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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tab EngageTM

构思
想法既可以凭空产生，也可以来自意料之外。无论想法来自何处或由谁发现了它们，您都要首
先确定目标并收集这些想法。

了解有关想法和创新表单的更多信息 >>

Minitab Engage 是一款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 
在设计上，该解决方案能够在从想法产生到执行的过
程中启动、跟踪、管理和共享创新和改进计划。
加快增长和提高盈利能力将从好想法开始，并以稳健的执行力结束。

Minitab Engage 的独特设计宗旨是帮助组织制定改进和创新计划，它不仅会借助问题解决工具和久经验证的项目管理方
法执行这些计划，然后还会实时跟踪关键绩效指标以展示 ROI。

Minitab EngageTM

希望与我们交流以了解更多信息或者要解决具体问题？

与 Minitab 沟通

培养创新文化
完全定制化的想法表单鼓励参与，并在组织中的个人
有想法涌现时可以随时随地收集所有个人想法。

评估想法潜力和调整
想法并非都视同一律。在提交者根据与组织需求保持
一致的标准对其想法进行评分后，可通过想法表单自
动计算加权收益、投入和风险评级，从而在面对涌现
的创新和改进机会进行评估和确定优先级时提供所
需的见解。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free-trial/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solutions/idea-innovation-platform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free-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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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tab EngageTM

使用强大的工具自信地完成 
Minitab Engage 中的项目管理器功能可以让
您规划好整个过程的每一步，然后通过强大
的可视化工具和表单（如根本原因分析、五个
为什么、SIPOC、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 (FMEA) 
等）实现卓越执行。

轻松地按计划推进项目 
当项目需要团队成员关注（包括批准、评审和
即将来临的里程碑）时，通过及时发送电子邮
件通知，并在自动备份项目时避免返工。

与 Minitab Statistical Software  
集成 
通过在 Minitab Engage 中直接发送或嵌入 
Minitab Statistical Software 输出，获得更深
入的见解。 

评估
现在，想法已准备接受审查。评估并选择最好的想法，以确保您把握适当的机会，然后通过规划如
何将其付诸实践来启动您的项目。

加快评估想法和创新
通过指导委员会简化想法筛选，因此确保相应的人员收到通知，待办事项不会淹没在繁重工作中并且让想法转变为实际
项目。

从久经验证的方法开始 
在您准备开始时获取久经验证的问题解决方法（如 DMAIC、DFSS、计划-执行-检查-处理 (PDCA)和 Kaizen Events），或者
定义您自己的方法。

使用有价值的头脑风暴和图表工具可视化计划 
利用 Minitab Engage 中可用的全面资源套件打造您的团队和项目并获得成功，其中包括：

脑图 

通过具有非结构化显示的全新可视化布局，收集、展示和
组织相关想法和概念。

相关关系图 

将想法和构思组合成具有共同主题或关系的易于识别的
可视化子组。

鱼骨图 

为您的过程或项目的整体视图绘制并标识每个相关
元素。

Monte Carlo 模拟 

以快速高效的方式模拟、预测过程或产品的结果，并
优化所有输出。

查看此处包含的项目工具的完整列表 >>

执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吗？确保您的项目按计划完成和执行，然后进行项目创新，并在整个组织
中就您的成功实现商业化。

双管齐下
Minitab Engage 既有桌面应用程序也有基于
云的 Web 应用程序。当团队完成他们的计划
和项目时，关键数据会自动备份以确保不必
返工，并自然地提高对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可见
性，以便您的成功显而易见。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free-trial/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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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 ROI
利用 Minitab Engage 中提供的持续、实时的见解来研究 ROI，了解有效措施，并不断地复制这些成
功举措。

获取最新的项目状态 
实时控制台可以让您立即查看改进和创新计划的状态，帮助您根据需要修正和调整进程。

使用动态控制台跟踪 KPI 
无论是整个计划还是专注于特定的项目、团队或部门，都可查看赏心悦目、动态且实时的计划绩效指标跟踪。 

“控制台功能帮助我们在整个组织的关键成本节省
项目方面建立了更多的权责。”

制造业高级持续改进经理

“它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我在市场上还没有发现类
似高质量的产品。而且，这些工具正是我们一直所
寻找的。”

食品与饮料行业持续改进工程师

“我在多家公司教授 LSS 黑带和资深黑带，我不会
向他们推荐任何其他软件来管理其项目。Minitab 
Engage* 成效非凡。”

教育培训师

“Minitab Engage* 对我们的精益计划至关重要。
它允许我们通过简化项目管理来“精益”我们的工
作，包括导入 Minitab Statistical Software 分析输
出。”

消费品领域精益专员

用户观点

“我喜欢为每种项目类型提供的工具和模板。 
我喜欢 Minitab [Statistical Software] 本身， 
Minitab Engage* 组件恰好增强了这两种软件
的使用性。”

金融服务业精益六西格玛资深黑带

*之前称为 Companion by Minitab

似曾相识？
Companion by Minitab® 已经升级为 Minitab Engage™。

借助 Minitab Engage，组织能够通过虚拟意见箱收集想法，获得赞助
并将想法付诸实践，同时加快从构思到执行的整个创新过程。

Minitab Engage 可使用您现有的 Companion by Minitab 许可
证，打开所有 Companion 文件，并与最新版 Minitab Statistical 
Software 集成。

创建可供共享的报告 
轻松生成报告和控制台，以记录成功和贡献，然后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和领导层共享，以扩大认知和在组织中的影响。

确认并重复成功 
激励团队通过在构思到执行过程中，使用 Minitab Engage 来启动、跟踪、管理和共享创新和改进计划，从而在整个组织中
复制成功。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free-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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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tab EngageTM

入门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
功能强大的统计软件

机器学习和预测
分析软件

随时随地参加在线培训学习，
掌握统计知识和 Minitab

数据分析和预测建模

质量解决方案

利用数据访问、数据自动化和
数据治理提供全方位的见解

数据变换

Quality Trainer

Minitab®

SPM

可确保过程与产品卓越性的
可视化工具

可视化业务工具

Minitab Workspace®

Minitab ConnectTM

启动、跟踪、管理和执行创新
及改进计划

项目构思与执行

Minitab EngageTM

Minitab Model OpsTM

模型部署和监控

在简单但功能强大的平台上
进行模型生命周期管理

Real-Time SPC
Powered by

监控、应对及交付即时质量
和过程监控

https://www.minitab.com/legal/trademarks/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free-trial/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quality-trainer/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minitab/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spm/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workspace/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connect/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engage/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modelops/
https://www.minitab.com/products/real-time-sp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