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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解读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 十四五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下称《规划》）。为便于理解《规划》内容，做好贯

彻实施工作，现就相关问题解读如下。

来源：装备工业一司

导
读



“ 十三五 ”以来，通过试点示范应用、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培育、标准体系建设等多措并举，形成
了央地紧密配合、多方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一是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智能制造装备国内市场满足率超过 50%，主营业务收入超 10亿元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达 43家。二是

支撑体系逐步完善，构建了国际先行的标准体系，发布国家标准 300余项，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42项；培

育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近 100个。三是推广应用成效明显，试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

平均提高 45%、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 35%、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 35%，涌现出网络协同制造、大规

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新模式新业态。

国际方面，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技术不断突破并与先进制造技术加速融合，
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更趋激烈，

大国战略博弈进一步聚焦制造业。美德日等工业发达国家均将智能制造作为抢占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竞争

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国内方面，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点，

要坚定不移地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

根本性转变，以“鼎新”带动“革故”，提高质量、效率效益，减少资源能源消耗，畅通产业链供应链，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关乎我国未来制造业的全球地位。发展智能制造，
对于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规划》的编制背景



二、《规划》的总体考虑

突出系统观念

智能制造是一项持续演进、迭代提升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坚持、分步实施，并行推进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在深入研究了智能制造理论体系、战略路径、目标体系和推进体系的基础上，提出围绕智能制
造系统的建设，着力打造涵盖创新、应用、供给和支撑 4个体系的智能制造发展生态。同时，聚焦新阶
段新要求，统筹考虑区域、行业发展差异，充分发挥地方、行业和企业积极性，分层分类系统推动智能
制造创新发展。

突出融合发展

既突出要加强跨学科、跨领域合作，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又强调要发
挥龙头企业牵引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同步开展智能化改造，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联和协同响应，
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突出问题导向

当前，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已由理念普及、试点示范转向系统创新、深化应用的新阶段。但与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供给体系适配性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应用深度广度不够等突出问题。《规
划》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快系统创新”“深化推广应用”“加强自主供给”“夯实基础支撑”等任务。



三、《规划》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转型升级成效显
著。70%的规模以上制
造业企业基本实现数字
化网络化，建成 500个
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制造
业企业生产效率、产品
良品良品率、能源资源利用
率等显著提升，智能制
造能力成熟度水平明显
提升。

Target  01 Target  02

供给能力明显增强。
智能制造装备和工业软
件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
力显著提升，市场满足
率 分 别 超 过 70% 和
50%。培育 150家以上
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
强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强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
方案供应商。

Target  03

基础支撑更加坚
实。建设一批智能制造
创新载体和公共服务平
台。构建适应智能制造
发展的标准体系和网络
基础设施，完成 200
项以上国家、行业标准
的制修的制修订，建成 120
个以上具有行业和区域
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

《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深入实施智能制
造工程，着力提升创新能力、供给能力、支撑能力和应用水平，加快构建智能制造发展生态，持续推进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革，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发展数
字经济、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提出推进智能制造的总体路径是：立足制造本质，紧扣智能特征，以工艺、装备为核心，以
数据为基础，依托制造单元、车间、工厂、供应链等载体，构建虚实融合、知识驱动、动态优化、安全高效、
绿色低碳的智能制造系统，推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革。未来 15年通过“ 两
步走 ”，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一是到 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
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二是到 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
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能化。

《规划》提出了2025年三项具体目标：



四、《规划》的重点任务

结合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现状和基础，《规划》紧扣智能制造发展生态的四个体系，提出“ 十四五 ”期
间要落实创新、应用、供给和支撑四项重点任务。

加快系统创新，增强融合发展新动能

一是攻克 4类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基础技术、先进工艺技术、共性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在工
业领域的适用性技术。二是构建相关数据字典和信息模型，突破生产过程数据集成和跨平台、跨领
域业务互联，跨企业信息交互和协同优化以及智能制造系统规划设计、仿真优化 4类系统集成技术。
三是建设创新中心、产业化促进机构、试验验证平台等，形成全面支撑行业、区域、企业智能化发
展的创新网络。

