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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PLM Software

重型装备
Siemens PLM Software 帮助重型装备机械制造商实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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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趋势与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迅速变化，资本密集型制
造商面临竞争日益加剧所带来的直接挑战。
这些制造商需要为其产品提供更多的功能，
同时还要降低成本。此外，全球都在致力于
通过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和相关成本节约来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会带来许多问
题：

您如何确保在全球竞争环境中实现赢利增
长？您如何提高经营业绩和可靠性，同时满
足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要求？您如何满足对
更高的稳定产品生产率、更高产能、更高质
量和更低生命周期成本的要求？您如何与最
终用户及经销商网络建立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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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仅仅是只有这些问题，企业还面临着
日益增多的新要求，例如新产品需要满足的
排放法规，并且还可能需要改造现有机械以
遵守这些法规。 

宏观经济趋势，例如全球人口数量急剧增长
（预计到 2050 年将达到 90 亿），对粮食
的需求不断增加（农产品产量必须成倍增长
才能适应人口增长）以及世界一些地区（例
如中国、巴西和印度）中的快速城市化，无
不需要制造更多重型装备。在这些因素的综
合影响下，重型装备机械制造商必须不断实
现创新并优化所制造和销售的产品。 

当今的重型装备制造商采用的新产品开发流
程高度复杂，包括数百个决策点和在全球环
境中执行的并行工作流程，这要求制造商提
高信心，以更快的速度交付产品。 

为了管理这一流程，重型装备制造商需要软
件驱动的平台来支持这一级别的复杂
性。Siemens PLM Software 通过提供产品
生命周期管理 (PLM) 平台帮助像贵公司一样
的企业在当今复杂的商业环境中繁荣发展，
来应对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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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复杂性

优化
新产品创新涉及到多个工作流程，需要跨机构、跨专业的多
人参与，并且需要与外部供应商协同，以满足全球目标市场
的需要。这可以通过实施更加智能的 CTO 和 ETO 流程以及
更加稳固的 DAMA 举措来实现。准确的市场定位和准时的产
品交付取决于能否全面了解您所采取的业务举措的状态和变
更的影响，并在造成不可挽回的延迟前确定潜在的瓶颈。对
从规划到生产这一流程的优化，对于掌控创新的复杂性以及
确保准确的产品开发及制造流程成本管理至关重要。

全球化
在发达国家/地区，陈旧的基础设施亟需更换、升级或修复。
在新兴市场，随着各国/地区设法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中占据
竞争优势，对新基础设施开发的需求甚至更大。重型装备机
械制造商将客户群扩大到这些新市场，通过形成新的合作关
系来实现全球销售和服务以支持这些客户，或建立自己的产
品设计和开发中心，以此来满足这些需求。

为推动这些全球化战略的实施，制造商采取了按订单配置 
(CTO)、按订单设计 (ETO) 和随处设计随处制造 (DAMA) 的
举措。

4



5

速度
技术创新、客户对新技术的需求和日益增多的法规促使重型
装备机械制造商以非常快的步伐在其机械设备中添加新功
能。此外，由于要求在更短时间期限内提供这些机械产品，
您需要按时精确地交付机械产品，不容有丝毫差错。缩短周
期时间和上市时间的要求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增加了您正
确支持和维修机械以及确保最大限度地延长 
正常运行时间的需要。

可持续性 
确定如何使产品更加节能环保使复杂性又升了一级。重型装
备生命周期成本的 90% 以上是由运行当今的机械所产生
的。随着能源成本不断攀升，采用节能创新的制造商将能确
立显著的竞争优势。减少其装备和机械所产生的废气排放的
企业也是如此。用于回收机械零部件的最佳实践以及可确保
工作人员安全的流程和机械改进（如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和其
他故障的传感器和控制器）也都能产生显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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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产品推出
通过明确定义需求来最大限度减少开发过程中的变更数量，您
可以减少样机数量，加快产品交付速度。

中国的某本土重型装备机械制造商面临着来自国外企业的激烈
竞争，采用 Siemens PLM Software 技术以后，研发 (R&D) 周
期缩短了 30%，可靠性提高了 30%，疲劳失效造成的故障减
少了 90%。

促进利润增长
通过加快产品推出、赢得更高的价位、降低样机成本以及促进
全球并行工程和制造（这还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您的重
型装备机械可以为您创造高额利润。

一家英国工程设计公司（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
十世纪初）在用于制造垃圾收集卡车的流程中应用了 PLM。结
果，该公司生产流程中的劳动量以及制造成本都减少了 30% 
至 40%。该公司在英国的市场份额也从 35% 提高到了 55%，
而且营业利润以每年 100 万英镑的幅度递增。

扩展生命周期回报
利用 PLM 可以实施更具创新性的设计流程和提高运营绩效，
同时满足客户对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生命周期成本等不断提高的
要求。

为重型装备机械制造商 
带来的好处

重用最佳实践
利用 PLM 的知识捕获和重用功能可以最大限度提高信息资产
的业务价值。

某领先的采煤机械制造商曾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客户对缩
短交付周期的要求。通过利用其知识捕获和重用功能，该公司
将开发时间缩短了 32%，交付周期时间缩短了 35%，同时市
场份额提高了 9%。

降低设计成本
通过最大限度减少物理样机制作并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对机械行
为和性能进行仿真，可以降低产品开发成本。

