、物料、制造商或客户管理 
单个控制图表或总控制图表。 

· 控制图表类型  

为每个控制图表类型指定有关检验特性和采样过程的控制指示符的要求。控 
制图表跟踪将被定义在下一个级别。将为每个跟踪确定用来计算警告和活 
动极限的控制变量和算法。可用参数将被用来使统计属性与相关的公司或国 
家要求相匹配。 

· 号码范围  

在控制图表中使用的数值范围也必须被定义。 

created with Help to RTF file format converter 

 
 

  设置SPC准则 
SPC准则被定义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一般不需要修改。 

每个SPC准则有一个包括3个字符的ID并在短文本中用几种语言描述。准则也被 
分配给功能模块。这个功能模块检查在新控制图表创建前一个恰当的图表是否已 
经可用。用系统帮助功能可以获得关于分配模块的详细信息。 

标准系统使用以下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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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KS_CHARACTERISTIC 
特性的控制图表 

· QRKS_INSPECTION_LOT 
特性/检验批量的控制图表 

· QRKS_MATERIAL 
特性/物料的控制图表 

· QRKS_MATERIAL_CUSTOMER 
特性/物料/客户的控制图表 

· QRKS_MATERIAL_MANUFACTURER 
特性/物料/制造商的控制图表 

· QRKS_MATERIAL_SOLD_TO_PARTY  
特性/物料/售达方的控制图表 

· QRKS_MATERIAL_VENDOR 
特性/物料/供应商的控制图表 

· QRKS_MATERIAL_WORK_CENTER 
特性/物料/工作中心的控制图表 

· QRKS_PURCHASING_DOCUMENT 
特性/采购凭证的控制图表 

· QRKS_SALES_ORDER  
特性/销售订单的控制图表 

说明  
如果要创建附加功能模块则可以复制这些模块。但这些被复制模块应该存 
储在分开的功能组中。 

 
 

  控制图表类型的设置 
控制图表类型 
控制图表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定义为一个两级视图。第一个级别被用作控 
制图表类型的一般设置。第二个级别用作单独跟踪设置。 

一般控制图表控制 
每一个图表类型都有一个包括3个字符的ID并在短文本中被用几种语言描述。下 
列一般设置将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被存储为控制图表类型： 

· 检验特性的要求 

检验特性必须满足这些要求，以便可以为每个控制图表类型存储可用的控 
制图表类型。包括以下指示符： 

- 已测值 

- 允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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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差下限 

- 单个结果 

- 独立多样本（或检验点） 

- 不定范围 

- 固定范围 

- 小范围 

- 大范围 

独立多样本指示符定义了检验特性的单独样本记录是否被包括在控制图表 
中。这些样本记录来自于具有独立多样本或检验点的采样过程。指示符必 
须严格匹配采样过程。 

其它的指示符只是定义了对检验特性的最低要求。比如 x-Shewhart 图表中 
并不要求允差或单个结果。因此这些指示符并不被设置在要求概要中。但是 
这个控制图表仍可用于具有单侧极限或双侧极限允值范围或单个结果的特性。 

· 定义参考轴的参数 

这个参数定义了控制图表的X轴怎样显示。下列选项有效： 

- 1 对象的数量（检验批量，样本，检验点） 

- 2 （数据记录的）创建时间 

- 3 （数据记录的）最后更改时间 

- 4  检验时间 

参考轴对控制图表中的所有跟踪而言都是有效的。有时间参考的参考轴输入 
项是不等距的，由实际时间间隔确定。如果所有时间值都参考同一天，那么 
选出的时间网格将比在多于一天的情况下分布得更好。 

· 数值范围 

这个设置定义了产生新控制图表数的数值范围。如果不想区分控制图表就 
应该选择数值范围1。 

· 调用控制图表的功能模块 

为调用控制图表而存储功能模块的名称。QRKG_STANDARD_CHART 模 
块被输入到标准系统的所有控制图表中。  
这个模块被用来通过SAP统计图形功能显示有水平控制极限的一个单个跟 
踪或两个跟踪控制图表。 

如果要更改图形表示或图形中可用的功能，可以在此输入客户指定模块的名 
称。建议为此而做一个标准模块的复制模块。 
用户可以通过测试调用功能来检验更改是否成功。然后将使用范例数据来进 
行调用功能的模拟；而不必创建一个检验计划或检验批量。 

通过系统的帮助功能可以获得有关被分配功能模块的详细信息。 

跟踪设置 
一个单个位数的数字被用来匹分控制图表类型的跟踪。因此，在理论上，每个图 
表可以定义多达9个跟踪。标准系统包括有一个跟踪和有两个跟踪的控制图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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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通过用几种语言的短文本来对跟踪类型进行描述。 

