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丰田精益研修
一场追根溯源的朝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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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丰田精益研修背景
•
•
•
•
•

为什么5S在中国做不好？
为什么精益生产不能持续？
为什么丰田能做到全员参与？
为什么物流不能准时化？
丰田Kanban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走进丰田，寻找答案！
当“中国制造”因“刀片利润”的尴尬艰辛而焦虑不安，同时又因“蓝海战略”的激情感召而寻觅
不战而胜时，下面的事实则足以使我们猛然反思那些道听途说的“理所当然”。
在2014年，丰田公司的营业收入是2564亿美元，大众汽车营业收入2615亿美元。丰田的营业收入比
大众公司少，但丰田公司的利润却是大众公司利润的1.5倍。
丰田“速度”正在悄然改写世界汽车市场的格局。
精益已经被世界各大工厂所认可，而精益（Lean）的真正起源是TPS（丰田生产方式）。身为“世
界工厂”却面临“利润危机”的中国企业，实在没有理由不去“精益起源”的日本、不去“利润丰
厚”的丰田，学习求索，探查究竟！
为此，卓制公司与日本丰田集团直属咨询公司合作，开辟了精益生产的朝圣之旅！自卓制公司于
2006年与其建立中国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至今，已经成功举办近百期，吸引了数千名制造业经
理人的参加。通过课堂教学、课题探讨和实地参观，系统学习精益生产的技术体系，并零距离体验
世界级工厂实施精益的现状。
走进丰田，近距离感受精益生产带来的震撼！
让我们一起揭开丰田生产系统的神秘面纱，解析世界级工厂的DNA!

学日本丰田！做我们自己！
如何获得更多



•

日本的精益思想来源于生活，研修中团队会亲身感受日本当地精益物流。

•

建议同一公司3-4人团体参加，能更好的建立改善的一致决心。

•

认真填写课前问卷以及工厂布局，我们将转交给日本的导师针对性的解决您的问题。

•

在学习期间，认真挑选与完成工厂实际相联系的主题研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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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模块
 培训及指导

 模拟实习

 实例讨论与分析

 精益文化深度体验

由日本丰田旗下唯一的官方认可的咨询机构的丰田
专家为您解析丰田生产的DNA

在模拟道场的实习中心里，亲自动手实践看板
的运作和运用标准作业三要素来进行改善

小班授课制，每位学员都有单独辅导的机会

参观丰田会馆及丰田产业纪念馆，让您了解丰
田发展史，体验日本民俗、文化，增进对精益
生产理念的另一个侧面的了解

 系列工厂参观

到生产现场参观，从不同层面向您展示丰田生产体
系的魅力所在

五大特色
1. 国内首创的日本丰田体验式研修。
2. 在过去近百期研修中，客户反馈平均分在9.5分以上！
3. 课堂学习，生产线参观与模拟道场学习想结合。
4. 在日本工作生活十多年，非常了解日本制造业及生活的卓制高级咨询师提供专业翻译。
5. 最多20人小班研修，确保学习效果，名额满后自动转为下一班。