深化推广应用，开拓转型升级新路径

一是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开展场景、车间、工厂、供应链等多层级的应用示范，培育推广
智能化设计、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共享制造、智能运维服务等新模式。二是推进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促进工程，加快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智能制造发展。
三是拓展智能制造行业应用，针对细分行业特点和痛点，制定实施路线图，建设行业转型促进机构，
组织开展经验交流和供需对接等活动，引导各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四是促进区域智
能制造发展，鼓励探索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路径，加快智能制造进集群、进园区，支持建设一批智
能制造先行区。



加强自主供给，壮大产业体系新优势

一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主要包括 4类：基础零部件和装置、通用智能制造装备、专用智
能制造装备以及融合了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新型智能制造装备。二是聚力研发工业软件
产品，引导软件、装备、用户等企业以及研究院所等联合开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控
制执行等工业软件。三是着力打造系统解决方案，包括面向典型场景和细分行业的专业化解决方案，
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易维护、低成本解决方案。

夯实基础支撑，构筑智能制造新保障

一是深入推进标准化工作，持续优化标准顶层设计，制修订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标准，加快标
准贯彻执行，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二是完善信息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网络、算力、工业互联
网平台 3类基础设施。三是加强安全保障，推动密码技术应用、网络安全和工业数据分级分类管理，
加大网络安全产业供给，培育安全服务机构，引导企业完善技术防护体系和安全管理制度。四是强
化人才培养，研究制定智能制造领域职业标准，开展大规模职业培训，建设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
培养高端人才。



六、《规划》的保障措施

为确保各项目标和重点任务的顺利实施，《规划》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一是强化统筹协调，加强部门协同和央地协作，充分发挥专家、研究机构和智库作用等，鼓励企业
结合自身实际加快实施智能制造，形成系统推进工作格局。

二是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对智能制造领域的投入，鼓励产业基金、社会资
本加大投资，积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三是提升公共服务能三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鼓励各方建设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智能制造能力
成熟度评估，研究发布行业和区域智能制造发展指数。

四是深化开放合作，加强国际交流和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国外机构在华建设智能制造研发中心、示
范工厂、培训中心等，推动智能制造装备、软件、标准和解决方案“走出去”。

开展工业软件突破提升行动，加快开发应用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控制执行、行
业专用及新型软件等六类工业软件。

05
开展智能制造标准领航行动，从标准体系建

设、研制、推广应用和国际合作等四个方面，推
动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作走深走实。

06

开展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行动，面向企业
转型升级需要，打造智能场景、智能车间、智能
工厂和智慧供应链，形成多场景、全链条、多层
次应用示范。

五、《规划》部署的专项行动

围绕创新、应用、供给和支撑等四个方面，《规划》部署了智能制造技术攻关行动、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建设行动、行业智能化改造升级行动、智能制造装备创新发展行动、工业软件突破提升行动、智能制
造标准领航行动等六个专项行动：

开展智能制造技术攻关行动，重点突破基础
技术、先进工艺技术、共性技术以及适用性技术
等 4类关键核心技术，生产过程数据集成、业务
互联、协同优化以及仿真优化等4类系统集成技术。

01

展行业智能化改造升级行动，针对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原材料、消费品等四个传统产业的特
点和痛点，推动工艺革新、装备升级、管理优化
和生产过程智能化。

03 开展智能制造装备创新发展行动，加快研发
基础零部件和装置、通用智能制造装备、专用智
能制造装备以及新型智能制造装备等四类智能制
造装备。

04

开展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行动，面向企业
转型升级需要，打造智能场景、智能车间、智能
工厂和智慧供应链，形成多场景、全链条、多层
次应用示范。

02

本文转载自装备工业一司,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企业数字化转型
难点及建议

干货：

近年来，“ 数字化转型 ”的浪潮浩浩荡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已经被

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是据报告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仅为 20%。即使是精通数

字技术的行业，例如高科技、媒体和电信，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也不超过 26%，而石油、

