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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E_E5_B8_88_E8_c49_262281.htm 生产与业务管理 重点

： （1） 生产与业务管理的主要任务和原则 （2） 生产与业

务过程的空间组织 （3） 生产与业务过程的时间组织 （4） 

现场管理 （5） “5S”活动 难点： （1）生产与业务过程的

时间组织 一、 生产与业务管理概述 （一） 生产与业务管理

的内容 生产与业务管理是指对生产与业务系统的设计、运作

、维护过程的管理，包括对生产与业务活动的组织、计划和

控制。 现代生产与业务管理较之传统生产管理有了新的发展

：（1）⋯⋯；（2）⋯⋯；（3）⋯⋯；（4）⋯⋯。 制造业

和服务业是相对的。从过程来看，制造业主要以提供产品服

务为主，有时也提供一定服务，去实现用户的需求；服务业

则主要以提供服务为主，有时提供一定的产品。 生产与业务

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1）生产与业务系统的设计；（2）

生产与业务系统的运行；（3）生产与业务系统的运行控制。

（二） 生产与业务管理的任务 生产与业务管理是为实现企业

的经营目标，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对生产过程进行组织、

计划、控制，向谁提供产品和服务。 生产与业务管理的任务

主要有： （1） 按照规定的产品品种、质量、服务标准的规

格去完成生产、服务任务； （2） 按照规定的产品成本、服

务成本生产、服务任务； （3） 按规定的产品交货期限、服

务时限完成生产、服务任务 （4） 保证安全、有序、无公害

。 （三） 生产与业务管理的原则 1．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原

则 2． 坚持讲究经济效益的原则 3． 坚持科学管理的原则 4． 



坚持均衡生产的原则 5． 实施可持续发展原则 （四） 生产与

业务管理的新方式 一些新型的生产方式，有代表性的生产方

式有：精益生产、物料需求计划、制造资源计划、现代集成

制造系统、企业资源计划、虚拟生产等。 精益生产方式起源

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丰田生产方式。 物流需求计划、制造

资源计划、现代集成制造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等主要强调计

算机用于生产管理。 虚拟生产又称敏捷制造，是美国为重振

其在制造业种的领先地位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例题

：采用拉动式生产代替推动式生产方式是（ ）。（05年真题

） A． 虚拟生产 B． 精益生产 C． 连续生产 D． 柔性生产 答

案：B （五） 生产与业务管理的演进 随着生产与业务的发展

，生产与业务管理应运而生。从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

密提出劳动分工理论开始，直到产生现代化生产与业务管理

的理论。 二、 生产与业务管理的组织 （一） 生产与业务单

位的划分 生产与业务单位的划分，从管理的角度，分为制造

性生产与服务性生产。 1． 制造性生产 （1）制造性生产是通

过物理或化学作用，将一种有形输入转化为新的有形输出的

过程。 （2）从组织生产供应的角度，制造性生产可划分为

补充存货型和订货生产型。 补充存货型是企业根据市场调查

与预测的结果，确定生产产品的品种、数量，如果达不到品

种、数量要求，要组织生产补充上去。 订货生产是指按用户

的订单来组织生产。 （3）制造性生产按照加工工艺过程又

可分为加工装配式生产和流程式生产 2． 服务性生产 （1） 

服务性生产又称为非制造性生产。它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提供

服务，有时也提供有形产品，但基本上不制造产品。 （2） 

按照是否提供有形产品，服务性生产分为纯服务生产和一般



服务生产。 （3） 按顾客在生产与业务过程中参与程度分为

顾客参与的服务生产和顾客不参与的服务生产。 （4） 按劳

动密集程度可分为大量资本密集服务、专业资本密集服务，

大量劳动密集服务、专业劳动密集服务。 （二） 生产与业务

过程分析 生产与业务过程分析是对生产与业务系统内的有关

要素进行合理安排，以达到实现目标的运作程序最少、时间

最节省、耗费最小。 1． 合理的组织生产过程的基本要求 在

组织生产过程时，要把目标性放在首位，明确指导思想、实

现目标。一定要把组织生产过程立足于适应市场需求、讲求

效益、保证质量、准是交货、降低消耗上。 2． 生产业务过

程的空间组织 （1） 生产过程的空间组织是指企业内部各生