七天精彩旅程
日期

城市

活动内容

第一天

上海
名古屋

•
•
•

浦东机场集合
国际航班至名古屋，抵达酒店

第二天

上午：开学仪式（交换名片，拍照） 原汁原味TPS讲座
下午：工厂参观 原汁原味TPS讲座

第三天

上午：原汁原味TPS讲座 课题探讨
下午：工厂参观 课题探讨

歧阜市

住宿

第四天

上午：模拟道场模拟实习-焊接工序改善案例实习
下午：模拟道场模拟实习-看板管理

第五天

上午：工厂参观
下午：课题研讨 研究总结 发表练习 颁发证书

第六天

歧阜市
名古屋

上午：丰田总部工厂，丰田会馆
下午：丰田产业纪念馆

第七天

名古屋
上海

返回上海

歧阜市

名古屋

日程及工厂参观安排会根据日方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恕不另行通知。
参观工厂特点包括：看板，物流，防呆，可视化，5S等。
卓制可提供个性化包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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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客户
自2006年7月第一期学员踏上丰田之旅的行程，至今先后有来自数百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数千名客户
参加了卓制公司丰田研修活动。其中包括汽车及零部件、机械、电子、电气、化工、制药等各个行
业，部分客户名单如下：
艾欧史密斯热水器、博西华家用电器、北京康明斯、博世汽车部件、英格索兰工具、南通醋酸纤
维、葛兰素史克英国、ABB变压器、升德升电子、鹰革沃特华汽车皮革、快捷半导体、通力电梯、
迅达电梯、山特维克廊坊、萨帕铝热传输、先正达作物保护、惠而浦家电、丹佛斯、爱立信、小天
鹅通用电器、飞利浦亚明照明、中美天津史克制药、上海汽车制动系统、江苏龙城精锻、上海三浦
思电气、北京佩特来、浙江西子富沃德、北京英迈特矿山机械、青岛安德烈斯蒂尔动力工具、上海
蓝科电气、无锡赛可电气、苏州楼式电子、苏州罗技、冷王集装箱温度控制、惠生控股、马尼托瓦
克起重设备、东软飞利浦医疗设备系统、华飞彩色显示系统、上海实达精密、天弘苏州、天弘东
莞、苏尔寿、广东北电、伟创力电脑、通用电气亚洲水电设备、上海福伊特西门子水电设备、德尔
福上海动力推进系统、北京德尔福万源发动机管理系统、远纺工业、鞍山丹中控制阀、佛吉亚全
兴、美铝铝业、美乐家保洁用品。

日本丰田精益研修往期客户感悟
丰田生产方式给了我对看板管理的清晰的认识，现场应用生动反映了它的强大功能，而不是之前模
糊而不确定的认识。丰田的改善方法在培训案例练习中我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学会了实际应用，值得
回厂后立即开展的改善活动工具之一。此次培训不仅得到了理念的洗礼，更让我能够理论联系实
际，知道改善工作如何实际应用，对此次培训非常满意。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次活动立意较好！也的确让我们看到许多新的东西，了解了一些丰田公司及与丰田配套企业的大
致工作生产情况。总的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次培训活动。
——-上海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生产运作部经理

虽然时间有限，但是学习很有收益，对精益生产的理解与认识更加深入，为今后大力推进切合本公
司实际的精益生产工作很有益处。
——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 部长
达到预期目标。授课人员，卓制工作人员很负责任，工作敬业。MESC对此次培训活动安排合理。
——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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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丰田精益研修后成果展示
我参加了卓制公司丰田研修，回厂实施所学后，短时间内：
1. 消除了现场的三处在制品堆积，使得现场空间减少约25％，加快了流动速度，最终提高了生产效
率。
2. 人员重新分配，改善后的现场只需要4个操作工，减少2个操作工。通过现场的改善彻底根除了隐
患，解决了安全的问题，不仅如此，更大的收获是通过精益改善，我们的场地、效率得到了进一
步的优化和改善，员工士气高昂，这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动力。
——上海苏尔寿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运营助理
参加卓制公司日本丰田精益研修后，取得了以下收益：
1. “金圭加热棒一次合格率改进”项目，使得生产金圭加热棒的一次合格率从最初的86%提升到改
进后的98%以上；
2. 物流网上定单改进”项目，使得物流定单处理时间从原来的4个小时缩短为改进后的20分钟；
3. “标准展台展架结构改进”项目，每年可节约展台费用60万元；
4. “发泡堵头代替堵泡海绵”项目，每年可消除海绵的浪费27万元；
5. “内胆端盖结构改进”项目，每年可消除热轧钢板的浪费140万元；
6. “150吨冲床开卷机垫块改进”项目，每年可消除冷轧钢板的浪费16万元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持续改进主管
参加了卓制丰田研修后，公司短时间内，实现了以下结果：
1. 同套设备从以前三个操作工变成两个
2. 物料通道从60米减少到39米。
3. 一年时间就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几十万美金成本的节省。那么几年累计下来，可预见这些方案将为
我们带来几百万元人民币的这种效益增加。
——上海德尔福动力推进系统有限公司 总经理