天然气、汽车、基础设施和制药等较为传统的行业中，数字化转型更具挑战性，他们的成

功率仅在4％至11％之间。

来源：CIO发展中心

导读



难点一：战略缺位，转型缺乏方向

中国经济已经从恢复期进入到重振期，新情
境下企业纷纷加速了自身业务的调整，但面对复
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部分企业还没找到未来竞争
的着眼点与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本质在于“ 转
型”，未来愿景不明朗，战略规划不清晰，“转型”
方向未知，企业的数字化方向也难以厘清。这种
情况下，企业往往孤岛式盲目部署数字化，难以
从数字化投入中看到价值从数字化投入中看到价值。

战略缺位不仅体现在缺少业务方向上，也体
现在缺少业务“ 握力 ”上。在部分企业的战略规
划中，数字化战略与业务发展是“ 两条线，两层
皮 ”，企业发展战略对数字化部署方向的指导性
差，数字化部署的重点与业务发展侧重关联弱。
缺少与业务的强相关，这种“ 零敲碎打 ”式的数
字化建设往往难以触动到企业的转型核心难以发
挥对业务的赋能作用挥对业务的赋能作用。

此外，数字转型战略往往在由上至下的传导
中“失真”或“断流”。数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程，
但时至今日，一把手工程的打造与落实仍任重道
远。虽然企业的“一把手”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
但部分企业的一把手支持仅停留在高级管理层，
难以跨企业层级流动，难以跨业务领域拓展，各
业务领导对转型的认同水平和数字化认知能力往
往参差不往参差不齐，难以集业务合力在全集团中共同落
实。

业 务 方 向 数字孤岛

“两条线  两层皮”

水平参差不齐

失 真
断 流 业 务 握 力



难点二：能力难建，转型难以深入

数字化转型的第二大难点在于数字化能力的
建设。不同于信息化，数字化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要能够支持企业敏捷应对、高效运营与持续创新。
但企业原有的系统老旧，管理制度传统，流程复
杂数字化转型底座不牢；在原有基础上修补往往
出现无法兼容的问题，推倒重建又容易对企业经
营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失，企业陷入两难，很难在
短期内建立起能够稳固支撑转型的架构短期内建立起能够稳固支撑转型的架构。

除了系统制度与流程的再塑，企业还缺少建
设数字化能力的关键要素⸺ 新一代人才。数字
化转型需要“ 全才 ”支持，要兼具业务能力、全
局观数字化理念和技能。这样的人才极为欠缺，
培养周期与难度很大，外部招聘又难以准确定义；
在缺少这类人才支持的状况下，企业很难充分释
放数字技术的价值。

此外企业的数字化部署大多停留在试点此外企业的数字化部署大多停留在试点阶
段，仅能在企业的某个职能甚至某类工作内容上
应用。由于数字化基础不牢数据流通差、系统兼
容难业务场景难切入等诸多阻碍，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试点项目与经验难以快速复制与推广不能形
成全企业全场景的数字化规模效应。

能力建设不足

系统老旧

底座不牢

流程再塑

经验难以复制

培养难度大

外部招聘难以定义

数字化部署系统兼容难

新一代人才

成功经验少



难点三：价值难现，投入无法持续

数字化转型的第三大阻碍在于转型价值的释
放与衡量。数字化转型不是单纯的信息化或 IT
转型，而是涉及企业全业务、跨职能的系统性改
革工程。短期内的修修补补，小打小闹根本无法
触及企业经营的核心，也难以助力企业提升竞争
力。企业只有全面部署系统并足够深入才能最大
化解锁和释放数字价值。

另一方另一方面，因为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使得
数字化投资见效慢周期长，而企业又往往急于见
到成效，用传统的绩效指标衡量转型效果，没有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与部署计划配套针对性的评估
体系，难以对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价值做到阶段性、
渐进式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企业会觉
得数字化部署“ 失灵 ”，数字化价值常常受到管
理层的质理层的质疑，数字化投资持续性弱，形成恶性循
环。

【 战略制定、能力建设、价值定义是中国企
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三大关键，无论在哪一环
节存在短板或疏漏都将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不
仅影响企业的数字化部署，更会影响企业的可持
续经营与增长。 】

