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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说明

1.项目概况：数字化转型是民营企业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提

升青岛西海岸新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特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支持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

2.项目预算：300万元。

3.分包：本项目分二个包。第一包：人工智能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预算：150万

元；第二包：仿真技术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预算：150万元。

4.供应商对本项目二个包可兼投，但只允许成交一个包。

二、服务对象

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具备法人资格的民营中小企业（以下简称民营企业）。

三、第一包采购标的具体情况

（一）需实现的功能或目标

支持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的分析诊断，梳理民营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刚性需求与典型应用场景，并应用智能语音、图像识别、参数优化等

人工智能技术支持民营企业在设备管理、物流仓储、工艺参数优化、产品质量检测、管

理服务等场景的数字化转型应用。

在 3年内，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为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发挥示范引领

的标杆效果，具体实现以下目标：

1.走访至少 100 家具有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民营企业，为其中 50 家民营企业提供数

字化转型咨询诊断服务；

2.举办 36 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训；

3.为正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方案场景验证及落地应用的民营企业提供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技术能力调用额度 1亿次；

4.赋能区内民营企业落地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案例至少 10 个。

（二）技术要求

1.为民营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咨询诊断服务

供应商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深入至少 100 家具有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民营企业进行

实地调查研究，对其中 50 家民营企业运用先进的数字化转型理念和技术评估手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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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建设需求提供咨询诊断服务，编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诊断报告，提出“一

企一策”的个性化顶层规划方案、系统解决方案和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提升数字化水

平，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具体要求如下：

走访调研民营企业，重点从企业研发设计、质量检测、供应链管理、系统集成应用，

关键设备和关键流程的数据采集和应用、产供销环节数据流通和集成应用、工业互联网

创新应用、智能装备应用、设备互联互通、生产过程实时调度、产品信息追溯、车间环

境和资源能源消耗监控、智能物流仓储等方面，分析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应用与需求情

况，对有数字化转型需求的企业，深入其中开展现场调查、咨询诊断，充分了解企业意

见和需求，全方位掌握企业发展现状，具体包括：

（1）每家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应不少于2次，每次不少于3小时。现场服务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基本情况调研、诊断评估、调研访谈、技术交流、现场指导等。

（2）参与现场诊断专业人员数量不少于3人，重点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运营过程中遇

到的技术、管理等难题，切实做好释疑解惑工作，给出专业的意见建议。

（3）为被诊断企业高层领导提供不少于1次的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情况汇报。汇报

内容包括尽职调查的情况、诊断报告详解等。

（4）诊断服务完成后，向被诊断企业提供回访服务，跟踪诊断方案落地情况和实

施效果。

诊断服务需形成不少于5000字的综合性诊断报告，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被诊断企业的基本情况。企业基本情况应包括但不限于所属行业领域、企业

规模、主导产品及市场占有率、技术创新等情况；

（2）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评估应综合考虑，

例如车间规划、生产管理、装备应用、信息化建设、质量管理、资源能源管理等方面；

（3）分析问题原因，提出改善目标。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对标青岛市

智能（互联）工厂、数字化车间及自动化生产线认定标准，分析企业目前存在的数字化

转型问题，结合企业需求和发展战略提出发展目标；

（4）规划数字化转型顶层建设方案。针对企业现状、企业需求、存在问题和差距，

兼顾企业现有转型能力水平和发展战略，制定有针对性的、合理可行的转型升级整体方

案和优先级建议，提出可落地的分步实施路线图；

（5）制定具体项目改造方案。依据青岛市智能（互联）工厂、数字化车间及自动

化生产线认定标准，重点围绕企业刚性需求制定项目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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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优质数字化转型供应商推荐方案。根据上述顶层建设方案和重点项目建

设方案，向被诊断企业推荐不少于2个具有相关领域实施经验、易达成合作的企业，优

先推荐国内优质数字化转型企业，并对其进行各自优势能力对比，供企业参考，便于企

业实施数字化转型项目；

（7）提供的诊断成果应符合被诊断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在获得被诊断企

业主要负责人认可后，报采购人审核和备案。诊断报告的附件应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签

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企业满意度打分表、现场诊断服务工作的相关书面记录、签到表（由

