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360 质量管理计划

完美即标准。

Converge 不断满足和超越行业需求，
因为我们深知质量远不止是获得认

证、加入联盟那么简单。

Q360 质量管理计划可确保将保障措施
落实到我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全球电

子零部件分销服务中心，保护整个供

需链。Q360 是一个多层面、完全结构
化的全球质量检测流程，对错误零容

忍，并坚定不移地实施持续改进。

我们拥有一支由经验丰富且经认证的

元件工程师、检测员和物流专家组成

的团队，我们致力于保护供应链、满

足客户的需求及时限要求。

供应商管理系统

通过我们全球供应、信誉良好、配备

成熟的供应商网络进行安全采购，从

而为产品质量把关。我们使用绩效评

分卡进行彻底筛查和持续监控，评分

选项包括产品质量历史记录、绩效及

服务履行情况、库存供应/需求及订单
历史信息。为进行独立第三方验证，

我们还开展邓白氏金融报告及 ERAI 筛
查。

Q360 质量检测流程

所有产品必须基于业界领先的 IDEA 
1010 标准，通过我们全面的 Q360 质
量检测流程。检测流程十分严格，在

分销给客户之前，产品需经过两级合

格检测员的检测。

逐步检测流程包括：

•  电子元件目视检测 – 我们经验丰富
的检测员会根据 IDEA 1010 标准对所
有进货材料进行目视检测及可靠性验

证。

•  电子元件 Q360 工程检测 – 我们经过
培训和认证的工程师会对元件进行微

观层面的评估，以确保一致性及质

量。检测过程中发现的任何差异都将

被进一步调查，以决定是否应将该零

部件视为可靠或予以拒收。

出货/发运电子元件检测

我们的检测还包括对零部件备货，以

供转售或入库。备货完毕即将转售的

产品将再接受一次检查、拍照、称

重，然后才进行包装，并开列所需的

运输单据。我们还对交付地址和标签

进行验证。

测试服务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风险，我们在安

全、联网的全球设施中使用一流的内

部测试设备，为输入和输出的产品提

供专家级产品测试。

增值服务

在某些情况下，考虑到零部件的性

质，或因客户提出额外认证要求，可

能需要进行额外层级的检测。在这些

情况下，Converge 将通过先进的元件
测试提供全套增值服务，这些测试既

可以在内部进行，也可以由经过认证

的服务合作伙伴执行，以验证产品的

真实性。我们的增值服务可灵活定制

及设计，以满足贵公司的特定需求。

持续培训

元件质量工程师和检测员还接受了严

格的 IDEA-ICE 3000 检测员认证计划
培训，并获得认证；熟练掌握业界领

先的 Q360 检测流程，其中包括 IDEA 
1010 标准。我们还为所有检测员和元
件质量工程师提供持续培训，确保其

了解最新的制造趋势、行业最佳流程

和最新仿冒与防伪技术。

认证的质量

Converge 的设施符合国际标准，确保践行我们对于持续改进质量流程的承诺。

一系列行业认证和联盟，包括：

注册

•  AS9120：质量管理标准

•  AS6081：欺诈/假冒电子器件：回避、检测、减少和处置

•  ISO 9001：质量管理系统标准

•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  OHSAS 18001：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  ANSI ESD S20.20：静电释放控制计划标准

•  国防物流局 (DLA) 土地和海洋合格供应商分销商名册 (QSLD)

•  ITAR：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  TAPA：付运资产保护协会

联盟

•  C - TPAT：海关 - 商贸反恐怖联盟

•  ERAI：成员

• GIDEP：政府行业数据分享计划

• COG：电子元件过时管理集团（德国）

• 商业和政府机构代码：CAGE 代码：3WQZ6

• IDEA：独立分销商联盟

•  IPC 会员身份：国际电子工业联合协会

凭借我们在优质全球电子零部件分销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坚定承诺，Converge 一直是技术驱动型企
业的全服务型、业界领先的供应链合作伙伴。

如欲了解有关 Converge 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美洲地区

全球总部

4 Technology Drive
Peabody, MA 01960
+1-978-538-8000
+1-800-922-6327 

欧非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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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BA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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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799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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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管理库存解决方案

客户的需求每天变更，这使库存管理

成为挑战。我们将我们的全球商品处

理专业技术与对供应链要求的深刻理

解结合，确保您的库存可高效及经济

地供应您的生产线。为最大限度地减

少风险、成本及时间，库存可在多个

站点分发，以提供最大价值。

我们仔细研究并预审供应商，以确保

与值得信赖且声誉良好的供应商合作

采购。供应商也需要接受定期审核，

以确保一直保持最佳可靠性。

满足缺货

我们的主动型数据驱动方法和国际供

应网络使我们能够在隐患发展成为问

题前识别相关隐患。我们可快速找到

稀缺元件，我们的 Q360 管理流程可确
保所有元件均为高质量产品。

过量及过时产品回收

多余库存连同过时及寿命结束 (EOL) 
的产品会导致您的库存快速失去回收

价值。我们可为 OEM、服务供应商、
白盒/数据中心设备制造商及增值转售
商 (VAR) 提供数据驱动型解决方案和
流程，帮助减少成本、增加回报并推

动回收收入。

数据驱动式供应链解决方案 
Converge 是艾睿电子的子公司，作为一家全服务型供应链合作伙伴，提供元件、过时管理和计算服务领域

基于分析数据的主动型解决方案。我们的战略解决方案可帮助客户在缺货时采购电子元件，开展过时管理

及规划，并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元件及生产后流程管理计划。

 