对此提出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的五点建议：

解锁&释放

效果得不到准确评估

全面部署
见效慢 周期长

足够深入

投资持续性



“ 数字化转型 ”过程往往会涉及到对人的影响，甚
至与企业现有的既得利益团队形成冲突。加之项目的投
入成本高、周期长、涉及面广，一旦不能协调好企业内
部关系就极易夭折。建议企业在启动“数字化转型”项
目前，一定要在企业高层内部形成共识，并且组成由“一
把手 ”任组长的项目管理小组，对于项目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进行协调解决。

建议一：坚持数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程

“数字化转型”不同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
对于企业人员而言是陌生的工作。因此要进行“数
字化转型 ”的企业需要从外部引入有经验和专业
能力的人员，帮助企业完成转型项目。在引入外
部资源时，往往有一些误区：

对于企业高层而言，总感觉咨询顾问是“ 雇佣军 ”，比不上“ 自己人 ”。因此企业往往希望通过招
聘方式来引入人才，而比较抵触通过雇佣咨询顾问的方式来引入人才。这样会产生三个问题：

建议，企业可以招聘一些关键人员进入企业作为项目骨干，其余所需资源以咨询顾问方式引入。在
项目后期，视顾问能力和企业需要进行有序引进，既可以保证项目过程中的中立性，也不会错失优秀人才。

直接招聘的人才在企业内落位后容易产生“ 本位主义 ”，即在思考和工作过程中会关注未来对
自己产生的影响，从而形成决策和动作的变形；

误区1：雇佣咨询顾问不如直接招聘相关人才

企业内部人员推动过程中容易缺失公信力，进而引起内部团队的抵触；

企业内部人员推动过程中容易缺失公信力，进而引起内部团队的抵触；

建议二：善从外部借力，用好咨询顾问



“ 数字化转型 ”完成后，企业整体的运营决策依靠于大量的生产数据，智能决策也需要通过智能设
备进行落地执行，生产系统成为企业的核心和关键。在当前环境下，很多企业的信息系统都依靠外包或
者采购云服务来实现，在“ 数字化转型 ”完成后，这种模式相当于将企业的核心命脉交到其它公司手中，
是不可取的。

在智能化时代，一个独立的公司必须要保证核心系统自主可控。对于传统企业而言，在技术人才的
招聘和吸引上往往比较落后，这就需要企业从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人才培养、员工待遇等方面进行调整，
增加自己对技术人才的吸引力。

由于引入的外部顾问往往在“ 数字化转型 ”方面比较有经验，容易形成自己固有的节奏和打法。但
每个企业有其特殊的组织、市场和环境，不可能依靠一套方法打天下。因此，不管外部顾问如何“大牌”、
如何有经验，企业都需要坚守“借鉴-思考-论证-迭代-落地”的过程，其中：

“ 借鉴 ”是指要开放心态，虚心的听取外部顾问的经验和建议，切忌心怀抵触情绪或者直接全
盘接受；

误区2：崇拜“经验主义”从而交出转型项目主导权

“ 思考 ”是基于顾问的经验和建议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形成自己对转型项目的自我
思考；

“ 论证 ”是基于自己思考的结果和逻辑与外部顾问进行讨论，听取外部顾问的意见特别是不同
意见背后的逻辑；

“ 迭代 ”是重复以上三个步骤补充完整对项目思考的视角，形成全面的认知；

“ 落地 ”是基于充分讨论的结果坚定的落地实施。

建议三：狠抓技术人才招聘与培养，实现核心系统的自主可控

由于转型项目持续时间较长又涉及到企业内部的组织调整，企业高层很容易产生过度依赖外部顾问，
而导致企业内部人员参与度不足。事实上“ 数据转型 ”项目最终落地还是需要内部人员落位组织的关键
节点。在项目开始之初就应挑选企业内部骨干加入项目小组，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让这些骨干人员理解
并认可“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保证项目完成后企业的顺畅运转。

