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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模具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由浙江省模具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百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追新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创元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台州市天网网络有限公司、温州中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浙江精诚模具机械有限公司、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远东制模有

限公司、浙江台州美多模具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星泰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根兴、徐胭脂、王红伟、沃天斌、奚德领、徐康剑、陈福蓬、周海宇、干洋

洪、朱强、刘东、刘晨、李柏宣、龙雨琦。 

本文件由浙江省模具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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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企业数字化建设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全流程模具企业数字化建设的术语、定义、缩略语、评价原则、建设框架和评价内容，

并给出了评估方法和评估过程。 

本文件适用于全流程模具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提升智能制造建设水平和第三方机构评估企业

数字化建设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845  模具 术语 

GB/T 18725  制造业信息化 技术术语 

GB/T 37413  数字化车间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 8845、GB/T 18725、GB/T 37413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industrial enterprises 

企业数字化分为内部运营管理数字化、外部商业模式数字化和行业平台生态数字化三大部分。数字

化转型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它对传统企业提出了将原有业务与数字化技术结合，进行创新，

实现企业业绩增长与持续发展的变革要求。 

3.1.2  

全流程模具企业  whole process mold enterprise 

包含模具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全流程的模具生产企业。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HP：层次分析（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ICT：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ES：制造执行系统(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 

4 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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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建设评价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科学性：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科学、合理； 

b) 导向性：评价应有利于企业数字化的改进和发展； 

c) 统一性：同次、同类评价采用统一的指标体系，并执行统一的评价程序； 

d) 客观性：评价应尊重企业实际情况，以客观数据为依据； 

e) 公正性：要对评价过程进行规范和监控，以防弄虚作假。 

5 建设框架 

模具企业数字化建设由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和数字化发展三部分构成，数字化建设框架见图1。 

 

图1 数字化建设框架 

6 评价内容 

6.1 数字化建设指标体系 

数字化建设内容包括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和数字化发展三部分，数字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见附

件A。 

6.2 数字化基础 

应评估数字化相关基础设施和条件建设的水平情况，重点评估： 

a)  在数字化转型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基本情况和水平； 

b） 基于基础建设现状，制定实施数字化转型发展规划； 

c）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水平，以及通过数字方法和设备进行连接的水平。 

6.2.1 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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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评估自动化、数字化建设、信息系统运维以及研发投入等相关资金投入的水平，以反映出模具

企业数字化创新发展情况。重点评估： 

a） 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设施等构建和运行维护投入水平； 

b） 在 IT设备、软件与系统构建过程中，用于购置、租赁、项目实施、咨询、培训、服务外包等

投入水平； 

c） 在 IT设备、软件与系统使用和维护过程中，用于购置、租赁、项目实施、咨询、培训、服务

外包等投入水平； 

d） 企业信息化开发的投入水平。 

6.2.2 组织和规划 

应评估数字化建设规划制定和实施情况，数字化转型团队建设情况，重点评估： 

a） 数字化规划的制定情况和企业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内容覆盖、滚动和调整情况以及执行水

平； 

b） 数字化专职人员队伍建设情况和职责定位，主管领导的层级以及与研发、生产和管理人员的

信息化相关程度； 

6.2.3 设备设施 

应评估设备设施以及与信息化紧密的工业设施等设备设施水平，重点评估： 

a） 工业设备设施的智能化或数字化水平； 

b） 智能化或数字化工业设备设施数据获取和传输情况； 

c） 生产过程监测控制的数字化水平。 

6.2.4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应评估模具企业内部网络建设水平和信息获取、标准化、积累、整合的集中管理等信息资源建设

情况，重点评估： 

a） 企业信息化架构和网络环境建设水平； 

b） 企业数据资源采集情况及数据集中管理和应用水平； 

c） 信息化资源的积累和整合情况，以及云服务水平； 

d）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保障、信息资源安全与灾备建设情况。 

6.3 数字化应用 

应评估数字化场景引入到整个模具企业情况，以及信息化、数据化和智能化的应用深度，重点评

估：数据采集传输、信息系统或平台的完善度，流程、效率可视化和精准度。 

6.3.1 研发设计 

应评估企业的车间规划设计情况，研发生产效率，以及工艺流程设计和现场作业下发情况。重点

评估： 

a） 工厂（车间）规划水平，现场数据资源采集和传输情况； 

b） 产品设计或生产设计打通全业务链水平； 

c） 工艺设计、工艺管理、工艺流程和工艺文件现场作业下发和作业情况。 

6.3.2 生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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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评估企业的生产计划调度情况，生产过程零部件、试模和产品质量追溯和实体仓库管理情况，