参与方共同签字确认）、照片等。

2.举办数字化转型培训

基于对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调研与诊断分析，总结形成共性的数字化转型主

题，例如信设备管理、物流仓储、工艺参数优化、产品质量检测、管理服务等，举办有

针对性的专题培训、主题技术沙龙活动36场。相关培训信息和资料及时报备采购人。

具体要求如下：

（1）培训主题应该紧密结合区内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以及咨询诊断的总体

情况；

（2）每场技术培训或沙龙活动时长不低于 2小时；

（3）供应商负责培训场地、人员组织、会议系统等完成培训的全部内容；

（4）培训对象涵盖企业领导层和技术人员等，培训内容要求针对性强、易理解，

通过培训可以提升企业对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认识水平、强化诊断方案落地实施；

培训结束后，应开展课程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结果中满意度达到 80%以上。

3.提供开放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力调用服务

基于对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诊断情况，围绕有实际落地实施需求的服务对象，供

应商负责提供人工智能开发创新平台，提供免费的技术能力调用服务，应用到企业数字

化转型场景中，具体要求如下：

（1）提供技术能力服务的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基本要求：平台注册用户数不低

于 300 万，平台累计应用总数不低于 150 万，具备文字识别、语音识别、人脸识别、语

音合成、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能力；

（2）平台以公有云服务接口的形式提供调用服务，各类服务累计接口调用总额度 1

亿次，服务有效期 3年；

（3）所提供的人工智能能力服务，需同步提供完成开发所需要的 SDK、接口文档说

明、应用示例等开发者服务资源，并提供在线指导课程，对能力的调用方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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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商安排专业技术支持工程师，对能力调用提供实时技术支持和服务。

4.落地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案例

基于前期的工作，支持并帮助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方案落地实施，打造 10 例典型

案例，具体要求如下：

（1）实现落地案例的企业名单应经采购人确认；

（2）落地案例符合咨询诊断所确定的刚性需求，供应商与民营企业签订数字化转

型落地实施合同；

（3）数字化转型方案的落地成效，应取得企业及采购人的评估和认可。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2.服务地点：通过竞争性磋商，确定服务地点。

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生效，付至合同款项30%，余款2023年内无息结清。具体支

付时间以财政部门预算安排为准。

4.服务进度：

每年走访区域内有数字化转型需求民营中小企业不少于 30 家，3年累计不少于 100

家；

每年提供数字化转型咨询诊断服务不少于 15 家，3年累计不少于 50 家；

每年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主题培训与技术沙龙活动不少于 12 场，3年累

计达到 36 场；

每年为区内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技术能力调用额度不少于 3000 万

次，3年累计达到不少于一亿次。

第一年落地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案例不少于 2例，第二年落地典型应用案例不少于

4例，第三年落地典型应用案例不少于 4例，累计不少于 10 例。

四、第二包采购标的具体情况

（一）需实现的功能或目标

支持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国际工业制造业在正向研发领域采用 CAE 仿真分析

的技术手段，提高民营企业在产品研发仿真分析方面的能力，加速区内民营企业研发仿

真分析数字化转型升级。

在 3 年内，供应商通过 CAE 仿真分析,采用的 CAE 仿真分析软件技术水平不低于

3DEXPERIENCE（达索析统）、ANSYS（安世亚太）、HYPERWORKS（澳汰尔）等的要求，

为企业开展静力学、动力学、声学、流体力学等领域专业化仿真分析能力，来赋能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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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具体实现以下目标:

1.举办仿真分析专场技术交流对接会 12 场;

2.组织民营企业对标学习 6次；

3.完成数字化转型专业化人员培训 2000 人天；

4.完成企业产品研发仿真分析 50 次；

5.打造 10 个数字化研发平台。

（二）技术要求

1.举办仿真分析专场技术交流对接会

供应商组建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民营企业举办仿真分析专场技术交流对接会，按行

业、按技术实现路径要求等，确定服务的民营企业范围，与企业一起确定进一步转型升

级路径方式。

具体要求如下：

（1）组织工业仿真分析市场活动需按照本区优势行业开展，其中应包括本区优势

行业，例如通用船舶海工、智能家电、高端化工新材料、汽车、高端装备、芯屏等；

（2）3年内按照不同主题，分技术层次、分行业类别举办 12 场仿真分析专场技术

交流对接会，每场次参与企业数量不少于 20 家；

（3）对每次会议，应进行参与企业满意度调查，以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并根据

企业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不断迭代技术交流会合理性。会议信息和资料及时报备采购人。

2.组织民营企业对标学习

供应商每半年组织本地企业走入标杆企业，通过对标学习，让企业更直观的了解行

业内标杆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并根据企业特点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状况的实施方案。