误区3：过于依赖外部顾问，企业内人员参与度不足



“ 数字化转型 ”是一个对企业进行重塑的
项目，自然会对企业的员工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项目进行时需要同步启动对企业员工
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培训，以便让员工更好的基
于数据协同工作。由于不同职级的员工在企业
中工作内容不同，一般来说将培训分为“ 基础
员工培训”，“中层管理者培训”和“高管培训”
三类。其三类。其中“ 高管培训 ”关注打通视野、战略
和长期规划的瓶颈，往往与战略咨询一起打包
进行，“ 基础员工培训 ”和“ 中层管理培训 ”
适合单独培训。

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企业日常运行中的各个方面，是一个企业的基因。与传
统企业内部笃信“领导经验”不同，一个数字化的企业上下皆以“数据”作为衡量决策及结果的唯一标准。
要想让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需要在企业内部打造这样的文化，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企业日常运行中的各个方面，是一个企业的基因。与传
统企业内部笃信“领导经验”不同，一个数字化的企业上下皆以“数据”作为衡量决策及结果的唯一标准。
要想让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需要在企业内部打造这样的文化，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基础员工培训 ”主要是面向一线员工和
基层管理者，专注于培训员工未来所需掌握的
工作技能，以便一线员工能够在项目落地后快
速上手。由于一线员工人数较多，建议适合先
选择一些优秀的员工作为“ 种子 ”进行集中培
训，再派遣到各个团队中进行扩散。

““ 中层管理培训 ”主要是面向企业的中层
管理者，他们是连接企业高层和一线员工的关
键环节，决定了企业决策落地的质量。在数据
转型后，一名合格的企业中层需要熟悉常见的
商业数据分析模型，在本职工作中的应用并了
解这些模型背后的思考逻辑，同时还能具备基
于数据的业务分析技能，以便能够引导自己所
管理的团队进行工作管理的团队进行工作。

总而言之，由于“ 数字化转型 ”早期非常
需要人与数据进行紧密的协同工作，所以企业
需要提早对企业员工和管理者进行相关的培训，
才能更好的让“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内落地。

建议四：重视对企业现有人员进行的“数字化转型”培训

建议五：打造“数字化”企业文化，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转载自CIO发展中心,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



CATIA三维坐标系与视图坐标转换

作者：耀唐科技  狄开

达索系统认证机械工程师、达索系统认证技术支持，现任 CATIA二次开发工程师

3年以上 CATIA二次开发经验，承担过传统汽车动力总成布置，焊点焊缝管理，
新能源汽车整车测点，夹具标准件库规范等 CATIA二次开发项目。



三维坐标系需要三个轴来表示，前两个称做
x轴和y轴，这相似于二维平面，第三个轴称做z轴。

通常状况下，3个轴互相垂直。也就是每一

个轴都垂直于其余两个轴。图 4展现了一个
CATIA三维坐标系。

在 CATIA中，面对计算机屏幕，观察到的图

引  

言

如图 3，在四连杆铰链旋转时候，铰链的位置关系不能仅考虑旋转角度，使用轴系变换

会更加清晰。

那么，如何在脱离 CATIA的三维空间之后也可以通过转换坐标轴系在图像上留下数模三

维信息，如何将此逻辑脱离人工干预与判断，以二次开发来实现即是本次探讨的内容。

图1 螺栓匹配孔贴平

图2 实体出模方向投影固定点轴系变换 图3 四连杆铰链旋转轴系变换平面示意

一、基本概念

坐标之间的转换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是很是重要的，尤为影响各个地物之间在不一样坐

标系之间的展示形式。坐标之间的转换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是很是重要的，尤为影响各个地

物之间在不一样坐标系之间的展示形式。

如图1，在标准件调用，螺栓匹配孔贴平的场景中的轴系转换。

如图2，在实体在出模方向上的投影中需要标记特定点位置时的三维到二维坐标转换。



像为2D图像，如图5。 在 3D中定位一个点须要三个值：x，y和 z，
分别表明该点到 yz，xz和 xy平面的有符号距离。
例如 x值是到 yz平面的有符号距离，此定义是直
接从2D中扩展来的。如图6所示：

