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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 体系： 分类 (SORT)参考表 1  
 目标： 去除工作场所内非必需的物品 

 
 
工作区 日期 姓名首字母 

“分类” (SORT)阶段检查清单 

实施 5S 前对工作场所拍照 

选定红色标签主管 

实施前记录职责任务时间 

为红色标签记录创建记录簿 

制定标准并分配时间进行分类 

在工作区附近指定红色标签区域 

将工作区红色标签区域标记好 

 
 
给非必需物品标上红色标签，以便移除 

将非必需物品存放在工作区红色标签区域内 

更新记录簿 

建立并标记中央红色标签区域 

确定红色标签区域储存时间 

记录职责任务时间 

 
 

快速参考步骤 

1.红色标签准备 

• 标识已知非必需的物品 

• 考虑标记很少使用的物品 

• 标识非必需地重复的物品 

• 标识发现无用的物品 
 

2. 开始实施 

• 指定物品并填写红色标签 

• 将红色标签牢固地贴在物品上 

• 安全地将红色标签物品移至工作区内的区域 

• 允许人员检查和取回物品 
 
 
 
 
常规工作职责任务时间 

 
 

3. “工作区”红色标签区域 

• 为工作区红色标签区域留出空间 

• 确保空间充足且方便进入 

• 用标志和地板胶带清晰地标记，以避免 
混淆 

• 确定仓储时间，以便物品定期轮换 

• 划分为“不常用”和“不使用”部分 
 

4. “中央”红色标签区域 

• 为中央红色标签区域留出空间 

• 确保空间充足且方便进入 

• 用标志和地板胶带清晰地标记 

• 确定仓储时间，以便物品定期轮换 

• 按类型划分工作区红色标签区域

 

姓名 职责 时间（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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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 体系： 整理 (SET IN ORDER)参考表 2 
目标： 为所有工作区物品指定仓储区域 

 
 
工作区 日期 姓名首字母 

快速参考步骤 

1. 记录危险、工具和清单 

• 将常用物品按优先次序贴上标签/标牌 

• 评估当前标签/标牌的有效性 

• 在所有标签/标牌上保持统一性 

• 重视提供易于识别的标签/标牌 
 

2. 确保清晰地标识管道和公用设施 

• 在管道上做标记，使之符合规定和标准 

• 用适当尺寸的标签/标志进行标记 

• 用可识别的标签/标牌对适当的公用设施 

上锁/挂牌 

• 正确标识含有危险的管道或公用设施 
 

3. 正确标识安全隐患 

• 检查标签和标志方面的管理法规和标准 

• 确保危险标签/标志符合法规和标准 

• 检查工作场所特征以标识危险区域 

• 将工人发现的危险记录在案并适当标记 

 

 
 
 

4. 给常用物品按优先次序贴上标签 

• 将常用物品记录在案并注明日期以确定必要性 

• 找到价值较高的物品，并将其存放在工作区附近 

• 正确标记工具和仓储区域 

• 用“阴影标签”标识墙面储存的工具 
 

5. 用标签标记公用设施和设备仪表 

• 确保公用设施标签/标志符合法规和标准 

• 检查公用设施标签/标志尺寸是否合适 

• 使用易于识别的标签/标牌标记公用设施 

• 确保包含危险的公用设施得到正确标识 
 

6. 检查个人防护装备 

• 确保符合 OSHA 标准 

• 评估 PPE 的可靠性和状况 

• 记录并纠正发现的问题 

• 培训所有工人正确使用 

搬迁物品日志 
 

物品 新位置（使用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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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 体系： 清洁 (SHINE)参考表 3  
目标： 维护一个干净安全的工作环境 

 
 