跟踪将被分配一个功能模块。有关选择或定义控制变量的信息以及用来计算控制 
极限的算法都被设计在这个模块中。 

标准的系统中实现乐下列模块： 

· QRKT_MEAN_VALUE_ACCEPTANCE 
具有内部离散的 x 接受图表 

· QRKT_MEAN_VALUE_ACCEPTANCE_2 
具有总离散的 x 接受图表 

· QRKT_MEAN_VALUE_SHEWHART 
具有内部离散的 x 的Shewhart 图表 

· QRKT_MEAN_VALUE_SHEWHART_2  
具有总离散的 x 的Shewhart 图表 

· QRKT_STD_DEVIATION_SHEWHART 
具有内部离散的s 的Shewhart 图表 

· QRKT_STD_DEVIATION_SHEWHART_2 
具有总离散的s 的Shewhart 图表 

如有必要，可以用客户指定模块来替换这些模块。 

功能模块有4个可被设置在跟踪明细屏幕中的参数。当控制限制被计算时，通过 
这种方式， 用户可以影响统计级别。参数使用的方法随模块不同而不同。 

范例
 

如果过程不是处于控制状态，那么一个 ⎯x Shewhart 图表的活动极限 
可以按照平均值的 99% or 99.73% ( 3σ 规则) 都在这个极限范围内来 
计算。 

 
 

  设置数值范围 
控制图表是分离的数值范围对象。如果要管理控制图表，就必须定义数值范围 
的最小值。数值总是被内部分配。产生新数值的数值范围被定义在控制图表中。 标准系

统中使用了数值范围1。 

 
 

  统计性明细 
本节包括可被用于计算不同控制图表的控制极限的公式。由于这里没有详细描 
述统计原理，因此要理解本节的信息需要相关统计知识。 

估计过程库位参数和过程离散 
在计算控制图表的控制极限时需要适当的可能性分布参数。既然这些参数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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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那么当计算完成时，可以用样本结果来估计它们。 

名称 

i k= 1Κ

j ni= 1Κ

样本数量

i样本大小

i j样本 中的初始值数量

ni

 

过程库位参数 
所有样本的总平均值被用来估计过程库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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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部样本的大小都相同，那么总平均值也就是样本平均值的平均值。 

过程离散 
用户可以选择是用初始值的内部离散还是总离散来估计过程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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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离散最常用。如果单独样本的大小n=1，或者是短期评估，就可以使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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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 

⎯x 接受图表的控制限制 
⎯x接受图表的活动极限由工序特性点来定义。换句话说，在高于允差的p 指定 
部分或低于允差的q指定部分中，将不会通过指定P和Q的概率来对过程做出干 
涉。初始值必 须呈正态分布。 

 

UAL ULV u u
np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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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α 是正态分布的 α 参数而 n 是被输入的样本大小。 

警告极限并不被包括在⎯x 接受图表中。 p、 P、 q、 Q  
四个参数可以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指定。 

⎯x Shewhart 图表的控制极限 
⎯x Shewhart图表的活动和控制极限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选择： 
如果过程在控制中，那么在指定的 p1, p2, p3, p4 概率的情况下， 
极限并不被超出。样本平均值必须呈正态分布。  

UAL x u ntot p= + ⋅
1

∃σ活动上限

UWL x u ntot p=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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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L x u ntot p=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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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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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α 是标准正态分布的 α 参数 而 n 是输入的样本大小。在用户设置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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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p1, p2, p3, p4。。如果一个参数输入为0，那么相应的极限将被禁止。 

s Shewhart 图表的控制极限 
s Shewhart图表的活动和控制极限被通过这样的方式选择： 
在离散为常数时，在指定概率 p1、 p2、 p3、 p4.的情况下，极限并不被超出。 
样本的初始值必须呈正态分布。在样本的标准分布s 的估计期望值的层次上 
输入均值线。  

动作上限

动作下限

警告上限

平均值

警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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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是输入的样本大小而 
χ αn−1

2
;  是 χ 2

 分布的 α 参数 。可以在用户设置 
应用程序中定义 p1、 p2、 p3 、 p4 参数。如果把一个参数输入为0，那么相 
应的极限将被禁止。 

数字化的过程 
通过下列功能模块来计算上述的各种高级数学功能： 

· QF00_LOG_GAMMA  gamma功能的自然对数 

· QF10_IDF_CHI2   chi平方分布的参数 

· QF10_IDF_NORMAL  正态分布的参数 

在这些功能模块的文档中提供了有关所使用的对数的细节和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