在CATIA装配中，默认存在一个全局坐标系，
任何零件在默认情况下都是基于该坐标系生成，
建立一个全局坐标系如图7：

图4  CATIA三维坐标系

图5 面对计算机实际看到平面

图7 全局坐标系

图6 三维空间中的点

二、全局坐标系、局部坐标系、屏幕坐标

1、全局坐标系

 每一个零件都有自身坐标系，在默认状况下，
新建立一个Part时，该Part坐标与全局坐标重合。
下图为在装配下插入一个零件，在零件中新建了
一个球体，该球体的局部坐标系与全局坐标系重
合，如图8：

图8 局部坐标系

2、局部坐标系



将小球所在的 Part的局部坐标系对于全局坐
标系z轴逆时针旋转30°，得到的坐标系与全局坐
标系关系，如图9：

屏幕坐标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电脑屏幕对应
的坐标点，这里的坐标点为二维坐标点，以左下
角为原点，水平向右是正向 x轴，垂直向上是正
向 y轴。当鼠标在屏幕上移动或者点击的时候，
首先得到的是屏幕坐标，进而经过转换可以获得
全局坐标和地图坐标，屏幕坐标以下图7。

CATIA全局三维坐标系、局部坐标系、屏幕
二维坐标系是我们在使用 CATIA时必要接触的三
个坐标系。屏幕二维坐标系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
选择忽略，但在 CATIA二次开发中，无论是导出
报告表时的插图，或是对于某个平面进行投影时
都需要对坐标轴系进行三维与二维的转换，否则
截图中的图形将无法体现任何信息。

以下就以下就是 CATIA全局坐标系、局部坐标系、
屏幕二维坐标系之间的转换方法：

图9  局部坐标系相对全局坐标旋转

图11  基于全局坐标系下的点

图10  屏幕坐标

三、坐标之间的转换

1、通过测量接口，得到图中定位点关于全局坐标
系下的坐标值（CATIMEASURABLEINCONTEXT），

如图11；

2、将点（坐标参考为全局坐标系）用局部坐标系转
向全局坐标系，就能得到这个点（坐标参考为全局
坐标系）关于局部坐标系的坐标值
（CATMATHTRANSFORMATION），如图12； 图12  点在全局坐标系与局部坐标系下的坐标值

3、屏幕坐标



屏幕坐标系与全局坐标系之间的转换也可看
做建立了一个新的局部坐标系。

坐标之间的转换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是很是重
要的，尤为影响各个地物之间在不一样坐标系之间
的展示形式，在脱离 CATIA的三维空间之后也可以
通过转换坐标轴系在图像上留下数模三维信息。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依靠上述逻辑，将不同
零件，不同轴系的特征自动转换，保留相对位置后，
放入零件下统一管理。

例如要将一个螺栓装配入一个钣金件，如图
16展示了某钣金件上的一个孔需要插入螺栓，图
17展示了一个螺栓。

将两个局部坐标系在全局坐标系下进行转将两个局部坐标系在全局坐标系下进行转换
并重合后，即能得到一个贴平后的装配螺栓，如
图18。

图13  Camera视角展现

图14 点在对于等轴视角下的位置关系

（紫色轴系为等轴侧视角中心轴系）
图15  点在屏幕坐标系下的位置

图16 某钣金件上的一个孔 图17 被调用的螺栓 图18 将螺栓装配后并贴平

四、三维坐标转换在CATIA二次开发中的应用

4、 根据3D视点中心坐标、视线方向、竖直向上的
方向作出一个局部坐标系（此轴系的即为屏幕聚
焦位置的坐标系），如图14；

5、根据夹角计算视图平面点到视图上沿的距离（
即当前视图的高度的一半，单位为MM（基于三维
空间的绝对坐标系获取计算得到））

6、用之前获取的单位为像素的视图高度除以刚刚
计算出的单位为mm的视图高度计算出像素长度
比（单位：像素数/mm）

7、经过计算后即可得到点在此图像上的像素点位
置（512，301），如图15；

3、获取3D视点中心坐标、视线方向、竖直向上的
方向、获取观察点到视图中心点距离方法获取（观
察点->视图最上方点）与（视图平面）的夹角
（CATVIEW与CATVIEWPOINT接口），如图13；



