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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的有关术语和定义、要求、企业相关要求、评价方法和评价

程序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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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3-201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 

GB/T 25486-2010 网络化制造技术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化技术改造 intelligentize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由自动化技术、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制造技术汇集而成的，对现有设施、生产装备及生产工艺进行

的技术改造。 

3.2  

离散型制造  discrete manufacturing 

产品的生产过程通常被分解成多个加工任务，由若干个生产制造单元组成。离散制造典型行业有机

械、汽配、轻工、家用电器及电子信息等。 

3.3  

流程型制造 flowing manufacturing 

在制造型企业中，生产是连续性的，物料是均匀的、连续地按一定工艺顺序运动的，特点是工艺过

程的连续性。流程制造典型行业包括化工（塑料、药品等）、炼油、冶金、食品、造纸等。 

3.4  

5S管理 5s manageme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2S8SGXQl9FmIjNecWA39mi1Pu_wiTg-9TFkTDmRqoUXHPz7AGd9wwyXuBdMqZ9OAe1kmKoJzgdWiLJfRU4iyf4YXpAuiK50qF52ecvfVRzLKC9FnRVxHNGKDQGCaxZ7_
https://baike.so.com/doc/5841407-6054239.html
http://www.baidu.com/link?url=gC9vwko9hmIAp7YMnMeZgyti9o6_MjZMGULezs-LHeWJR_nDRX-BDUAywVe-6KRx4aJI_J-YKwwJKXtWWw7AcyL0itGbf2sIaIQBIi-IADZUYAhd-8VzD3tJu8CQz3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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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现场（包括车间、办公室）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包含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五个

项目。 

3.5  

设备预警  equipment warning 

生产设备具有自诊断功能，可发出预警信号。 

3.6  

工业机器人  industrial robot 

可自动控制、可重复编程、多用途的操作机。可对三个或三个以上轴进行编程，可固定或移动，在

工业自动化中使用。 

[GB/T 12643-2013，定义2.9] 

3.7  

目视化管控  visual management 

利用形象直观而又色彩适宜的各种视觉感知信息来组织现场生产活动，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

管理手段。 

3.8  

看板  dashboard 

可以显示生产过程信息的电子显示屏。 

3.9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 

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集信息技术与先进管理思想于一身，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为企业员工及

决策层提供决策手段的管理平台。 

3.10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Product Data Management 

用来管理所有与产品相关信息（包括零件信息、配置、文档、CAD文件、结构、权限信息等）和所

有与产品相关过程（包括过程定义和管理）的技术。 

3.11  

数据采集  data acquisition  

从传感器和其它待测设备等模拟和数字被测单元中自动采集非电量或者电量信号,送到上位机中进

行分析，处理。 

3.12  

设备效率  device efficiency 

http://www.baike.com/wiki/%E6%95%B4%E7%90%86
http://www.baike.com/wiki/%E6%95%B4%E9%A1%BF
http://www.baike.com/wiki/%E6%B8%85%E6%89%AB
http://www.baike.com/wiki/%E6%B8%85%E6%B4%81
http://www.baike.com/wiki/%E7%B4%A0%E5%85%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RP%E7%B3%BB%E7%BB%9F
http://www.baidu.com/link?url=oNe49Ka22OCOmTWmr-_7wrzG098FE7yrni1a5rVfCpET7ICmilmTvMd9O6Zq9xsvGnHp6KaLrandjV2vX0-B4uhccs0tDs995rdOxfSDJgO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E%A1%E7%90%86%E6%80%9D%E6%83%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A0%E6%84%9F%E5%99%A8/2675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A%E4%BD%8D%E6%9C%BA
http://www.baidu.com/link?url=F1mUFnnvn9UDU5y8wlkJirKhKjQGpvvXjIKwV6UCzVOW13cHcJE3orF2xAoCRyui67skPsV8DVaamV9E9dPKKJRUiBB2lWEp4tUQ7qdrvQgoCnbReRDEZBNsYNzraw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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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实际的生产能力相对于理论产能的比率。 