重点评估： 

a） 编制生产作业计划的水平； 

b） 产线物料的配送方式； 

c） 装备联网率提升情况； 

d） 模具生产过程和试模中数据采集、传输情况； 

e） 模具质量检测和质量信息追溯情况； 

f） 实体仓库管理以及智能化应用水平。 

6.3.3 经营管理 

应评估企业的财务管理，采购管理，成本管理、销售管理，内部物流，装备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

重点评估： 

a） 财务系统以及与其集成的业务系统范围； 

b） 采购管理全流程智能化应用水平； 

c） 企业成本管理水平； 

d） 销售与生产、仓储、采购和物流打通； 

e） 对物流信息进行跟踪反馈水平； 

f） 对装备的管理水平； 

g） 薪酬设计和核算及发放管理。 

6.4 数字化发展 

6.4.1 科学发展 

应评估企业的预实分析数据和决策支持水平，重点评估： 

a） 预算指标、实际进度跟踪、事后预实分析情况； 

b） 预实分析数据支撑企业实现全面绩效管理情况。 

6.4.2 集成应用 

应评估模具企业智能化的水平，重点评估企业信息化系统的纵向集成、横向集成和端到端集成情

况： 

a） 生产设备设施数据采集与制造执行系统 MES的数据传输情况； 

b） 模具企业内部所有环节业务数据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优化的水平； 

c） 模具企业之间通过价值链以及信息网络实现资源整合情况； 

d） 从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使用维护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e）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价值链创造以及价值链上不同企业资源的整合水平。 

6.4.3 协同创新 

应评估协同创新应用水平，重点评估： 

a） 模具企业开展大数据的利用情况； 

b） 模具企业自主研发工业 APP情况； 

c） 模具企业利用新 ICT技术产生新的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等。 

6.4.4 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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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评估数字化直接或间接对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提升情况： 

a)  模具企业成本利润率提高情况； 

b） 模具企业人均劳动生产率提高情况； 

c） 模具企业试模成功率提高情况； 

d） 模具企业存货周转率提高情况； 

e） 模具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度。 

7 评价方法 

7.1 指标权重确定 

数字化建设评价采用AHP法进行，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权重和均为 1。AHP法是一种定

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使复杂的系统整体分解清晰，把多目标、多准则的决策转

化为多层次、单目标的两两对比，然后只进行简单的数学运算即可。基本方法如下： 

a) 按评价体系中各指标间的隶属关系由高到低排成若干层次，建立不同层次件的相互关系，构造

一个各指标之间相互联合的有序递阶层次结构； 

b) 根据层次结构，通过对一定客观现实的判断，就每一层次的相对重要性给予定量表示，运用数

学方法，去诶定每一层次中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c) 检验判断的逻辑一致性，综合这些判断，确定各指标的相对权重，通过排序结果对问题进行分

析决策。 

7.2 计算方法 

7.2.1 二级指标评分为三级指标评分的加权求和，应按照公式（1）计算： 

………………………………………………（1） 

式中： 

A  ——二级指标评分； 

Xi ——三级指标评分； 

αi ——三级指标权重。 

7.2.2 一级指标评分为二级指标评分的加权求和，应按照公式（2）计算： 

………………………………………………（2） 

式中： 

B  ——一级指标评分； 

Ai ——二级指标评分； 

βi ——二级指标权重。 

7.2.3 建设评分为一级指标评分的加权求和，应按照公式（3）计算：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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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设评分； 

Bi ——一级指标评分； 

γi ——一级指标权重。 

7.3 等级确定 

模具企业数字化建设评价满分为100分，根据评价分数为3个级别，分别为领跑级、示范级、达标级。

评分和等级对应情况见表1。 

表1 评分和等级对应表 

建设等级 评分 

领跑级 85≤Y 

示范级 75≤Y<85 

达标级 60≤Y<75 

8 评价流程 

8.1 评定流程 

数字化建设评定流程包括自评阶段、启动阶段、规划阶段、执行阶段和收尾阶段。 

8.2 启动阶段 

8.2.1 申报企业提出评价需求，递交评价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评定组织方应对企业所提交的申请材

料进行审核，确认企业所从事的活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了数字化相关活动，并根据申请评定范围、

评定等级及其他影响因素，确定是否受理评定申请。 

8.2.2 评定组织方应组建一个具备专业评估能力与经验的专家组实施评定活动，专家职责为： 

 a)  应通过审阅申报材料和访谈、观察、采集等方式获取评定证据，并确认评定证据的充分性与适

宜性，以支持评定过程和结论； 

 b)  应基于评定证据客观公正地对评定指标进行打分、计算并完成结果统计，以支持评定结论； 

 c)  应维护企业信息的保密性和安全性。 

8.3 企业自评 

拟申报企业按照数字化建设评价表进行自我评价，确定数字化建设等级，包括数字化基础建设、数

字化应用和数字化转型发展三部分内容。 

8.4 执行阶段 

进行数据采集，并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评定专家应填写各指标相应得分，并计算综合得分。