我们为何与众不同

我们以客户为中心的数据驱动型解决方案可量身定制，满足客户公司的目标及未来需求。 

我们的战略计划基于产品数据、专有市场情报、创新性分析方法  

以及超过 35 年的技术经验制定。

全球分销网络 

我们可通过业内最完善及最

全面的网络为您提供支持，

助您加快上市速度，实现价值

最大化，但绝不以牺牲质量为

代价。

市场情报

我们拥有 35 年以上无与伦比的
全球市场分析经验，可在日益

复杂及高要求的市场提供独到

的采购及供应链情报。

集成系统

全球联网及专有的采购和库存

分析方法，提供比其他来源更

快捷、更精准的信息。

我们的团队

拥有一支由见解独到的国际专

家组成的全球团队，他们在产

品生命周期及供应链方面具

有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专业知

识，可随时满足您当前及未来

的各种需求。

我们的采购和库存管理以及供应链专业经验涵盖所有垂直市场，包括但不限于：

• 航空与国防 • 计算 • 消费

• 家庭能源 • 工业及嵌入式 • 医疗

• 电信 • 运输 • 等等领域

集成供应链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来源
 Converge 已从独立分销商发展成为可提供主动型数据驱动解决方案、满足最苛刻供应链需求的全服务型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

元件

Converge 具有快速解决电子元件短缺问题
的市场知识和采购专业技术。凭借与原始设

备制造商 (OEM) 和电子制造服务商 (EMS) 
的密切合作关系，我们可安全采购已分配、

过时及停产电子元件 (EOL) 以及其他稀缺零
部件，缩短交付周期。

我们的动态、基于数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

在电子元件短缺对您的生产线及市场价格产

生不利影响前，识别和找到相关元件。

Converge 可提供：

• 数据分析方法
• 全球搜索
• 具有竞争力的定价
• 多元化产品系列
• Q360 质量检测流程
• 供应商管理

采购 库存管理 

Converge 能够设计和实施解决方案，
从而快速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回收，

同时遵守所有全球环境合规标准。取决

于您的具体需求，Converge 可提供：

•  直接购买方案：购买您的过量库存/过
时库存，并通过我们的全球销售渠道

进行再销售。

•  寄售计划：与您的公司密切合作，寄
售过量库存。然后，我们通过全球销

售渠道对物料进行再销售，并按双方

商定的收入分成计划分享所得收益。

•  需求机会：提供最快的上市时间，同
时客户在整个销售流程中始终持有自

己的库存。我们通过既有的终端用户

网络提供全球基础设施、市场专业分

析并创造需求机会。

我们针对电子元件过剩采取定向营销

方法，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全面考虑产

品状况、原产地及预测需求等多项因

素，积极促成供需平衡。

凭借该方法，我们能够锁定对您的产品

有需求的细分市场，并与您的团队协商

各种方案，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收的资产

总价值和回收速度，同时尽量降低整体

风险。

 

Converge 以客户为中心的解决方案可量身定制，为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提供基于数据的、可满足严苛库存及供应链需求的战略
元件生命周期计划和流程管理。我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可推动该流程。我们可根据您的业务需求和未来计划构建一支见解独到的 

国际专家团队。他们可以帮您减少干扰，提升最终利润。

计算

过时管理

FOM 分析方法
利用您现有的库存信息和物料清单，

我们可运用我们的数据分析工具和市

场专业知识为您提供关于采购内容、

采购时间及采购量的深入分析，使您

能够作出知情决策。

FOM 社区
通过国际 FOM 活动、季度出版物、
博客、访谈和可能影响到您的电子元

件供应链过时管理的最新活动及新

闻资讯，分享知识与经验。访问 www.
converge.com/community，订阅新闻
动态。

过时管理是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今天不断变化

的复杂市场力量正在增加元件过时的影响力。

为了帮助我们的客户在这些不断升级的挑战

中领先一步，我们在全球 FOM 专家、数据服

务、设备和活动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以确保

为顾客带来无与伦比的市场知识和服务。

FOM 服务

一个全球性的协作计划，助您对电子元

件供应链实施控制。我们听取您的挑

战并与您一起制定过时管理战略。我

们将您的产品采购和客户支持目标与

我们无与伦比的全球组件访问网络、市

场情报和战略见解相结合。我们将数

据转化为可操作的信息，以便您能够理

解、规划以及控制供应链中的活动。

过时管理的未来 (FOM) 是一个主动的数据驱动型战略方法，旨在使我们的客户能够控制关键元件对其供应链的访问。

FOMO
Future of Obsolescence Management 

http://www.converge.com/community
http://www.converge.com/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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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60 质量管理计划