3.13  

生产物流管理  production logistic management 

生产物流系统的管理，发出实时、具体的物流指令，调度物流资源、驱动物流设备、控制物流状态，

按排产计划与调度要求为生产过程各个工位或区域，供应生产作业所需物料，保障车间生产的任务有效

完成。 

3.14  

质量追溯  quality traceability  

在生产过程中，每完成一个工序或一项工作，都要记录其检验结果及存在问题，记录操作者及检验

者的姓名、时间、地点及情况分析，在产品的适当部位做出相应的质量状态标志。 

3.15  

柔性化  Flexible Manufacture System 

通过可编程自动化技术使同一生产系统可以同时生产不同的相似产品。 

注：改写GB/T 25486-2010，定义2.93。 

3.16  

制造执行系统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一套面向制造企业车间执行层的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可以为企业提供包括制造数据管理、计划排

程管理、生产调度管理、库存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心、设备管理、工具工装管理、

采购管理、成本管理、项目看板管理、生产过程控制、底层数据集成分析、上层数据集成分解等管理模

块。 

3.17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把人、过程和信息有效地集成在一起，覆盖了产品从诞生到消亡的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开放的、

互操作的一整套应用方案。 

3.18  

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在满足一定的客户服务水平的条件下，为了使整个供应链系统成本达到最小而把供应商、制造商、

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有效地组织在一起来进行的产品制造、转运、分销及销售的管理方法。 

3.19  

先进过程控制 Advanced Process Control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A%B6%E6%80%81%E6%A0%87%E5%BF%97
http://www.baidu.com/link?url=Rgm45xptsRcYPv7apctTm82yG1QVlCQKfZX1AgRuuu4GZ7IAs6MmvmO_yoW6lzflVJDY8afQy8_dXDgzHCMXu4EGZDszUl2SsE3PSpgH4gTfZpNcZL714Px8zARHWz1O
http://www.baike.com/wiki/%E4%BE%9B%E5%BA%94%E9%93%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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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先进的控制理论和控制方法，以工艺过程分析和数学模型计算为核心，以工厂控制网络和管理

网络为信息载体，使生产过程控制由原来的常规PID控制过渡到多变量模型预测控制，来管理流程中的

复杂交互，以减少过程可变性，使制造更接近设计的操作约束。 

3.20  

实时优化 Real Time Optimization 

过程系统实时优化技术。利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给定变量来预测产品性能或特性，及时调整最佳操

作条件，从而保证产品性能或特性达到最佳的工业控制过程。 

4 要求 

4.1 离散型制造评价体系 

4.1.1 评价体系框架 

离散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体系由基础与环境、自动化、数字化、综合效果和其他项五大类指

标组成。总分100分，其中，基础与环境10分、自动化50分、数字化30分、综合效果10分组成。其他项

为加分项，按照本规范有关规定确定。体系框架图如图1 所示。 

 

图1 离散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体系框架图 

4.1.2 评价表 

离散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表由内容、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及评价要求四部分组成。评价表见

表 1。 

表1 离散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表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一、 基础和

环境 

（10 分） 

LI1 

项目管理 

(4 分） 

组织领导（2 分） 
成立项目小组（1 分）；组织结构明晰，责任明确，组员必须包

括自动化及信息化负责人（1分） 

工艺流程（1 分） 工艺流程合理，项目有流程图并按流程图实施。 

成本和绩效管理

（1 分） 
对项目有成本和绩效核算报告。 

信息基础 

（4 分） 

设备信息互联互

通（1 分） 
生产设备有通讯网络连接。 

数据库平台 

（1 分） 
配有数据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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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离散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表（续）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一、 基础和

环境 

（10 分） 

LI1 

信息基础 

（4 分） 

数字化设计应用

（1 分） 

项目产品采用三维设计或仿真优化等先进技术，实现产品数字化

三维设计与工艺仿真。 

信息安全（1 分） 
建有信息数据中心，拥有可靠的信息安全技术，确保整个工厂的

信息安全。 

车间总体布局

（2 分） 

设备布局（1 分） 合理、规范、安全，物流顺畅。 

车间管理（1 分） 5S 管理。 

二、 自动化

（50 分） 

LI2 

 