Living Heart Model：
助力医疗行业研发创新

作者：耀唐科技   金玉龙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工学博士，现任 CAE技术总监

15年以上的 CAE仿真经验，在 SCI/EI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15余篇。

先后承担过航天、新能源汽车电池、通用设备及多款电子产品的仿真研究工作。

曾就职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八研究院、康宁 (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 。



目前，生物医疗领域主要包括人体器官系统研究、植入物或替代物的研究，以及医疗设备研究，下
图列举主要研究内容：

2021年 9月 6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YY/T1787—2021]《心血管植入物心脏瓣膜修复器械及
输送系统》，对心脏瓣膜修复器械及其输送系统的操作条件、性能要求以及标准适用的范围做出详细界定。

其中，附录L-修复功能性能的体外评价指导原则，M-疲劳评估，N-疲劳评估对仿真提出了明确的需求。

附录 L提供了用于评价心脏瓣膜修复器械功能性
能的试验设备、试验设备确认、试验方案制定和
试验方法的指南。

附录 M提出利用应力或应变寿命方法进行结构组
件疲劳评估。

附录 N为评估心脏瓣膜修复器械耐久性的试验方
案和试验方法的制定提供了指南 。

血管支架 
Self-Expanding Stents

核磁共振设备  
MRI Safety

干粉吸入剂   
Dry Powder Inhalers

监管审批    
Regulatory Compliance

血液泵
 Blood Pumps

骨骼植入 
 Spinal Implants

材料智能 
 Materials Intelligence

一、医疗领域的研究现状

二、行业标准：心血管植入物 心脏瓣膜修复器械及输送系统[YY/T1787—2021]



没有心脏模型怎么办？只能3D打印？

达索系统3DE平台集成了Living Heart模型，主要包含三种模型:力学模型、电模型、血液流体模型。

力学模型

基于Zygote 3D 心脏模型

-详细解剖结构及功能区域
-改良网格性能

心肌纤维取向

-不同心脏表面纹理方向及壁厚
-最大程度模拟心脏的反应

通过混合组网方式电气通路

-明显改变起搏变化

增加细节

-冠状动脉与静脉
-二尖瓣及腱索
- His 传导术

电模型

单域电位和恢复

三、Living Heart Model 心脏模型



血液流体模型

混合1D-3D 模型

-基于Pilla的混合模型
-增强模型的合理性

跨室流体模型之间的关系

-调整电阻以匹配观察值

完全3D心室模型

-包括合理性及收缩性

应用场景-支架

使用并驱动 Living Heart模型运作，抽取冠
脉血管作为研究对象；

完成冠脉支架的三维模型和有限元分析方法
的建立；

建立支架和冠脉血管支架的位置关系，并将
支架释放到冠脉血管之中；

Power by 3DE 平台

Living Heart Model目前完全集成在3DE平台中，可无缝连接Abaqus的求解器进行计算。

网格模型 结果模型

三、Living Heart Model 医疗行业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支架

研究支架释放到血管的分支位置时，支架的
力学性能和释放形态；

CFD and FEA Models -流体和结构的模型设置

Fluid model (LBM CFD Solver)

In
le
t

From ventricle pressure data

Fluid: Newtonian, ρ=1050 kg/m3, µ=0.004 Pa.s
Flow: Single phase/Internal/Isothermal, Automatic model

Solver: Abaqus/Explicit

Boundary condition: Clamped

Contact: General contact

Material: Elastic, ρ=10 x 1200 kg/m3, E=1 MPa

Stabilization: Higher density, pressure viscosity

From ventricle volume change rate

In
le
t

O
ut
le
t

Cl
am

pe
d

O
ut
le
t

Structural model (Abaqus/Explicit)

分析产品临床使用时，分支血管位置是否可
以释放支架和支架如何进行释放；

考察分支血管开口尺寸和支架释放形态的关
系；

主动脉瓣膜的流固耦合分析

Structural Deformations-变形云图 Flow Features-流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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