完美即标准。

Converge 不断满足和超越行业需求，
因为我们深知质量远不止是获得认

证、加入联盟那么简单。

Q360 质量管理计划可确保将保障措施
落实到我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全球电

子零部件分销服务中心，保护整个供

需链。Q360 是一个多层面、完全结构
化的全球质量检测流程，对错误零容

忍，并坚定不移地实施持续改进。

我们拥有一支由经验丰富且经认证的

元件工程师、检测员和物流专家组成

的团队，我们致力于保护供应链、满

足客户的需求及时限要求。

供应商管理系统

通过我们全球供应、信誉良好、配备

成熟的供应商网络进行安全采购，从

而为产品质量把关。我们使用绩效评

分卡进行彻底筛查和持续监控，评分

选项包括产品质量历史记录、绩效及

服务履行情况、库存供应/需求及订单
历史信息。为进行独立第三方验证，

我们还开展邓白氏金融报告及 ERAI 筛
查。

Q360 质量检测流程

所有产品必须基于业界领先的 IDEA 
1010 标准，通过我们全面的 Q360 质
量检测流程。检测流程十分严格，在

分销给客户之前，产品需经过两级合

格检测员的检测。

逐步检测流程包括：

•  电子元件目视检测 – 我们经验丰富
的检测员会根据 IDEA 1010 标准对所
有进货材料进行目视检测及可靠性验

证。

•  电子元件 Q360 工程检测 – 我们经过
培训和认证的工程师会对元件进行微

观层面的评估，以确保一致性及质

量。检测过程中发现的任何差异都将

被进一步调查，以决定是否应将该零

部件视为可靠或予以拒收。

出货/发运电子元件检测

我们的检测还包括对零部件备货，以

供转售或入库。备货完毕即将转售的

产品将再接受一次检查、拍照、称

重，然后才进行包装，并开列所需的

运输单据。我们还对交付地址和标签

进行验证。

测试服务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风险，我们在安

全、联网的全球设施中使用一流的内

部测试设备，为输入和输出的产品提

供专家级产品测试。

增值服务

在某些情况下，考虑到零部件的性

质，或因客户提出额外认证要求，可

能需要进行额外层级的检测。在这些

情况下，Converge 将通过先进的元件
测试提供全套增值服务，这些测试既

可以在内部进行，也可以由经过认证

的服务合作伙伴执行，以验证产品的

真实性。我们的增值服务可灵活定制

及设计，以满足贵公司的特定需求。

持续培训

元件质量工程师和检测员还接受了严

格的 IDEA-ICE 3000 检测员认证计划
培训，并获得认证；熟练掌握业界领

先的 Q360 检测流程，其中包括 IDEA 
1010 标准。我们还为所有检测员和元
件质量工程师提供持续培训，确保其

了解最新的制造趋势、行业最佳流程

和最新仿冒与防伪技术。

认证的质量

Converge 的设施符合国际标准，确保践行我们对于持续改进质量流程的承诺。

一系列行业认证和联盟，包括：

注册

•  AS9120：质量管理标准

•  AS6081：欺诈/假冒电子器件：回避、检测、减少和处置

•  ISO 9001：质量管理系统标准

•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  OHSAS 18001：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  ANSI ESD S20.20：静电释放控制计划标准

•  国防物流局 (DLA) 土地和海洋合格供应商分销商名册 (QSLD)

•  ITAR：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  TAPA：付运资产保护协会

联盟

•  C - TPAT：海关 - 商贸反恐怖联盟

•  ERAI：成员

• GIDEP：政府行业数据分享计划

• COG：电子元件过时管理集团（德国）

• 商业和政府机构代码：CAGE 代码：3WQZ6

• IDEA：独立分销商联盟

•  IPC 会员身份：国际电子工业联合协会

凭借我们在优质全球电子零部件分销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坚定承诺，Converge 一直是技术驱动型企
业的全服务型、业界领先的供应链合作伙伴。

如欲了解有关 Converge 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美洲地区

全球总部

4 Technology Drive
Peabody, MA 01960
+1-978-538-8000
+1-800-922-6327 

欧非中东

Coengebouw 7th Floor
Kabelweg 37
1014 BA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31 (20) 582-6200 

亚太地区

20 Toh Guan Road
#06-00 CJ GLS Building
Singapore 608839
+65-67998088 

CONVERGE 总部位置 

数据驱动式供应链解决方案。

www.converge.com

元件 过时管理 计算

Perfection is the standard.

 linkedin.com/company/converge

 plus.google.com/110286388525076780433

在线 

 twitter.com/Converge

 blog.conver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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