生产加工设备

（24 分） 

数控化率（6 分） 

数控装备的数量除以装备的总数量的百分比。主要生产装备数控

化率 20%以下不得分；20%（含 20）—40%得 2 分；40%（含 40）

-60%得 4 分；60%（含 60）以上得 6 分。 

设备预警（6 分） 生产设备具有自诊断功能，可发出预警信号。 

设备先进水平 

（6 分） 

生产线主要设备技术参数、工作性能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国

际先进 6 分，国内行业领先 4分）。 

生产线自动化 

水平（6 分） 

上料、加工、检测、下料、包装等工序设备实现自动化连线的程

度。（按连线程度，分别给予 1-6 分） 

质量控制 

（6 分） 
在线检测（6 分） 

生产线上主要节点装传感检测装置（3 分），可以实时采集和监

控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3分）。 

产品物流及搬

运（12 分） 

原料物流（4 分） 实现自动化。（按自动化水平，分别给予 1-4 分） 

工序间半成品 

物流（4 分） 
实现自动化。（按自动化水平，分别给予 1-4 分） 

成品物流（4 分） 实现自动化。（按自动化水平，分别给予 1-4 分） 

机器人应用 

（8 分） 

工业机器人 

应用率（8 分） 

现有机器人应用自动化工序占可用工序总数的比例。工业机器人

应用率在 20%以下不得分；20%（含 20）—40%得 2 分；40%（含

40）-60%得 5 分；60%（含 60）以上得 8 分。 

三、 数字化

（30 分） 

LI3 

 

车间计划 

与调度 

（9 分） 

目视化管控 

（5 分） 

车间有看板（2 分），生动形象的组织生产，解决出现的各种问

题，改善现场的生产秩序，维持生产作业的持续运行（3 分）。 

企业资源管理 

系统 

（4 分） 

有生产控制（计划、制造）、物流管理（分销、采购、库存管理）

和财务管理（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模块，一个模块加 1分，

最高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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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离散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表（续）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三、数字化

（30 分） 

LI3 

 

产品及工艺执

行管理 

（8 分） 

产品管理（4 分） 
建立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PDM（2分）；动态采集生产线产品的规