全球最大的液压挖掘机制造商无需物理样机即可向市场推出车
辆，由于每台物理样机的成本约为 100 万美元，因此这节省了
巨额成本。这要归功于该公司运用了我们广泛的仿真功能，以
测试设备的每个支撑件以及上部结构和底架。

酝酿 发展 成熟 衰落 生命周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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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世界领先的智能
挖掘机生产商利用
我们的 PLM 解决方
案来缩短交付时
间，使其能够处理
更多的设计迭代，
并能提高产品质
量，在整个产品开
发流程中推动更高
级别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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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程和制造
对基础设施修复和建造的强大全球需求一直
支撑着对重型装备机械的需求，同时也增加
了对利用全球资源的需求。为了有效地应对
这一重大挑战与机遇，您需要建立一个全球
工程和制造平台，使您的企业能够设计模块
化的机械并支持多种机械变型。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平台和变型由全球设计
和工程团队开发，并在世界多个地点进行制
造。为了促进这种全球化的实现，您需要跟
踪项目计划、资源分配、客户具体要求和分
布式价值链中生成的全部产品/流程知识。

针对重型装备机械的解决方案

重型装备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在逐步转向 
PLM，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推动战略，来促
进实现全球工程和灵活制造所需的协同环境
的形成。PLM 平台及其解决方案使您能够将
产品设计流程扩展到生产环境。而且，您还
可以对设计意图执行实时分析，并将其与生
产实物进行比较。为满足这些要
求，Siemens PLM Software 推出了一个具
备如下关键功能的协同平台：

• 使遍布全球的产品开发团队能够协同工作

• 促进全球规模的灵活制造

• 让供应商参与到您的流程中，而不受其所
在位置的限制

• 可视化地验证机械的行为和功能表现

• 将制造知识应用于产品开发过程中

• 降低您的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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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重型装备机械的解决方案

机电一体化
如今，企业越来越多地需要满足客户驱
动、法规驱动和与特征相关的功能要
求，而满足这些要求又依赖于电子和软
件创新，因此机械正在变得越来越复
杂。随着集成化程度的提高，系统中包
含了大量可以防止、跟踪系统故障并发
出警报的功能。为解决这一问题，重型
装备制造企业正在采用一种全方位的设
计方法，其中包含系统工程以及电气、
机械和软件设计。全方位的方法要求价
值链通过复杂的混合二维/三维布局和
数字化工程模型来了解初期的系统布局
和性能。

使用我们的 PLM 解决方案，企业可以
在所有职能部门中一致地传达需求和变

更，从而实现这些集成设计。PLM 可以
促进形成丰富的集成环境，使不同的部
门能够管理单一的产品和流程知识源。
利用此环境可以提供清晰的透明度和可
跟踪性，这是每个部门在开发和管理迭
代变更时都需要的。利用我们的解决方
案，企业可以减少集成问题，加快作出
复杂设计权衡，增加功能重用，使各部
门的团队之间可以实现同步，并可以降
低预料之外的工程返工成本和缩短订单
交付时间。

维修方便性
70% 到 90% 的机械生命周期成本是由
运行和维修机械造成的。全球化趋势正
在增加全球机械制造商对维修中心、中
枢和网络的需求。可持续性趋势将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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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翻新现有机械和/或在其中集成环境
控制系统这些服务的需求。经济不景气
时也可加大这种需求，因为在这一经济
背景下制造商会延长陈旧设备的使用时
间。这些实践增加了与维修和维护相关
的业务潜力，从而增加了维修提供商的
收入。虽然专属和非专属市场都有巨大
的利润潜力尚待挖掘，但许多企业要获
得此潜力尚需时日。

我们的 PLM 解决方案可将您的产品定
义、配置和变更历史与维护历史相集
成。这使维修人员能够轻松、准确地获
得所需的所有维修信息。我们的解决方
案还可以通过促进维修团队的闭环反馈
来改进工程协同，使开发团队能够推动
新一代产品的开发，并改进持续变更流
程。

针对重型装备机械的解决方案

此外，还可以利用我们的解决方案通过
个人计算机 (PC)、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
直接向技术人员提供产品知识，从而减
少维修时间和成本。这些举措使您能够
缩短从客户提出维修请求到完成维修之
间的这段时间，并提高第一时间修复
率，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从营销和销
售的角度看，这些举措使您能够促进交
叉销售和追加销售，重新赢得错过的客
户，提高您的成功率并采用新的合同模
型，从而增加收入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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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真正影响重型装备机械制造商的创新

Siemens 是世界上最大且最受尊重的企业之一，业务遍布 
200 多个国家/地区，员工人数超过了 34 万。如此庞大的规
模和丰富的经验让 Siemens 对重型装备制造业的全球业务
需求有着独到的见解。Siemens PLM Software 的技术能将
产品和生产周期结合起来，帮助全球行业领先的企业以前所
未有的高速度实现产品面世。

Siemens PLM Software 正致力于帮助客户在一个要求提高
可靠性、缩短订单交付时间、降低总拥有成本以及产品开发
成本的市场中提供日益复杂的机械。一体化的工业 PLM 平

台将虚拟与现实世界整合在一起，可以促进生产规划与车间
之间的高效衔接。这种衔接提供了专门为重型装备机械制造
商定制的创新功能，从而使其具备战略优势。虚拟与现实世
界之间的连接不仅促进了更好、更准确的成品的出现，缩短
了上市时间和全面部署时间，同时也增强了部门之间的协
同。

让 Siemens PLM Software 帮助您在重型装备制造业中实现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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