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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寻找新的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差

异化战略，寻找增加企业价值和核心竞争力的新的经营模式。

而公司的内部效率受系统维护的强烈影响，同时内部效率又

影响其他的工作区，例如生产、产品质量、生产成本、工作环境

和占用资本等。

经营和环境条件影响机器寿命，因而，如果能充分考虑来

自于各个工作区相关联的重要信息，例如生产、维护、产品质

量和会计工作等工作区的信息被同时考虑，机器状况、维护效

率的影响以及工厂活动的准确性才能被高效评估。进而，生产

系统的效率、绩效和产品质量才能逐步提高。一个运行良好的

维护活动可以利用可测量的信息对维护决策予以支持，减少

不必要的维护活动，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竞争

力，推进组织整体战略的实现。

实践中，为了实现生产系统维护效率和维护活动综合财

务绩效的提高，全员生产维护（TPM）除了要将生产系统维护

投资的效率转化为维护技术方面的效率，还要解决以下问题：

维护技术效率如何转化到与维护紧密关联的其他工作区中

（生产、质量和成本等）；维护技术的效率如何转化成和其相关

联的工作区的财务绩效；与维护相关联的工作区的财务绩效

如何测量；维护及其相关联的工作区的财务绩效如何影响组

织整体战略。

基于目前 TPM实施过程中，生产维护和组织战略间相

关性的遗失，以及缺乏具体的衡量维护和相关工作区财务绩

效的综合指标，本文试图构建全员生产维护寅财务绩效寅组

织战略之间的链接纽带，真正实现 TPM“全效率”和“全员参

与”的目标。

二、全员生产维护的相关理论概述

全员生产维护正是建立在生产维护的基础上，它最初是

由通用电气公司 20世纪 50年代倡导的，后来被日本丰田公

司下属的电装公司引入并进一步开发，在 1971年正式形成

TPM的概念。TPM中的 T表示 Total，包括全系统、全效率和

全员。全系统即设备从研发、设计、制造、使用、维修、改善、直

至报废为止的全过程的系统管理；全效率指通过设备管理使

设备在生产中达到效率最高，良品率最高，管理成本最低，故

障为零，安全生产，交货及时，操作工人情绪饱满；全员即与设

备管理相关人员都要参与，并且分别承担相应的职责。P表示

Productive，是指 TPM追求的是生产系统综合效率的极限而

不是部分。M表示Mainienance，即通过对设备的故障和维修

维护进行有效管理，发现设备的故障规律，提高设备的综合效

能（Nakajima，1988）。

TPM 的推进与目标的实现有着密切关系，Nakajima

（1988）把 TPM 的目标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产量（P-

Production），需要完成生产任务，即设备的运营效率要高；质

量（Q-Quality），能保证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即设备有利于提

高产品质量，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成本（C-Cost），产品成本要

低，即设备能源、原材料等耗费少，实现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安

全（S-Safety），设备的安全性能好，设备对环境污染小，文明生

产；士气，要激发 TPM活动中全员参与的热情。本文在以往

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并结合企业面临的新的市场

结构和竞争环境，提出了 TPM的六大目标：高质量的产品或

服务，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价格，产品在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传送

效率，生产、环境的安全性，员工的士气和社会的认可。

TPM采用“全效率”（OEE），Nakajima(1988）认为 OEE指

标是分析单体设备和整合制造系统的一个有效的方式。OEE

被看做经营维护、设备管理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综合评估指

标，从而实现 TPM“全效率”的目标，即设备资产效率的最大

化。但事实上，OEE指标在维护绩效评估实践中往往局限于

单体设备，局限于维护部门自身的工作效率，经常容易忽视维

护对与其相关联的其他工作区的活动的影响，忽视维护过程

中管理的效率、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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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生产设备的使用效率、生产流程中的管理效率和 TPM

运转过程中的人员效率，能够真正实现最终财务效率和生产

效率的提升。但目前的 TPM实践过程表明，生产维护在企业

的文化中，还没有占据应有的地位。具体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淤生产系统维护部门在企业中通常被看做一个成本中心，而

不是利润中心，这导致管理层漠视维护功能对于自身以及和

其相关联的其他工作区在利润方面直接或间接的贡献。TPM

对一个组织的整体战略贡献越多，高管层可能越易于忽视生

产维护功能增加企业利润的作用，而是聚焦在生产维护功能

只会增加成本方面，而一些学者认为维护和生产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悖论（Dunn,1998）。于TPM的维护活动和另外的工作