图片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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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介绍
丰田集团直属咨询公司（GPS）
GPS是丰田集团直属的唯一一家咨询公司，是由大野耐一弟子星野健太郎创建，通过讲授丰田生产
方式，走进丰田生产现场，为日本及海外生产制造型企业提供专属的生产管理及绩效改善方面的咨
询服务。
GPS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丰田生产系统的成就
在韩国：
韩国三星集团每一周都有员工在GPS研修，三星曾派遣从高管到一线员工近2万人次参加丰田研修，
带来了三星的腾飞，因此，得到了时任韩国总统的表彰。
在中国：
自2006年上海卓制与GPS建立在中国的独家合作关系至今，GPS已经多次访华为国内企业进行咨询
与内训服务，其特色丰田之旅更是受到致力于精益管理的各企业各级别管理者及员工的热烈欢迎，
至今已经有数千名各公司客户参与此活动，好评如潮！

您即将参观的工厂的看点
看点



•

如何实现小批量数千种车型的生产

•

丰田独创的Kanban管理

•

防呆装置

•

改善提案

•

节拍生产

•

如何在一条生产线上进行混线生产

•

丰田人看问题的角度

•

精益物流

•

关于安全、品质及生产过程的可视化管理

•

安灯系统

•

平准化生产（均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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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费用
1-2人RMB43,800/人
3-6人RMB41,800/人

7-14人RMB39,800/人
15-20人RMB38,800/人

包括：
• 上海-名古屋往返经济舱机票
• 六晚酒店住宿（单人间）
• 研修期间地面交通
• 一日三餐
• 研修费用

•
•
•
•
•

参观费用
邀请函申请及资料快递费用
培训资料及证书费用
境外旅行人身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
翻译费用（日中翻译）

备注：1.其他语言翻译费用根据实际情况另外收取。2.以上报价为标准团报价，如有其他个性化需
求，卓制按实际产生费用另行收取。
签证费用不包含在此费用中。报名者必须拥有合法的旅行证件（中国护照至少有3个月以上的有效
期），并自行申请赴日商务签证。卓制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将提供日本方的邀请函等支持性文件。卓
制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由于拒签或身份问题而引起的后果。此次活动行程是上海-名古屋-上
海往返。如果参加者由于自身原因而选择不同的路线，请在出发之日前至少三周通知卓制。参加者
必须承担由于延误通知或自身紧急变化而造成的任何损失。若特殊行程机票由卓制负责购买，卓制
有权根据每个特殊行程向参加者收取费用差额。具体条款请参照活动销售合同。卓制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拥有本活动最终解释权。

增值服务
卓制大客户独享积分优惠：
任何参加卓制公司丰田之旅的客户，每花费100元可以兑换1个积分，1个积分相当于人民币1元。
优惠1：积分兑换精益系列书籍
可以以积分兑换卓制公司推荐的精益生产系列书籍，例如《金矿》、《新丰田生产方式》、《改变世
界的机器》、《精益思想》和《精益解决方案》等；
优惠2：以优惠价格参加卓制公开培训：
任何参加卓制公司丰田之旅的客户，都可以凭积分优惠参加卓制公司举办的公开课程。
以上积分一年之内有效，不可以兑换现金。
“日本丰田精益研修”学友俱乐部
参访京西重工的上海精益生产样板工厂
参访上海京西重工华京路工厂
茶道与精益之道——精益茶话会
参访上海京西重工华京路工厂
参访上海京西重工华京路工厂
参访广州丰田南沙工厂和珠江啤酒工厂
参访上海京西重工华京路工厂
参访广州丰田南沙工厂和珠江啤酒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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