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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智能报价系统 - 研发的目的

研发的目的是同企业一起，建立适合企业内部的科学报价标准及智能的报价及管理系统，实现高效、

精准、透明的报价，从而提升企业成本及服务的竞争力。

✓ 系统化

✓ 智能化

✓ 标准化

✓ 信息化

✓ 科学管理化

建立完善的数据库体系，让企业和个人一劳永逸

人工智能，全面提升报价的精准性及效率

规范、统一报价方法，建立企业私有的报价标准

数字化，公司的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运转的效率和竞争力

各司其责，操作简单，管理轻松，满足企业未来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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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智能报价系统 - 研发的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互联网的飞快发展推动着模塑行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模

具塑胶行业，无论业务经营还是生产制造，互联网+模式将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这

不仅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也是市场定位的需求。

建立企业完善的数据体系和信息共享机制，是模具和注塑行业未来的一个重要的

发展方向与趋势，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模塑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提升企业效率效能、质量管控、创新能力、发展模式等各方面水平。

在工业4.0的时代背景下，在高效、节能、减排的使命下，积极响应“十四五”规

划策略，大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传统加工业的深度融合，构建具有

前瞻性的创新模式，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传统加工制造业赋能，深度挖掘潜在商机，

谋求合作共赢，同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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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系统概述 – 登录与维护

网页登录 www.hashenzhimo.com
√.  无需下载客户端，网页在线登录(用户名和
密码）
√.  Iphone /Android 等移动设备登录(用户名
和密码）
√.  随时随地登录，只要有网络就可以登录，
提供专业服务支持

维护方面
√.  云端数据，哈深加盟企业集采数据库按周更新
√.  安全保障，网页版不受电脑病毒影响
√.  放心使用，保障用户的数据资料安全备份
√.  免费服务， 每周6天，每天9小时的免费咨询
服务。



0755-23720669 www.hashenzhimo.com

6

技术服务部Copyright © 2021 Hashe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0755-23720669

13798328276

产品介绍
6/26

02 系统概述 – 安全性

系统安全
√.  阿里云独立服务器。
√.  限制未授权者访问 IDC 数据中心、 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不间断电源。
√.  应用防火墙 (Network F/W) 、 入侵检测系统 (IPS) 、 SSL (Secure 
Sockets Layer) 安全协议。
√.  24 小时系统监控。

数据安全
√.  签署《保密协议》 、《用户协议》、 《隐私协议》及《会员协议》 ，
哈深智模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安全保护
管理办法》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及其他国际信息技术安全
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如有违反，承担相应的责任。
√.  加密保存客户的重要数据、敏感信息。
√.  每日实时备份新数据。
√.  每日定时备份服务器数据，存于阿里云服务器和深圳哈工大服务器。

资料备份
√.  导出 PDF 格式的报价,客户备份。
√.  系统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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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点1 -科学逻辑算法5万+

哈深专家们站在科学家的肩膀上，寻找源
于经验的规律、基于经验的逻辑，最终总结了
与模具及注塑相关的5万逻辑算法。

专家们发挥其工匠精神，将这5万算逻辑法
创新、分模块集成、并联动，让云计算代替
工程师数小时的逻辑运算工作，并最终实现3分
钟完成一套模具及注塑产品的报价工作，大幅
度提升工作效率。 型腔距离 流道大小

型腔承受力算法 平面形冷却水路及圆柱形算法，日本专家A. Yokota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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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点2 - 70万+数据源

注塑机数据库
原材料数据库
CNC加工数据库
型腔压力数据库
产品壁厚数据库
深孔钻数据库
表面抛光数据库
钢材数据库

模架数据库
蚀纹数据库
液压油缸数据库
热流道数据库
标准件数据库
滑块数据库
顶出力数据库
……

研发专家们数十年的资料数据收集，让系统拥有70
万+的行业宝贵数据源，夯实了科学报价系统的根基。

数十加盟企业的真实数据源是我们的财富。让所有
用户可依品牌、规格调用最真实的集采协议价，让报价
更方便，更高效，报价结果精准无比。

互联网+，行业云端数据共享，未来无限企业加盟，
所有数据将是行业的宝贵财富。更提升系统报价的精准
度。

法国油缸HPS的价格数据源

CNC 加工数据库模具生态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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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点3 – 自定义企业报价标准