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因而不容易识别 TPM活动

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三、全员生产维护产生的综合财务绩效的分析与评估

1援 全员生产维护活动与其他工作区活动的联系。由于生

产、质量管理和 TPM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任何一个工作区

的变化都会波及其他两个工作区。产品质量、产品成本、设备

状况以及设备寿命通常要受到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原材料、

生产工具、操作工人的能力和操作规程等）影响，劣质的材料

或能力以及与设备不吻合的操作工人，在许多情形下都是导

致设备停机和工具损耗的主要因素，并进而导致生产效率和

财务绩效方面的损失。

事实上企业产品、质量、维护、物流、寿命周期管理等工作

区的核心活动的计划、绩效评估、控制、相互作用和整合将会

在企业内部经营水平上被充分考虑。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容易

辨认出设备状况和维护绩效质量会影响其他工作区活动的质

量，原因是一个被维护得良好的生产系统具有显著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即能保证 TPM活动本身及与其相关联的工作区

的活动质量。同时也可归因于维护对设备、产品质量、运输计

划、产品成本动因以及客户满意度的技术影响。选择最有效的

TPM维护战略和政策将会延长设备的平均寿命周期，降低设

备故障的概率，转而会影响到产量、质量、运输时间、产品成

本、产品成本（产品价格）和客户满意度。生产过程和 TPM活

动质量将会影响设备状况，继而会影响最终产品质量。

低质量的维护对财务绩效有负面影响（Al-Najjar，2002）。

劣质产品不仅影响企业声誉，也会增加额外成本。TPM通过

一些绩效指标在生产早期探测生产系统偏离正常工作状态的

程度，进一步，这些指标对于在早期发现产品质量偏离既定标

准的程度也非常显著。应用 TPM，目的就是提高企业的利润

和竞争力，这可以通过持续的成本降低实现，也可以通过维护

来改善产品的质量间接得到提升。生产系统负责制造产品，而

高效的 TPM政策影响生产的能力和设备的负荷。员工对生

产系统的操作和维护能力影响到财务绩效和生产效率。之所

以 TPM的角色没有在目前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凸显，是因为

要维护所产生的财务绩效，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评估，但是

测量维护及其相关联的工作区的成本通常是容易的，这也是

为什么企业更愿意把维护部门看作是一个成本中心的主要原

因。

2援 TPM活动产生的综合财务绩效评估。目前实践 TPM

所有的目标都是间接与财务关联，缺少对成本和利润的直接

考核目标。为此，本文把由于很好地实施了 TPM活动而生产

的总的利润增加值作为综合性的绩效指标，用于评估 TPM

活动的财务成果，进而为企业的 TPM活动与战略目标之间

构建一条连接的纽带。

另外，本文把 TPM技术活动产生的成果归结为五个方

面：较少的故障；较短的平均停机时间；较少的缺货导致的停

机次数；高质量的产品；较少的和 TPM有关的直接或间接成

本。归因于这五个方面的利润增加的总和作为综合的财务绩

效评估指标，具体被表示为：

总的利润增加= Pi

Pi表示以上五个方面因为 TPM活动产生的利润增加。

（1）较少的故障产生的利润增加。P1=（Nt-1-Nt）伊T1伊

Pr伊MP。Nt-Nt+1：实施 TPM的年份和实施 TPM前一年之间

降低的设备故障次数；T1：平均故障停机时间；Pr：合格产品生

产效率；MP：单位边际贡献。

（2）较短的平均停机时间产生的利润增加。P1=（Tt-1-Tt）

伊Nt伊Pr伊MP。Tt-1-Tt：实施 TPM的年份和实施 TPM前一年

年之间缩短的平均故障停机时间。

（3）较少的缺货导致的停机次数产生的利润增加。P3=

（nt-1-nt）伊T2伊Pr伊MP。nt-1-nt：实施 TPM 的年份和实施

TPM前一年之间降低的缺货导致的停机次数；T2：平均缺货

导致的停机时间。

（4）高质量的产品产生的利润增加。P4=（Yt-Yt-1）伊24伊

360伊MP。Yt-Yt-1：实施 TPM的年份和实施 TPM前一年之

间增加的高质量产品的单每小时产量，另外一年按照 360天

来计算。

（5）较少的和 TPM有关的直接或间接成本。因 TPM而

节省的直接或间接成本包括：安全事故向员工的补偿、破坏环

境罚款、保险金、维护直接成本（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和经营费

用等）以及延迟供货导致的罚款等，具体可以表示为：

j=1，2，3，…，n

Ct-1，j：实施 TPM的前一年的某项直接或间接成本

Ct，j：实施 TPM的年份某项直接或间接成本

综合以上五个计算因 TPM活动所产生的利润增加的公

式，TPM活动的综合绩效公式如下：

总的财务绩效=MP伊［（Nt-1-Nt）伊T1伊Pr+（Tt-1-Tt）伊

Nt伊Pr+（nt-1-nt）伊T2伊Pr+（Yt-Yt-1）伊24伊360］+悦t-1，j-Ct，j

四、全员生产维护的目标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契合

在一个具有竞争力价格水平上的能被在价值链各个环节

及时传递的高质量的产品，低安全事故率以及低环境污染是

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关键动因，同时对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更