格、型号（1 分）及生产人员生产的产品数量规格等数据（1 分）。 

工艺管理（4 分） 
作业文件、作业程序无纸化管理，实现自动下发、数字化管理（2

分）；生产工艺按照程序执行（2 分）。 

车间设备管理

（7 分） 

设备状态采集 

（4 分） 
动态采集生产设备的运行参数和生产相关数据。 

设备效率统计 

（3 分） 
可以动态统计设备运行效率。 

生产物流管理

（3 分） 

物流管理的数字

化（3 分） 

运用条形码管理等系统，进行调度物流资源、调度物流设备、控

制物流状态,有相关数据库。 

质量控制和 

追溯（3 分） 

质量数据动态采

集与处理（3 分） 

基于动态数据库的指标监控、基于关系数据库的指标监控、追溯

条件较为完善。 

四、综合效果 

（10 分） 

LI4 

正向指标 

（2.5 分） 

人均生产效率

（2.5 分） 

按人均生产效率提高率*20 得分，最高得 2.5 分。 

（人均生产效率提高率=(改造后单位时间人均生产能力/改造前

单位时间人均生产能力-1)*100%） 

逆向指标 

（7.5 分） 

产品不合格率 

下降率（2.5 分） 

产品不合格率下降率*20 得分，最高得 2.5 分。 

（产品不合格率下降率=(改造前的产品不合格率-改造后的产品

不合格率)/改造前的不合格产品率*100%）。 

单位产值能耗

（2.5 分） 

按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率*30 得分，最高得 2.5 分。 

（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率=（ 改造前单位产值能耗-改造后单位产

值能耗)/改造前单位产值能耗*100%）。 

产品成本下降率

（2.5 分） 

按产品成本下降率*20 得分，最高得 2.5 分。（产品成本下降率=

（改造后单位产品成本/改造前单位产品成本-1)*100%） 

五、其他项

（10 分） 

LI5 

柔性化 

（3 分） 

生产设备的加工

兼容性（3 分） 

生产线是否支持多型号、多规格产品的混流生产，转换产品型号

方便快捷。 

制造执行系统

（4 分） 

建立车间制造执

行系统（4 分） 

建立并与数据库平台互联互通，实现计划、排产、生产、检验的

全过程闭环管理。 

产品生命周期

（3 分） 

产品全生命周期

管理（3 分） 

是否存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的业务流程，引导产品从概念到生命

结束的整个过程。 

 

4.2 流程型制造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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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评价体系框架 

流程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体系由基础与环境、自动化、数字化、综合效果四大类指标组成。

总分100分，其中，基础与环境10分、自动化35分、数字化45分、综合效果10分组成。体系框架图如图2 

所示。 

 

图2 流程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体系框架图 

4.2.2 评价表 

流程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表由内容、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及评价要求四部分组成。评价表见

表2。 

表2 流程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表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一、 基础和

环境 

（10分） 

TI1 

项目管理 

(4 分） 

组织领导（2 分） 
成立项目小组（1 分），组织结构明晰，责任明确，组员必须包

括自动化及信息化负责人（1分） 

成本和绩效管理 

（2 分） 
对项目有成本和绩效核算报告。 

工厂/车间设计 

（4 分） 

总体工程设计 

（2 分） 
工厂/车间的总体工程设计已建立系统模型。 

工艺流程及布局 

设计（2 分） 
工厂/车间的工艺流程及布局已建立系统模型。 

车间总体布局 

（2 分） 
车间管理（2 分） 实现 5S 管理。 

二、自动化 

（35分） 

TI2 

生产过程 

（18 分） 

自控投用率 

（4 分） 

工序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按规定的程序或指令自动进行操作或

控制的比例。70%以下不得分；70%（含 70）—80%得 2 分；80%

（含 80）-90%得 3 分；90%（含 90）以上得 4 分。 

设备预警（4 分） 生产设备具有自诊断功能，可发出预警信号。 

实施 APC（3 分） 关键生产环节实施先进过程控制 APC。 

实施 RTO（3 分） 关键生产环节实施实时优化 RTO。 

生产线先进水平 

（4 分） 

生产线主要技术参数、工作性能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国际

先进 4 分，国内行业领先 2 分）。 

 

流程型制造智能化技

术改造评价体系 

基础与环境 自动化 数字化 综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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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程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表  （续）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二、 自动化 

（35分） 

TI2 

质量控制 

（6 分） 
在线检测（6 分） 关键工艺参数、质量指标采用在线分析仪、智能传感器检测。。 

产品物流及 

搬运（8 分） 

原料物流（3 分） 半自动化得 1.5 分，基本实现自动化得 3 分。 

成品物流（5 分） 
实现自动化，得 2 分；实现智能化，得 4 分；建立智能仓储，得

5 分。 

机器人应用 

（3 分） 

工业机器人 

应用率（3 分） 

现有机器人应用自动化工序占可用工序总数的比例。工业机器人

应用率在 20%以下不得分；20%（含 20）—40%得 1 分；40%（含

40）-60%得 2 分；60%（含 60）以上得 3 分。 

三、数字化

（45 分） 

TI3 

车间计划与 

调度（16 分） 

目视化管控 

（5 分） 

可实时性的监控各指标，生动形象的组织生产，解决出现的各种

问题，改善现场的生产秩序，维持生产作业的持续运行。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8 分） 