产与业务阶段和生产业务单位的组织和空间布局。 （2） 生

产过程空间组织有两种典型的专业化形式，即工艺专业化和

对象专业化 （3） 工艺专业化又称为工艺原则。它是按照生

产与业务的工艺性质不同来布置生产与业务单位的。优点、

缺点。 （4） 对象专业化又称为对象原则。它是按照加工、

服务对象为主来设置生产单位的。优点、缺点。 3． 生产与

业务过程的时间组织 研究生产与业务过程的时间组织，主要

是面对生产与业务实际，不断运用各种科学方法，用最短的

时间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1） 

顺序移动方式 定义、计算公式、优缺点。 （2） 平行移动方

式 定义、计算公式、优缺点。 （3） 平行顺序移动方式 定义

、计算公式、优缺点。 （4） 排序问题。约翰逊法则求解的

具体步骤。 例题：某企业大量大批生产某零件，现正对生产

过程进行时间组织。若零件投产批量为4件，经5道工序加工

，单位作业时间依次为8分钟、4分钟、6分钟、4分钟、8分钟



。（05年真题） 请根据以上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生

产与业务过程时间组织主要解决的问题是（ ）。 A．设备布

置 B．人口统计 C．排序 D．厂区布置 答案：C （2）采用平

行顺序移动方式加工完成该批零件所需要时间为（ ）分钟。

A．54 B．62 C．72 D．120 答案：C （3）平行顺序移动方式

的优点是（ ）。 A．生产周期短 B．设备连续运转 C．运输

次数最少 D．适宜对象专业化生产 4． 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 

为了从空间和时间上合理地组织生产过程，企业应根据生产

规模、专业化程度、加工对象位移方式等特点，合理选择组

织形式。 （1） 生产线。是按对象专业化形式组织起来地，

完成产品工艺过程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 （2） 流水线。是

按照产品的加工工艺的先后顺序排列设备，使被加工对象按

照一定的速度，循着一定的线路，有规律地进行加工并产出

产品地一种生产组织形式。 （3） 自动线。是由自动化机器

设备体系实现产品加工工艺过程的生产线。 （三） 厂（场）

区设计与布置 厂（场）区设计与布置，就是合理安排企业、

商场、医院、学校等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位置和面积、内部

实施的布置等工作。 （四） 现场管理 1． 现场管理的任务和

内容 现场管理的概念、特点。 （1） 现场管理的基本任务 现

场管理的基本任务有六点。 （2） 现场管理的内容 一是对生

产力要素进行合理配置； 二是对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组织

、计划与控制。具体的内容又包括六个方面。 2． 现场管理

体系 现场管理体系又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和有机转换体系三

部分构成。 （1） 思想体系 （2） 组织体系。要抓好五个组

织：生产组织、劳动组织、物流组织、信息组织、指挥组织

。 （3） 有机转换体系 3． 现场管理方法 （1）“5S”活动 



“5S”活动是指对生产现场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处状态不断进

行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从而提高素养的活动。 整理、

整顿、清扫、清洁、素养。 第一、“5S”活动是一个整理、

整顿、清扫、清洁、素养依次顺序进行的过程，不可省略或

跨越某个活动，否则会影响“5S”的活动的完整性，达不到

目的； 第二、“5S”活动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构成 第三、“5S

”活动的核心是素养。 例题：“5S”活动的核心是（ ）。

（05年真题） A．清洁 B．维护 C．整理 D．素养 答案：D 

（2）定置管理 定置管理以生产现场为对象，研究生产要素

中人、物、场所及其有关信息之间的关系。 企业定置管理涉

及面很广，从定置范围来看，主要有车间定置和办公室定置

。 定置管理的开展程序：工艺研究>人、物结合状态分析>物

流信息流分析>定置设计>定置设施>定置考核。 定置设计、

定置实施、定置考核 （3）目视管理 目视管理是利用形象直

观、色彩适宜的各种视觉感知信息来组织现场生产活动，达

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管理工作，人们又称其为看得见的管理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