高的社会认可度、更高的企业利润和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也有

重要影响。

如何创造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理论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市

场导向和资源导向两种研究视角上。以市场为导向的研究视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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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强调以由外向内的顺序来驱动企业竞争力的创造和提高，

即使用外部的因素来驱动企业竞争力的创造和提高，例如公

司的新设、合并以及市场结构等（Porter，1985）；以资源为导向

的研究视角强调以由内向外的顺序来驱动企业竞争力的创造

和提高，即使用内部因素来驱动企业竞争力的创造和提高，例

如公司特有资源、能力和差异化（Barney，1991）。

无论企业管理层采用哪种视角来创造和提高竞争力，是

由外向内还是由内向外，企业都应利用它的专属的、稀缺的、

不可完全复制和替代的有价值的资源来保持长期的可持续的

高盈利水平。这要求企业切实解决企业与内部效率和生产效

率相关的问题，即把企业的战略目标聚焦在相关联的、重要的

工作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例如生产、质量、员工能力以及生

产维护等工作区的相互作用和各个相关联工作区的整合。

为了实现企业的技术和财务目标，所有的关于开发、执行

和贯彻企业战略的活动会进一步转化为维护、产品和质量等

工作单元战略。如果没有成功实施相关工作单元的战略，则相

应的财务和技术效率也不能实现，这是为什么必须有效地整

合 TPM战略和与其相关联的工作单元的战略的根本原因。

TPM战略的影响可以通过为实现 TPM六大目标所精选出来

的维护战略来实现。

TPM活动涉及创造企业竞争力过程的内部经营部分，即

它能被看做是上文所述的由内向外创造和增强竞争力的研究

视角，如上图所示。这是因为 TPM尝试从合理计划和控制企

业内部资源、资产和潜能开始入手，逐步提高内部经营效率和

财务绩效，从而实现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推进，即现有市场竞

争力的巩固和提高。

采取由外及里研究视角的学者试图去实现同样或相似的

结果，但需要从另外的视角去考虑一些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

要因素。例如组织结构、企业间关系、公司的合并和分立、合

作、市场结构等，这些因素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利润率也

是关键驱动因素。这意味着对于创造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以

上两种视角是互补的关系，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冲突，仅

仅是两种有差别的研究角度而已。在许多情况下，经营水平

和战略水平的 TPM活动都不可能彼此相互孤立，企业的利

润率和竞争力能被从两个不同方向上同时实现和提高。而本

文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 TPM活动由内向外来提高内部经营

效率和财务绩效，进而实现组织的整体战略。

五、结论

以往的 TPM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表明，TPM活动只是

局限于维护部门，很少关注和维护相关联的重要的其他工作

区活动。例如，生产、产品质量、生产成本、工作环境等，所谓

的“全员参与”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企业管理层也没有把全

员生产维护真正提升到战略角度去计划、控制和实施。另外，

长期以来维护部门被看作是成本中心来进行控制，把财务绩

效目标聚焦在 TPM活动直接产生的成本控制上，而忽视了

TPM对企业内部经营综合财务绩效的贡献。

本文从 TPM活动与其相关联的工作区的相互作用出

发，以创新维护技术来驱动其相关联的工作区的技术效率的

提高，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内部经营效率和财务绩

效的增加，由内向外地创造和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真正地把 TPM 活动与企业整体战略紧密连接起

来。基于目前 TPM活动缺乏综合的财务绩效评估

指标，本文把实施 TPM活动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

成本归结为五个方面，通过计算这五个方面因 TPM

活动而各自产生的利润溢出和作为综合指标来评

估 TPM活动产生的财务绩效。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在实施

TPM 活动过程中，TPM 各个工作组人员的效率、

TPM活动组织管理的效率也是 TPM 绩效评估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施、控制

和调整也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由于 TPM活动的这

些效率难以量化，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

难点问题。另外，本文在计算综合财务绩效评估指

标时，简化了计算模型，即没有考虑五个方面的赋

权问题。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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