有生产控制（计划、制造）、物流管理（分销、采购、库存管理）

和财务管理（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模块，一个模块加 2.5 分，

最高 8 分。 

SCM 系统（3 分） 在供应链管理 SCM 中实现原材料和产成品配送的管理与优化。 

制造执行系统

（8 分） 

数据库平台（4 分） 工厂已经建立实时数据库平台。 

建 MES 系统（4 分） 已建立制造执行系统 MES。 

数据互联互通

（12 分） 

与 ERP 互通集成 

（4 分） 

所建立的制造执行系统 MES已与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 ERP互通

集成。 

自动化数据（4 分） 
实时数据库平台与生产过程自动化系统互联互通，实现计划、排

产、生产、检验的全过程闭环管理。 

制造执行数据 

（4 分） 
实时数据库平台与制造执行系统 MES 实现互通集成。 

质量控制和 

追溯（5 分） 

基于实时数据库的指标监控、基于关系数据库的指标监控、质量数据实时采集与处理，

追溯条件较为完善。 

信息安全（4分） 拥有可靠的信息安全技术，确保智能工厂的信息安全。 

四、综合效果

（10 分） 

TI4 

正向指标 

（2.5 分） 

人均生产效

率（2.5 分） 

按人均生产效率提高率*20 得分，最高得 2.5 分。 

（人均生产效率提高率=(改造后单位时间人均生产能力/改造前单位

时间人均生产能力-1)*100%） 

逆向指标 

（7.5 分） 

产品不合格

率下降率

（2.5 分） 

产品不合格率下降率*20 得分，最高得 2.5 分。 

（产品不合格率下降率=(改造前的产品不合格率-改造后的产品不合

格率)/改造前的不合格产品率*100%）。 

单位产值能

耗（2.5 分） 

按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率*30 得分，最高得 2.5 分。 

（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率=（ 改造前单位产值能耗-改造后单位产值能

耗)/改造前单位产值能耗*100%）。 

产品成本降

低率（2.5 分） 

按产品成本下降率*20 得分，最高得 2.5 分。（产品成本下降率=（改

造后单位产品成本/改造前单位产品成本-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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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相关要求 

5.1 企业可根据此标准进行自评；  

5.2 企业可邀请第三方机构对智能化技术改造进行评价； 

5.3 企业对智能化技术改造制造项目的真实性负责，政府部门组织相关评价时，企业应如实提供项目

相关资料及实物，如实按计划申报项目投资、进度、质量，主动接受项目初审、实地核实、专家评审、

中介审计和项目绩效评价等。 

6 评价方法 

6.1 评价模型 

离散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的总评价得分按公式（1）计算： 

  ....................................... (1) 

式中： 

LI——离散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总评价得分； 

LI1——基础与环境评价得分； 

LI2——自动化评价得分； 

LI3——数字化评价得分； 

LI4——综合效果评价得分； 

LI5——其他项评价得分。 

 

流程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的总评价得分（TI）等于基础与环境（TI1）、自动化（TI2)、数字

化（TI3）、综合效果（TI4）的评价得分之和。按式（2）计算： 

  ....................................... (2) 

式中： 

TI——流程型制造智能化技术改造总评价得分； 

TI1——基础与环境评价得分； 

TI2——自动化评价得分； 

TI3——数字化评价得分； 

TI4——综合效果评价得分。 

 

6.2 新建项目评价 

本标准也适应新建项目智能化评价，离散型新建项目得分按式（3）计算： 



DB3304/T 040—2017 

10 

  ..................................... (3) 

式中： 

XLI——离散型制造新建项目智能化评价得分； 

LI1——基础与环境评价得分； 

LI2——自动化评价得分； 

LI3——数字化评价得分； 

LI4——综合效果评价得分； 

LI5——其他项评价得分。 

 

流程型制造新建项目得分按式（4）计算： 

  ..................................... (4) 

式中： 

XTI——流程型制造新建项目智能化评价得分； 

TI1——基础与环境评价得分； 

TI2——自动化评价得分； 

TI3——数字化评价得分； 

TI4——综合效果评价得分。 

6.3 等级划分 

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分为优秀、良好、一般 3个等级。当评价总得分达到 85分及以上为优秀；总

得分在 70分及以上且小于 85（不包括 85）为良好；总得分不足 70分时，评价结果为一般。 

7  评价程序 

7.1 政府部门组织的智能化技术改造评价应成立专家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 

7.2 开展评价前，应声明评价目的。 

7.3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座

谈。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7.4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根据评价方案确定的综合评价标准和要求，给出评价结

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