专家组与企业沟通后形成数字化评价报告，报告应包括评定结论和建议及改进方向等。 

8.5 收尾阶段 

反馈数字化评价报告给企业，对评价结果进行妥善处理，如颁发证书或发布评价结果，评价工作的

总结与确认，结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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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数字化建设指标体系 

表A.1  数字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1 

数字化基础

（25） 

投入 三年数字化投入占模具产值比例 
企业三年数字化投入占模具产值比例

情况 

2 

组织规划 

发展规划 企业数字化规划和实施情况 

3 团队建设 
企业数字化组织建设和专职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 

4 装备设施 智能制造装备率 
智能制造装备率（智能制造装备数/装

备总台（套）数）×100% 

5 

信息网络基础

设施 

内部网络建设 
企业信息网络架构和网络环境建设水

平 

6 信息化标准化 实现统一管理的信息编码覆盖 

7 云服务 企业使用云服务水平 

8 数据平台建设 
企业数据资源采集情况及数据集中管

理和应用水平 

9 网络信息安全 

企业信息网络安全保障情况，包括网络

设备物理安全防护，数据、设备、用户、

加密软件等认证，安全监控审计，日志

记录，数据和配置信息备份 

10 

数字化应用

（40） 

设计研发 

工厂（车间）规划 

企业的车间、生产线、设备、工艺等规

划设计，以及基于数字化和虚拟化的仿

真和布局情况 

11 产品设计 

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并打通全业务链

条，实现业务过程的效率、质量及成本

问题的改善 

12 工艺设计和管理 

企业建立工艺模型，并进行工艺设计、

工艺仿真、工艺分析和优化情况，评价

企业现场作业下发和作业情况 

13 

生产制造 

装备联网率 
设备联网数（与生产信息管理系统相连

的装备台数）/装备总台数×100% 

14 计划调度 
企业编制生产作业计划的方式，及人工

干预调整和协同的程度 

15 产线物料配送 产线物料的配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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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数字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16 

数字化应用

（40） 

生产制造 

试模和量产过程信息实时追溯 

企业试模和量产过程中数据的采集、传

输和应用情况，包括接单、报工、生产

进度、报表汇总 

17 质量控制和检测 
试模和量产模具质量检测的方式，实现

模具质量控制和产品质量信息追溯 

18 仓储运行 

企业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对实体仓库进行编号跟

踪等智能化升级改造 

19 

经营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系统以及与其集成的业务系统范

围 

20 采购管理 
企业采购管理全流程（采购报价、快速

响应）的智能化应用水平 

21 成本管理 
企业应用信息系统实现的 QCD成本管

理功能 

22 销售管理 
企业销售管理的数字化，对销售数据进

行分析和预测，带动相关业务的优化 

23 物流配送 

根据生产考虑不同的物流配送模式，对

物流信息全流程跟踪与反馈，并考察企

业物流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实现物流业

务优化与协同 

24 装备管理 
企业设备台账电子化，评价装备的运

维、保养方式 

25 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培训和薪酬、绩效

等信息化管理水平 

26 科学发展 战略管理 

结合企业生产经营、财务预算、市场趋

势等数据分析，看板和驾驶舱的普及，

为企业战略规划、落地提供支撑 

27 

数字化发展

（35） 
集成应用 

纵向集成 

企业是否实现从底层的传感器和数据

采集系统，到 MES，再到 ERP的互联互

通和数据集成 

28 横向集成 

企业是否能通过系统实现相关数据的

跨企业自动传输，创新、制造和服务等

资源的跨企业整合以及生产过程和供

应链的协同优化 

29 端到端集成 

企业是否通过系统实现设计、工艺、生

产、销售、物流、安装、服务等产品全

生命周期的集成管理，打通纵向和横向

实现端到端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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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数字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30 

数字化发展

（35） 

协同创新 

大数据应用 

企业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据管理

和分析平台，能够更高效和更有效地处

理海量数据和多维度复杂数据 

31 工业技术软件化 

工业知识和经验通过软件作用于工业

活动的情况。包括算法、模型或新的知

识。考察工业 APP 应用场景和数量 

32 新模式 
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新的企业运营模

式和新的业态 

33 
效益提升 

经济效益 

企业近三年成本利润率（利润/成本×

100%）提高情况、人均劳动生产率（产

品数量/生产时间×100%）提高情况、

产品试模成功率（试模成功数/产品总

数×100%）提高情况、产品库存周转率

（360/存货周转天数×100%）提高情况 

34 社会效益 企业的社会贡献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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