具体要求如下：

（1）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进行分类梳理，并确定对外考察的方向和目标；

（2）根据数字化转型需求筛选国家工信部、省、市认可的“灯塔工厂”、示范工厂、

数字化车间、数字化标杆企业等，确定对标学习的目标企业；

（3）每次组织 5-10 家企业，外出考察，进行企业参观和现场学习分享。

（4）每次对标学习活动完成后形成活动报告，包含可借鉴学习内容及参加企业需

求分析。

3.数字化转型专业化人员培训

供应商通过划分民营企业适用范围，对适用企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短期数字化转型集

中培训，使技术人员充分了解仿真分析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方案，能够自主利用国内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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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软件进行产品仿真，并出具仿真报告。

具体要求如下：

（1）筛选确定的优先服务对象需具有代表性，如专精特新、高新技术、瞪羚、隐

形冠军等优势高成长民营企业；

（2）每年组织不少于 30 家 600 人天线上、线下专业仿真分析培训，3年累计完成

100 家企业 2000 人天专业仿真分析培训；

（3）培训的每一门课程需符合专业技术要求，需有完善的课程体系及专业认证的

讲师；

（4）为参与培训企业提供专业的仿真分析软硬件培训环境，要能够提供专业化的

培训场地和仿真分析软件平台。

（5）每次阶段性培训结束后，需组织参训企业对培训进行效果评估，并报采购人

备案。

4.企业产品研发仿真分析

仿真分析是进行正向研发的重要步骤，利用国内外主流 CAE 仿真分析软件对产品进

行静力学、动力学、声学、流体力学等，帮助企业提升研发效率，每年共计为企业开展

研发服务 10-20 次，对于大型仿真分析项目按功能进行分解，单次仿真分析原则上不超

过 10 人天。

通过仿真分析，利用弹性力学、动力学、流体力学等专业技术，帮助企业将新产品

的结构应力优化至材料屈服强度 80%以下，位移大小优化至 5‰以下，产品振动特性优

化至原有幅值位移的 80%以内；

供应商具体实现技术路及要求：

（1）供应商需配置符合本采购需求的 CAE 软件，具备企业开展静力学、动力学、

声学、流体力学等等领域专业化仿真分析能力，仿真分析服务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结构

力学分析、动力学分析、流体分析、NVH 分析、工艺成型分析等；；

（2）针对通用船舶海工、智能家电、高端化工新材料、汽车、高端装备、芯屏等

本地优势行业，分别建立标准化、模块化分析模型，实现对行业内通用型案例的快速分

析；

（3）三年内为至少 15 家企业免费进行 50 次产品研发仿真分析，并出具企业认可

的仿真分析咨询报告；

（4）仿真分析结果对企业实际研发有具体指导意义，能够缩短企业改产品研发周

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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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打造数字化研发平台

三年内与目标企业签订数字化研发平台改造升级服务协议，打造 10 个数字化研发

平台，将企业的项目管理、产品研发、仿真分析或数据管理等集成到统一系统中，通过

重新打造、升级或二次开发的方式搭建数字化研发平台。帮助企业实现研发仿真数字化，

建立智能化的研发仿真平台。

成果考核：

（1）三年内为指定企业提供研发平台搭建、升级或二次开发等方式 10 次。

（2）根据企业对实际数字化研发平台项目的效果评估，通过评估报告等方式，量

化实施效果。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付款方式：签订合同生效，付至合同款项30%，余款2023年内无息结

清。具体支付时间以财政部门预算安排为准。

4.服务进度：

1）实施第一年，供应商应确定对 2 个行业类型的企业举办仿真分析专场技术交流

对接会 3场，组织企业参观国内外优秀数字化工厂 2次，完成数字化转型专业化人员培

训 600 人天，为企业开展结构力学仿真分析 10 次，并完成仿真分析报告，打造数字化

研发平台 2个。

2）实施第二年，供应商应确定对不少于 2 个行业类型的企业举办仿真分析专场技

术交流对接会 4场，组织企业参观国内外优秀数字化工厂 2次，完成数字化转型专业化

人员培训 800 人天，为企业开展结构力学仿真分析 15 次，并完成仿真分析报告，打造

数字化研发平台 4个。

3）实施第三年，供应商应确定对 2 个行业类型的企业举办仿真分析专场技术交流

对接会 5场，组织企业参观国内外优秀数字化工厂 2次，完成数字化转型专业化人员培

训 600 人天，为企业开展结构力学仿真分析 25 次，并完成仿真分析报告，打造数字化

研发平台 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