项目 低成本价 中端价位 高精密价

模具寿命 1~30万次 30~ 50万次 50~ 100万次

模架
集祥，德信

等国产中端品牌
50# LKM模胚 50#

LKM 精密，富得巴，贝尔罗
斯等

420H

钢材
依材料寿命选择

系统最低档
小模NAK80，进口
大模LKM738 进口

小模Assab S136
大模进口738

产品精度
MT5（依材料GB国标）

国际公差等级 IT 12
MT3（依材料GB国标）

国际公差等级 IT 12
MT2（依材料GB国标）

国际公差等级 IT 12

产品CPK数量 0 依产品而定 依产品而定

标准件 三上，模德堡等品牌 盘起，Misumi等品牌 Misumi,Meusburger,DME等

模具表面
A面默认C1
B面默认C3

脱模角AB均为3度

A面默认B2
B面默认C2

脱模角AB均为3度

A面默认A2
B面默认B2

脱模角均为2度

若用热流道 铪茂，浩琛等品牌 柳道YUDO，HRS等
Syventive，MoldMaster，INCOE

，HUSKY,HASCO

若用油缸 AJL等国产中端 君帆等台湾品牌 HPS等高端

若用皮纹 君强等低成本价 益新，模纹国际等知名品牌 模纹国际，模德等品牌

加工及人工 大众设备价，小厂 进口低端设备价
Mazak马扎克,MAKINO牧

野,Charmilles等

省略项…… 省略数十项…… 省略数十项…… 省略数十项……

1. 依据每个用户/企业实际情况来自定
义及更改其报价标准。

2. 报价过程亦可修改，系统联动，实时
更新其结果。

3. 杜绝无标准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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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点3 –自定义- 加工及工时单价

1. 依据每个用户/企业实际情况来自定
义其标准，自定义可依需修改。

2. 报价过程亦可修改，系统联动，实时
更新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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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点3 –自定义 – 企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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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点4 – 强大的数据源

哈深智模已同30余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共享数据及价格。每个用户可选择系统数据和用户私有数据来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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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点4 – 强大的数据源

想要报价的精准度，必先有精准的数据库，请您上传您数据到您的报价数据库，方便报价调用。

✓ 一键数据上传
✓ 一键价格更新
✓ 实时按需增加

✓ 无限加载
✓ 哈深加盟数据更新
✓ 您的独家数据库

◆ 一次性系统化导入，终生受用
◆ 从此开启您的报价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科学

管理化之路
◆ 为未来工业4.0，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转型升级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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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油缸：HRS                    法国惠普斯
Vega                   意大利Vega
AJL                      奥佳灵
LCC                     低成本
…

标准件： LKM                    龙记
Threeup 三上
MDB                   模德堡
LCC                     低成本

…

蚀纹/皮纹： Mold Tech         模德
M-TEX GROUP 模纹国际
Xinqiao Yixin 新桥益新
Junqiang 君强
LCC                    低成本
…

原材料： LG                       LG进口代理
Kx                       垲鑫塑胶
Guoli 国立科技
LCC                     低成本
…

03 特点5 –模具生态链集采联盟

永久免费加盟
拒绝差价、返点
提升行业竞争力
共同迎接新市场

钢材：LKM                龙记
Assab 瑞典一胜百
Bohler 奥地利百禄
SARSTEDT       德国撒尔
Gröditz 德国葛利兹
HLS                  恒隆胜
LCC                  低成本
…

模胚： LKM                 龙记模胚
Dexin 德信模胚
Jixiang 集祥模胚
LCC                   低成本
…

热流道： Yudo 柳道热流道
Syventive 圣万提
HRS 好塑热流道
HOSTAR          浩深热流道
HaMao 铪茂热流道
HaoKe 昊科热流道
LCC                 低成本
…

负责人：田总监

负责人：田总监

负责人：丁总监

负责人：王总监

负责人：张总监

负责人：谢总监

负责人：喻总监

宏伟目标：
1000家

让您轻松获取
模具配件的市
场行情，提升
效率、节约采
购成本，躲避
行业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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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点6 –主、子账号，各司其职，轻松管理

企业主账号：

⚫ 创建子账号，及修改子账号（包括用户名和密码）
⚫ 创建私有数据源（子账号仅可调用数据，无权修

改私有数据）
⚫ 可查看、审核、修改及删除所有账号的报价（主、

子账号） ，及锁定任何报价（锁定后子账号不可
修改和删除该报价）

企业子账号（开户赠送2个子账号）：

⚫ 具有除主账号特权下的所有功能
⚫ 不可查看主账号及其他子账号的任何报价，仅可看

管理自己账号的报价。
⚫ 对主账号锁定的报价，可查看和复制该报价，复制

的报价如同一套全新的报价，可拥有除锁定外的所
有操作权限。

子账号只可查看但无权修改已锁定的报价

主账号的锁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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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点7 – 报价输出 –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总价版 Level 1
项目总价或模具总价

明细版 Level 3 
包含每项详细明细

报价版
生成可提交客户的报价单

英文版
报价中英转换

精简版 Level 2
包含模具大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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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特点8 – 专利产品，知识产权保护

发明专利
2021106416699
202210278167.9
202210197989.4

软著3个

商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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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智能报价功能 – 注塑模具报价

注塑模具报价输入特点：
√. 傻瓜式选择性录入
√. 按钮式录入
√. 成千上万的组合，按需选择
√. 依选择输入，实时云计算，前端预
设录入

√.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 备注提示，方便操作
√. 实时联动，高效快速
√. 按需修改，实时价格联动

注塑模具报价：请先建立数据库，再设置/配置企业报价标准（将调用你的数据库），系统智能报价也将调用您
的数据库来精准完成报价，否则，运用哈深的数据库完成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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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智能报价功能 – 注塑模具报价

