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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举措
新产品开发
价值链同步 
知识和智力资产管理

业务挑战
开发客户特定机器配置
加快上市速度
加大销售力度

成功的关键
集产品配置、CAD 和数据管理
于一体的全面 PLM 解决方案 
重用现有产品信息

成效
减少 50% 的项目规划和投标
准备工作 
正确解释和传达建议和订单
精简销售流程

工业机械及设备制造行业

www.siemens.com/plm

Otto Bihler
PLM 支持模块化机床的自定义配置

冲压折弯机的领先供应商可获得更
多的销售机会、更短的反应时间和
精美的演示文稿

客户特定解决方案需求
1956 年，Otto Bihler Machinenfabrik 公
司发明了配备垂直工作面板的径
向丝/带折弯机，允许多个成型部
件围绕工件径向排列。这项技术
为 Otto Bihler 公司的成功奠定了
基础，如今，该公司已成为世界
领先的冲压折弯机供应商。当今
的系统可以径向和线性方式工
作。为了实现最高的生产效率，
焊接、攻丝、插入螺钉和装配等
大规模生产技术集成在线带材料
的全自动加工过程中。使用这些
机器可以大量生产各类用于不同
行业的零部件，包括配件、软管
夹、折叠机械、套筒、电子组
件，甚至复杂的机动车部件。

Bihler 的技术销售主管 Bernd 
Haussmann 表示：“客户通常向
我们咨询特定的生产任务，他们
希望我们根据其零部件的输出数
量和可行单价拟定机器概念。”在
很大程度上，产品程序已实现模块
化，各种机器类型、集料、隔音
间和供料器已实现标准化。但是
仍有极其广泛的客户特定解决方
案。这种灵活性正是公司的竞争
优势之一。在任何情况下，实际
的冲压和成型工具都必须为每个
生产任务重新开发、设计和生
产。

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为了优化从产品开发、设计、技术销售到
制造和服务的过程，2003 年，公司从西门
子工业自动化旗下的业务部门 Siemens 
PLM Software 引进了解决方案，包括 
NX™ 数字产品开发软件和 Teamcenter® 

新配置器的原始内容：冲孔和折弯。

P´X5 配置器的虚拟设
计可提高投标和项目
规划的可靠性。



数字生命周期管理软件。目标之一是提高
部门的效率，帮助完成复杂的销售任
务。Bihler 首席信息官 Hermann 
Schwarzenbach 解释说：“我们一直在寻
找一款无需使用复杂的 CAD 应用程序，能
够以立体几何的方式展示机器概念的销售
工具。” 

他们希望关于机器配置的专家知识形成基
于规则的单元装配系统，从而提高咨询过
程的质量并降低规格风险。运用这种方
法，可以向客户和员工直观地展示机器和
工具的概念，而不影响设计部门。该产品
将以当地语言生成，按特定国家/地区的价
格收费，缩短反应时间，提高质量和效
率。

Schwarzenbach 补充说：“由于我们设计
部门和技术销售部之间的密切合作，需要
从一开始便实现 PLM 集成。”这包括使用 
Teamcenter 软件归档中心数据和进行变量
分类以帮助实现对类似项目的搜索和重
用。与此同时，配有虚拟组件的机器配置
通过生成真实的 CAD 模型成为设计的基
础。

集成 PLM 的销售流程
通过使用来自 Perspectix（Siemens PLM 
Software 授权合作伙伴）的 P´X5 产品配
置器解决方案，Bihler 已超额完成目标。
使用 NX 软件创建的 CAD 模型现在和实现
对接的定义连接点一起转移至配置器目
录。P´X5 支持 PLM-XML 以及用于数据输
入和输出的轻量级三维格式 JT™，大大方
便了 PLM 链接。销售部门可在项目结构中
找到所有相关文档，无需设计部门的协助
便可查看和使用。当销售部门通过 
Teamcenter 产品数据管理 (PDM) 的搜索
和分类功能查找现有项目，并能够通过相
关的后期计算来优化产品时，即完成整个
过程周期。

“与之前使用CAD设计和项目规划
的方法相比，我们现在使用配置
器要快得多。”
Bernd Haussmann 
技术销售主管 
Otto Bihler Maschinenfabrik

当配置器中的所有信息和
文档进入 Teamcenter 的 
PLM 结构中时，周期即已
完成。

“新的机器、工厂和工具配置
器是连接我们的 CAD/PLM 
环境和全球销售机构的最佳
纽带。”

Hermann Schwarzenbach 
首席信息官 
Otto Bihler Maschinenfabrik



另一项挑战是工具配置器的开发，它通过
示意图展示冲压和成型工具，以图解方式
说明各个流程以及通过机器的物料流。难
点在于尚未设计专用工具，所以没有几何
数据。Bihler 也曾寻求所谓的快速输
入。Schwarzenbach 表示：“我们想要在不
进行图形配置的情况下快速比较我们估计
的产品价值和既定客户的预算。”“销售部
门只需进行少量的工作，就能检查我们的
机器概念是否有真正的市场机会。”有经验
的员工使用普通的图表便可轻松合理地从 
P´X5 的价格列表中选出必要的组件。三维
模型将存入数据车中，类似于典型的电子
商务解决方案。“结合价格列表中的服务，
我们现在能够非常快速地计算出总价并得
出结论，”Haussmann 补充道。

Haussmann 团队 8 位成员的经验表明，该
团队在概念的规格、可行性检查和项目的
实现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Haussmann 
说：“与之前使用 CAD 进行设计和项目规
划相比，我们现在使用配置器的方法要快
得多。”Bihler 也期待在未来实现巨大成
功，尤其是销售方面。Haussmann 表
示：“向客户解释虚拟概念时，有着绝对的
优势。”他指出，Bihler 之前的流程代价高
昂，并且只能偶尔使用。 

自动选择组件后，BOM 将
随之更改并进行真实性检
查。

构造工具包中的技术和几何
数据将导入到 CAD 系统
中。

“总体而言，从项目规划到投标的
过程中，我们使用配置器的完成
速度比使用之前的方法快得多。”
Bernd Haussmann 
技术销售主管 
Otto Bihler Maschinenfab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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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服务
NX 
www.siemens.com/nx
Teamcenter 
www.siemens.com/
teamcenter

客户主营业务
Otto Bihler Maschinenfabrik 
已经发展成为世界领先企业，
提供成型、装配、焊接技术，
以及用于冲压技术的 CAD 软
件。 
www.bihler.de

客户所处位置
德国巴伐利亚州 
哈尔布莱希

合作伙伴
Perspectix AG 
www.perspectix.com

为了快速定义报价计
算，BOM 列表中加入了
三维组件，包括服务在内
的价格全部加在一起。

在 CAD 系统中，该配置作
为装配构建，包含最新组
件的详细实体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