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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B
提供世界上最强大的柴油发动机

产品
NX
业务挑战
延续公司创新传统，以开发柴
油发动机作为公司新的业务方
向
提供精心管理的开发过程
推出能够立即受到市场信赖和
尊重的首款创新产品
成功的关键
使用 NX 数字化产品开发系统
支持灵活、迭代的发动机开发
项目
创建精确的三维模型，用于广
泛的虚拟和真实环境测试
成效
成功开发并推出了广受好评的
JCB444 柴油发动机
推出了世界上单位油耗性能最
强的汽车柴油发动机 JCB444LSR，它是 JCB444 的 750bhp
高性能版本
通过专门定制柴油发动机提升
产品质量
优越的竞争优势

继成功推出 JCB444 柴油发动
机之后，JCB 又开发了高性
能版本——世界上单位油
耗性能最强的汽车柴油发
动机
创新的传统
作为世界领先的工程设备
制造商之一，JCB 在产品
创新方面有着悠久的传
统。公司过去依赖于采购
第三方发动机供应商生产的
柴油发动机，为工程车辆提
供动力。然而，在不断寻求进
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的过程
中，公司决定自行研制发动
机，专门旨在满足其工程产品
的特定需求。
新领域的创新挑战
虽然之前开发了原型柴油发动
机，但开始自行生产发动机对于
JCB 来说仍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为了
保持客户的一贯信任，赢得行业的尊
重，需要确保从推出首台发动机到迈向发
动机生产的每一步都获得圆满成功。
鉴于此，公司启动了全面的新产品开发流
程，从详细的可行性研究开始，包括概念
设计、测试和制造规划。从一开始，JCB 就
和一些精心选择的合作伙伴以及潜在供应
商建立了密切合作，包括技术合作伙伴
Ricardo Consulting Engineers。

经过广泛试验和测试的产品开发平台
超过 17 年以来，JCB 的长期产品开发战略
都依赖于 NX™ 软件，该软件由产品生命周
期管理 (PLM) 专业公司 Siemens PLM
Software 所开发。作为一个经过广泛试验
和测试的平台，NX 软件为公司的设计工程
师所熟知，因此便顺理成章地被选为推动
柴油发动机开发的软件。

www.siemens.com/nx

JCB 第一台发动机 JCB444 的初始概念设计
便是利用 NX 创建的，开发团队带着初期
的想法进行了严格的虚拟和物理测试，最
终完成了复杂的三维模型。使用 NX 创建
的模型数据用于制造最终组件，并促成产
品成功首发。
高级装配支持同步工作
在最初的可行性研究和后续的产品开发阶
段，每一次都有 10 到 20 位来自 JCB 和
Ricardo 的设计工程师参与 JCB444 项
目。NX 高级装配技术简化了这一过
程，JCB 的发动机项目主管 Alan Tolley 解
释说：“从一开始，NX 就能将构成发动机
最终三维模型的所有组件整合到单一的装
配文件中，开发团队的每位成员均参与其
中。我们所有人共同协作。一位工程师更
改了单个零部件的设计，其他所有工程师

都可以看到，这就确保了相关零部件最终
能够组装在一起。”
预测技术提高精确度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大量使用了预测技术
和仿真，以提高精确度、减少返工、优化
资源，确保发动机产品顺利推出。
NX 三维动画序列让设计工程师能够分析活
动发动机零部件的复杂运动，并确保各组
件之间不会相互干扰。
完整精确的 NX 三维数据对于仿真和虚拟测
试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在各种专业软件包
中都会用到。这包括模拟发动机各个零部
件受力和复证气缸盖和冷却系统液流的计
算流体力学 (CFD) 的工具。

“NX 软件支持了我们在市场上推出创
新型高性能发动机的目标，没有出
现不当延误或大量返工的情况。”
Alan Tolley
JCB 发动机项目主管

“在整个开发阶段，我们都非常依赖 NX 数据，而
软件的‘参数化’工具让我们的迭代开发更灵活，
随产品的进展加快编辑。”
Alan Tolley
JCB 发动机项目主管

为了评估如何将正在开发的发动机最终安
装在 JBC 的各种工程车辆中，设计工程师
进行了一系列的虚拟测试，将发动机的实
体模型虚拟植入到工程产品的三维模型
中。

中。由于 NX 链接了设计的各个元素，对单
个组件进行编辑，任何相关的零部件都会
自动发生相应的更改。随着开发过程向零
部件制造和装配发展，这支持了发动机的
渐进演化。

NX 帮助我们加速进入产品开发过程的下一
阶段 — 物理试验，包括测试原型发动机在
工程车辆中的实际性能。JCB 的组件供应商
和专业原型制造商在他们的计算机数控
(CNC) 加工和激光原型机器中直接使用 NX
三维数据来制造原型零部件。数据的完整
性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有了完整
的数据便不用补充二维设计，也不需要任
何返工。

成功发布突破性创新设备
JCB444 发动机于 2004 年推出。JCB 的精
心规划和全面的开发过程造就了这款真正
具有突破性的产品。JCB444 是目前世界上
单位油耗性能最强的汽车柴油发动机。

参数化特征便于快速编辑
虚拟和现实测试的每个阶段都会对产品进
行改进和迭代。NX 的参数化工具可让设计
工程师快速将这些参数应用到三维模型

NX 被公认在 JCB 成功迈向柴油发动机开发
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Alan Tolley 解
释说：“有了 JCB444，我们开始为我们的工
程设备专门定制创新的柴油发动机。这是
我们迈向柴油发动机制造的第一步，我们
要顶着巨大的压力，确保产品成功发布。
所有客户和整个行业都在关注。我们一定
要开个好头。

解决方案/服务
NX
www.siemens.com/nx
客户主营业务
JCB 是世界领先的工程设备制
造商之一。
www.jcb.com

NX 是我们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它的
高级装配功能允许最多 20 位工程师同时参
与项目。在整个开发阶段，我们都非常依
赖 NX 数据的完整性和精确性，软件的‘参
数化’工具让我们的迭代开发更灵活，随着
产品的进展加快编辑。
NX 软件支持了我们在市场上推出创新型高
性能发动机的目标，没有出现不当延误或
大量返工的情况。”

客户所处位置
英国斯塔福德郡
罗切斯特
“从一开始，NX 就能将构成发
动机最终三维模型的所有组件
整合到单一的装配文件中，开
发团队的每位成员均参与其
中。”
Alan Tolley
JCB 发动机项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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