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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queine集團
Siemens PLM Software公司為複合材料設計與製造企業的成長保駕護航

產品
Tecnomatix, Teamcenter
業務調整
改進高性能零件的生產
縮短上市時間，降低生產成本
處理零件變差與變更
開發新客戶
成功的關鍵
用一個單一知識庫來確保資料
的一致性
建立標準來簡化日常工作
確保與CAD系統之間的整合順
暢
重用現有模型
實施成果
新產品上市時間從30個月減少
到了14個月，減少幅度超過了
50%
改善了設計資料的一致性
改善了生產力和效率（所有作
業全部選用最新資訊）
強化了知識共用和協同

虛擬發動機上的飛機發動機測試設備

Duqueine用Tecnomatix和
Teamcenter來改進高性能零件的
生產
專業生產複合材料架構
Duqueine集團（“Duqueine”）由Gilles
Duqueine于1982年成立，是一家曾經為
賽車開發過首款碳殼的複合材料專業生產
商。該公司最初專門從事原型賽車製造和
複合材料加工。1992年，Duqueine安裝
了首條碳制自行車車輪生產線，隨後很快
成為該領域的世界領導者之一，年產量達
20,000。
2004年，公司與Techspace Aero（Safran
集團）簽訂了一份為A380飛機渦輪反
應器研發和實施冷流收集坑道的合約，
從此開始向航空航太領域滲透。在同一
年，Duqueine還開始為EADS Sogerma和
Sicma Zodiac集團開發機艙內飾和頭等艙
座椅架構。所有這些都為Duqueine成功開

闢體育和休閒行業其它平行大眾市場，隨
後為賽車駕駛員生產安全系統立下了汗馬
功勞。
由於擁有行業領先的經驗，Duqueine確
立了明確的目標 - 把自己打造成為國際知
名的複合材料架構生產商。在過去十年
中，Duqueine的員工人數從20暴增至800
。Duqueine的主要市場是航空航太（85%）
，剩下的分別為普通工業（10%）和體育及
休閒行業（5%）。
新的挑戰需要新的解決方案
作為成長策略的一部分，Duqueine的管
理層認識到，要部署一個好的方法論，
開發一個協同知識共用環境，公司就需
要實施有助於組織協調多部門作業的工
具。Duqueine首先在各大產品生命週期管
理（PLM）供應商之間進行了一項基準測
試，以便確定最能滿足自身需要的產品資
料管理（PDM）和數位製造解決方案。

www.siemens.com/plm

“這是我們開發新客戶、提升盈
利水準的途徑。Tecnomatix
組合説明我們達到了更高的品
質標準。”
Xavier Danger
Duqueine集團工程部主管

發動機測試設備IFS夾層部分的脫模流程

Siemens PLM Software won the benchmark
because its 由於 Teamcenter® 軟體和
Tecnomatix® 組合提供最能滿足 Duqueine
需要的協同平臺，因此
Siemens
PLM
Software 最終在基準測試中勝出。同樣重
要的是， Teamcenter 證明了自己能夠輕鬆
管理用 Duqueine 的電腦輔助設計 （CAD）
系統 CATIA® 軟體建立的資料。不僅如此，
Duqueine 的管理層還發現 Siemens PLM
Software 能夠提供出色的支援服務，而這
被 Duqueine 視為部署成功的重要保障。
飛機發動機測試設備的CAD視圖

Duqueine於2010年初次部署
Teamcenter，此後不久就部署了
Tecnomatix組合中的製造流程計畫器
（MPP）解決方案。MPP是Teamcenter裡
面的一項內置技術。
Duqueine集團工程部主管Xavier Danger表
示，“我們很快認識到，如果我們在工程部
門和製造活動之間搭建一座好的橋樑，會
改善工作環境資料和工程團隊建立的資料
之間的一致性，從而有助於我們加快新產
品上市速度，捕捉知識。”

為製造階段部署Tecnomatix是一個很自然
的舉措，因為這對只保持一個用於共用資
料和知識的知識庫而言至關重要。Danger
表示，“透過選擇Tecnomatix解決方案，
我們加快了新產品上市速度，改善了產品
品質，從而改善了我們在客戶心目中的地
位。”
Duqueine集團銷售與溝通總監Stéphanie
Burgun補充道，“我們向客戶證明需要一個
PLM解決方案，因為這有助於降低設計錯
誤，改善產品和流程資料的品質。”
MPP的另一個優勢是，它允許Duqueine為
任務和工作流建立標準。Danger表示，“透
過選用Tecnomatix MPP解決方案，我們能
夠使任務實現標準化，追蹤每項任務的執
行情況。工程師發現該解決方案有助於定
義工作。所有工作都由數位製造解決方案
控制。”
Danger表示，“PLM技術現在已經是
Duqueine設計和技術資料的主知識庫，
並且連接了ERP（企業資源規劃）工
具。Teamcenter使資料隨時保持一致。由於

“透過選擇Tecnomatix解決方案，我們加快了
新產品上市速度，改善了產品品質，從而改善
了我們在客戶心目中的地位。”
Xavier Danger
Duqueine集團工程部主管