工作区 日期 姓名首字母 

“清洁” (SHINE)阶段检查清单 

在实施“清洁”前对工作场所拍照 

制定统一的检查方法以跟踪进度 

以小组的形式向工人解释“清洁”工作，并确定目标 

寻求工人对用于评估工作区的标准的意见 

从清洁和消除小瑕疵开始 

与员工一起检查工作区，建立完整的“清洁”职责清单 

请经理对“清洁”清单提意见并予以批准 

制定清洁职责检查清单 

为工作区储备适当的清洁用品 

分配清洁和自我监督职责 

在所有工作区人员之间轮流执行清洁职责 

张贴包含工作区内清洁日期和时间的日程表 

指派 5S 团队负责人对第一清洁期进行监督 

能够回答问题并解决清洁问题 

首先重点落实一般性清洁职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清洁”职责 

考虑将小型维修和油漆工作纳入清洁职责 

检查期间，向工人征求意见 

经理批准后，根据工人的建议采取行动 

记录职责任务时间并对工作场所拍照 

快速参考步骤 

1. “清洁” (SHINE)阶段准备工作 

• 清除明显不洁净的区域 

• 定期清除垃圾 

• 创建要清除的污染物的清单 

• 创建每天要检查的位置清单 
 

2. “清洁” (SHINE)实施 

• 提供适当的无损溶剂 

• 储备适当数量的清洁用品 

• 指派专人保管各种用品 

• 确保清洁用品不断供 
 

3. “清洁” (SHINE)日程表 

• 创建带有日期和时间标记的日程表 

• 轮换日期和时间以消除冲突 

• 对工人进行适当规程方面的教育 

• 制定工作区清洁检查清单 

• 在工作区内张贴日程表以供参考 

 

常规工作职责任务时间 
 

姓名 职责 时间（分：秒） 
   

   

   

   

   

   

   

   



4     

5S 体系： 标准化(STANDARDIZE)参考表 4  
目标： 制定一套正式的 5S 体系政策 

 
 

工作区 日期 姓名首字母 
 

“标准化”(STANDARDIZE)阶段检查清单 

审查现行的视觉传达标准 

确立视觉传达标准以实现一致性和统一性 

将新的视觉传达标准记录在案 

在所有制作标签和标志的地方张贴新标准 

确保可以使用耗材和打印机来制作适当的标签 

定期与员工会面，对 5S 进行评审 

立即实施经理批准的想法 

持续进行调整，推动 5S 发展 

让其他工厂管理体系负责人（如“ISO”经理）参与进来 

更新值班日程表，以适合长期使用 

告知工人新实施的标准 

告知经理所有的标准 

所有标准均应张贴在使用和覆盖区域附近 

不断向工人征求意见 

将新工人培训正式纳入 5S 教育 

记录职责任务时间 

对当前工作区状况拍照 

快速参考步骤 

1. “标准化”(STANDARDIZE)阶段准备工作 

• 分配任务并将其正式制定为政策 

• 定期进行 5S 体系评审 

• 考虑持续调整 

• 让其他内部体系负责人参与进来 
 

2. 促进交流 

• 与经理们分享员工的反馈 

• 将工人的反馈记录在案 

• 快速实施管理层批准的想法 

• 指出需要立即纠正的问题 
 

3. 开始实施 

• 与经理们分享工人的反馈 

• 寻求管理层批准 

• 快速实施管理层批准的想法 

• 不断寻求员工的反馈 
 

4. 促进 5S 发展 

• 确保所有经理都参与进来 

• 制定已经存在的流程/体系的清单 

• 让其他流程/体系负责人参与进来 

• 将 5S 整合到其他现有活动中 
 

5. 让每个人都参与 

• 在所有讨论中鼓励开诚布公的对话 

• 确保员工参与到该体系中来 

• 倾听想法并做笔记 

• 不断进行调整 
 

 

常规工作职责任务时间 

姓名 职责 时间（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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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 体系： 维持(SUSTAIN)参考表 5 
目标： 正式制定 5S 体系工作区政策 

 
 
工作区 日期 姓名首字母 

 

“维持”(SUSTAIN)阶段检查清单 

提供员工检查和会议日程表 

定期召开工作区会议和开展检查工作 

持续将工人反馈记录在案 

通过奖励和标语传达成功事项 

考虑召开内部 5S 更新会议 

继续定期与其他 5S 团队负责人会面 

在整个工厂内轮流履行 5S 团队负责人的管理职责 

 
 
快速参考步骤 

1. “维持”(SUSTAIN)阶段准备工作 

• 为每个工作区设计日程表 

• 在日程表上纳入常规任务 

• 确保日程表可很容易地看到 

• 必要时更新 
 

2. 定期召开会议 

• 正式召开工作区会议 

• 以检查工作给会议作总结 

• 在会上解决人们关注的问题 

• 实施经批准的员工想法 
 

常规工作职责任务时间 

 
 

定期记录职责任务时间 

定期对工作区状况拍照 

将 5S 记录保存在剪贴簿或电子文件中 

在进度报告中加入照片 

审核工厂进展情况 

定期将结果发布在工厂设施范围内的“成就板”上 

定期审查 5S 团队负责人的职责 

 
 
 
 

3. 向工作区人员征求意见 

• 保持“门户开放政策” 

• 让员工参与进来，共同寻找问题解决方案 

• 将员工建议记录在案 

• 实施管理层批准的建议 
 

4. 交流成功事例 
• 立即交流成功事例 

• 利用内部出版物和奖项 

• 用图形展示成就 

• 持续追求 5S 成功 

 

姓名 职责 时间（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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