注塑模具抽芯机构录入：
滑块对应于产品的位置图

注塑模具价位：
依需选择报价目标价位

仅需输入滑块及斜顶所对应

的抽芯长，抽芯宽，及抽芯距离，
后台自动运算生成相对应的滑块
和斜顶，从而计算其对应成本。
（第三代智能报价系统可导入

3D由系统自动识别，目前版本
需人工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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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智能报价功能 – 注塑模具可行性智能分析

可行性分析系统（依据您的录入）
√.  智能计算模具尺寸大小、重量
√.  智能调入模架尺寸及价格
√.  智能分析所需锁模力、浇口数
是否合理
√.  智能分析注塑生产所需周期
√.  智能分析所需零配件大小、尺
寸及价格
√.  大数据计算加工时间及模具制
作周期
√.  大数据选择此套模具合理利润

项目总成本

模具成本 +   注塑生产成本

注塑机台 生成周期

精准预测注塑所需机台
和生产周期，远比报价
更有意义，也是注塑企
业唯一可生存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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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智能报价功能 – 注塑产品报价

注塑报价系统，无需录入
依据您的模具报价录入同步完成

注塑产品报价输出特点
√.  除算法不可更改，均可修改，且联动更新
√.  自动生成，pdf 下载, 中英一键切换

项目总成本

模具成本 +   注塑生产成本

正常情况：模具成本远远小于注塑生产成本

杜绝
模具免费制作
模具亏本制作

为什么模具报价要和注塑报价挂钩，且一起报价

因为将导致模具品质下降，从而

导致：调机困难，生产周期低下，生
产品质不稳定，交货周期不能保障，
进而花费更高生产成本。

不能调机的模具就是废铁
不好调机的模具就是垃圾

注塑周期不达标的模具就是不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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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系统订单 – 系统报价订单模块

哈深报价系统所报价是真实可成交的价格，所有数据来源
于集采协议价格（哈深代表所有哈深VIP用户同合作伙伴签署的协议

价），因此哈深对每一套模具所用系统数据的报价负责。

订单模块(系统所报价格）包括
1. 模具订单（可在报价页直接下单）

2. 注塑订单（可在注塑报价页直接下单）

3. 模架订单（可在报价页直接下单）

4. 热流道订单（可在报价页直接下单）

√.  点击各自订单按钮
√.  核实价格和采购数量，确认下单
√.  检查订单界面，及条款，确认无误后下单
√.  哈深智模将人工核实订单，并由专人对接
√.  哈深工程师核实输入无误后，确认接单

以下情况不能下订单
√.  运用您的私有数据源数据报价（非系统数据）
√.  不符合订单条件（比如钢材重量）
√.  选择了低成本价，其各项均不能下单
√.  非企业VIP会员（即使个人VIP会员也不能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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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系统订单 – 配件订单模块

哈深报价系统所有数据来源于集采协议价格
（哈深代表所有哈深VIP用户同合作伙伴签署的协议价），因
此哈深对模具配件所用系统数据的报价负责。

配件订单模块（集采协议价下单）包括：
1. 模架订单（可在报价页直接下单）

2. 热流道订单（可在报价页直接下单）

3. 模具钢材订单（生态链采购下单）

4. 模具油缸订单（生态链采购下单）

5. 注塑原材料订单（生态链采购下单）

6. 标准件订单（生态链采购下单）

7. 皮纹/蚀纹订单（生态链采购下单）

√.  点击各自订单按钮
√.  核实价格和采购数量，确认下单
√.  检查订单界面，及条款，确认无误后下单
√.  哈深智模将人工核实订单，并由专人对接

以下情况不能下订单
√.  运用您的私有数据源数据报价（非系统数据）
√.  不符合订单条件（比如钢材重量）
√.  非企业VIP会员（即使个人VIP会员也不能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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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们的优势

适合大中小企业的选择! 在线智能报价

√. 您还在自己开发或是寻找客户端的报价系统吗？
√.  您需要考虑的是系统的投入成本和使用效率！
√.  基于云端服务的报价系统是您的最佳选择！ 专业服务与企业的需求高度匹配

因为专一，所以专业 因为专业，所以卓越 因为卓越，所以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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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们的优势

哈深智模，您私有的报价专家

√.  您还在用传统的估计方式报价吗？

√.  您还在用传统的excel方式来管理报价吗？

√.  您还为注塑模具价格担心吗？

√.  您还在用传统低效的加减乘除方式报价吗？

√.  您还在担心报价过低导致公司亏损吗？

√.  您还在担心报价虚高导致只报无单的困境吗？

√.  您还在担心企业采购价格不合理？

√.  您还在在为招聘不到优秀报价工程师而烦恼吗？

√.  您还在花10年培养一个合格的报价工程师吗？

√.  您还在报价工程师离职给你带来苦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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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模具更轻松！让报价更快乐！
哈深智模，您身边的智能报价师！

谢谢观赏
THANKS

哈深智模技术服务支持部
官网：www.hashenzhimo.com
电话： 0755-23720669
邮箱：service@hashenzhimo.com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横岗社区力嘉

路107号A栋103

http://www.hashenzhimo.com/
mailto:service@hashenzhim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