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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Effectively optimize the current state by comparing different kanban system through dynamic VSM model with simulation

1. Selection of product family  (by using ABC method ）用ABC分类法挑选产品族

该企业的产品

ABC分析将基于每种产品的产量（以吨为单位）。表二列出了月产量的产品。从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最受监控的产品组包括以下产
品：2+1X0,30, 2+2X0,28, 2X0,30和4X0,28. 这四种产品的优先级最高，因此价值流分析将集中在这些关键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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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ynamic model of current state map 开发当前价值图的动态模型

1)需要基于目前生产流程图

2)收集最新最近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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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动态VSM模型（当前图）

当前价值图（红色主线显示了A30-2+1X0.30的产品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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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指数（VAi）是一个参考系数，反映增值过程步骤的时间百分比与交付周期成比例。所有四种产品的模拟结果如表V所示

3. Evaluate current state of simulation data 评估仿真数据下的当前状态，考虑可能的改善

过处理当前状态图，找到了挤出1和挤出2过程瓶颈的基础数据和可视化。此外，还包括单个流程的工作百分比和等待时间，以及所有
产品的生产前置时间、附加值指数、流程步骤数以及设计和创建未来状态图各种变体所需的其他基本数据。在分析当前状态后，发现
存在挤出1和挤出2过程，其中出现了问题，需要解决。生产过程中的这些瓶颈是低效和浪费的，有必要关注这些瓶颈。可以考虑相应
改善，比如：

1.过程中存储区2和3的等待处理时间过长
2.每周计划需要分解为每日计划
3.有必要引入看板系统来确保有效的日间计划的运行

4  Proposal variantsof future state  设计未来的状态图

提出了两种方案：

方案一（变体A)在生产模拟中使用单一看板系统。方案二（变体B）在生产模拟中最多使用三种看板系统。在设计新的工作区时，超市
和先进先出（FIFO）被用来代替仓库，为了将系统从推式改为拉式，实施了看板卡系统。看板系统的实施减少了库存，消除了停机时
间。确定了生产过程中最薄弱的因素：Crowding_out_1 and
Crowding_out_2。基于拉动原理的看板卡确保了物料的顺畅流动。随着看板卡的部署，生产站之间的互联程度更高，因为看板系统的工
作原理是从最后一个工作站传输看板信号，并始终发送工作站可以接受半成品的信号。有了看板卡，信息流和工作场所的沟通更加高
效。将模拟设置为30天，在模拟运行后，可以比较变方案1和方案2的结果并对其进行评估。

方案一（变体A）

方案二（变体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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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建立后，即方案一中的产品直接通过FIFO区域，无延迟地进入下一个直径控制过程。在方案二中，产品临时存储在超市中，并在
看板卡到达之前从中选择。从供应商到生产的材料投入也存在差异。方案A中的超市1从PPS生产管理部门接收信息，在方案二中，超市
1由看板卡系统控制。产品交付周期（见下图）表明了两个方案中产品A30-2+1的交期。该产品的不同型号之间的差异为0.1945天。该产
品的在两个方案中的差异为0.1945天。其他产品表所示。可以推断，方案一对3种产品更有利，而方案2仅对一种产品更有利.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方案一和方案二在模拟30天后超市的利用率：

每种产品的最大库存约为19-20件。最低库存量不是。方案一的平均库存水平为每种产品2到3件。方案二的平均库存为每种产品7件。方
案一的库存较低，因此在存储所需的空间方面更具优势。这表明，在企业中更合适的实施方案是方案一。

5  Value Conclusion  价值总结

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高容量低混合（HVLM），因为可变性和平行物流对其使用效率有负面影响。目前，有必要消除产品定制方面的
这些限制，分别是生产方向（按订单生产），从而扩大其适用范围。在工业4.0和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对分析过程和设计价值流的
要求也在增加。传统VSM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直接影响生产系统性能的产能控制领域。经过处理的案例研究表明，需要在选定的
模拟程序中对VSM数字化和价值流进行模拟，这有助于未来解决方案的复杂分析和设计。只有在数字企业全面实施后，即在CPS/网络
物理系统、物联网/物联网等应用之后，数字VSM的潜力才能得到充分利用。它能够在元素和单元之间创建网络和通信，并实时收集和
处理数据，如大数据、云计算。

相关的问题:

关联到 未来工厂 - 方案 #79: 如何通过与模拟仿真结合的动态VSM找到最佳改善组合？ Optimize:供应链 一月 2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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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到 未来工厂 - 场景 #101: 动态降本魔方的工作方法 Develop:生产 二月 0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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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Holly

这是一个动态VSM的方案： 方案 #103: 通过与模拟仿真结合的动态VSM精准高效降低交期与库存

如果你关注动态VSM后面的原理（排队论），我这里有个会持续更新的文章：  https://kaizen.feishu.cn/docs/doccnbI5ZCvgsPsh05C2iJq2c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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