C風道的內部控制

擁有一個單一知識庫，因此Duqueine能夠改
善製造效率能夠改善製造效率。在此之前，
我們不得不嘗試製造方法，如果這個方法不
好，我們不得不回到ERP系統修改產品，然後
再試。因此，我們認識到必須為我們的工作
流建立一個單一的知識庫。”
Tecnomatix解決方案的一個重要優勢是能
夠驗證資料。Danger表示，“透過數位製造
解決方案，我們能夠捕捉產品資料並將其
直接連接到我們的ERP系統。當我們建立物
料清單（BOM）和流程清單（BOP）時，
我們能夠對其進行驗證並將其傳輸到我們
的ERP系統。我們知道資料中沒有任何錯
誤，PLM系統裡面的資料也可以在ERP系統
裡面存在。此外，這個系統使我們隨時可
以選用資料的最新版本。”
加快新產品上市速度
透過資料一致性驗證，Duqueine把新
產品上市時間從30個月減少到了14個
月。Danger表示，“在選用MPP之前，操作
員必須向幾個人採集資訊，有時還要花點
時間才會認識到有些資料缺失或者已經過
期。現在，我們用一個知識庫來管理所有
資料，這樣工程師和操作員可以在一個地
方找到所有最新資訊。在選用MPP應用程
式之前我們用手動方式添加資料。安裝了
MPP之後，有幾個步驟實現了自動化，從
而避免了人為錯誤。”

Duqueine的工程師把MPP的範本功能視
為一個巨大優勢，因為工人可以重用現有
模型來產出新的BOM和BOP。Danger表
示，“重用範本使工作變得容易多了。我
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幾個客戶的產
品有類似的幾何形狀，這樣調整起來就非
常容易。對Duqueine而言範本有巨大的價
值。事實上，BOM和BOP有60-70%的資料
是透過範本建立而成。這為我們節約了大
量時間和費用。”Danger進一步指出，範
本用途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具有迴圈生產
特點的發動機艙測試設備計畫。

“對Duqueine
而言範本有
巨大的價
值。”
Xavier Danger
Duqueine集團工程部主管

流程效率
Duqueine的四個網站目前共有150名
Teamcenter用戶。在Massieux有18個製
造工程師負責制定生產計畫以及與ERP系
統之間的連接，他們每天都選用MPP。產
品工程師建立了BOM資料之後，製造工程
師會建立BOP資料，然後在BOP裡面選用
BOM。
透過選用MPP，用戶可以直接在計畫流程
中選用零件。Danger解釋道，“發動機艙
測試設備由1,500個不同零件組成，這是
一個複雜的產品和裝配流程。如果BOM和
BOP只存在於ERP，則很難管理變更。透
過選用數位製造解決方案，我們只能選用
特定作業需要的零件。對於有大量零件的
較大裝配而言，這一優勢會更加顯著。”機
床也用Teamcenter管理，用MPP應用程式
連接到BOP。

BOP技術指導視圖（金屬設備）用Teamcenter
製造解決方案管理。

BOM資料用Teamcenter製造解決方案管理。

飛機發動機成品測試設備

製造工程師還負責建立作業指導書。作業指
導書用Microsoft Office®的軟體技術Word軟
體和Excel®電子資料工作表軟體建立。檔附
在MPP裡面的一個物件後面，實際上是BOP
的一部分。系統會過濾BOP資料，提取準確
的BOM。在用MPP建立並更新資料之後，資
料會透過一個Excel報表傳輸到ERP。
ERP只用於管理生產資料，而PLM則用於管
理工作環境需要的所有技術資訊，包括原
材料檔案、數位控制（NC）程式和銑削應
用程式。
工作環境工人會得到含有執行任務所需全
部步驟的作業指導書。此外，工人還可以
用MPP工具存取相關的3D資料。MPP能夠
進一步澄清需要執行的工作。用CATIA建
立的3D資料會被轉換，然後用JT™資料格
式檔案交付。
可追溯性與配置管理
Duqueine選用的MPP其它重要功能是可追
溯性和配置管理。Danger表示，“我們的所
有客戶都有大量需求，並且這些需求還經
常變更。透過選用數位製造工具，我們能
夠管理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變型。我們為
不同的網站供應同一個零件的不同變型。
透過這個解決方案，我們知道每個客戶的
確切產品變型。”

MPP應用程式有助於製造工程師和製造技
術人員在一個BOM裡面管理變更。在BOM
發生一項變更時，系統會自動告知他們有
個BOM發生了變更，然後他們就會運行“影
響分析”應用程式，瞭解哪個子裝配受到了
BOM變更的影響，然後檢查需要任何針對
BOP調整這項變更。如果變更很重要，系
統就會為BOM裡面的特定零件建立一個新
的版本。
建立高性能零件
目前，Duqueine的所有新計畫都選用
Teamcenter和Tecnomatix整合解決方案，
其中飛機機艙計畫選用最廣泛。
Duqueine集團進階副總裁兼市場行銷和業
務開發經理Jerome Aubry表示，“透過選用
Tecnomatix，我們只需較短時間就能夠為
客戶建立高性能零件。我們按照客戶的確
切需求建立機器。”
為了不斷改善競爭力，鞏固市場領導地
位，Duqueine必須不斷強化高性能零件生
產能力。Danger表示，“我們知道，如果我
們要想與法國的很多客戶共用成功，我們
就得開發高性能零件。這是我們開發新客
戶、提升盈利水準的途徑。Tecnomatix組
合説明我們達到了更高的品質標準。”

虛擬發動機上面的飛機發動機測試設
備的一半

“透過選用Tecnomatix，我們
只需較短時間就能夠為客戶
建立高性能零件。我們按照
客戶的確切需求建立機器。”
Jerome Aubry
Duqueine集團進階副總裁兼
市場行銷和業務開發經理

“透過選用Tecnomatix，我們只需
較短時間就能夠為客戶建立高性
能零件。”

解決方案/服務
Tecnomatix
www.siemens.com/
tecnomatix
Teamcenter
www.siemens.com/
teamcenter
發動機成品測試設備

客戶的主營業務
Duqueine集團專門為航空
航太、體育和休閒行業設
計、生產複合材料零件及子
裝配。公司是複合材料領域
的領導者，在設計、生產小
批量高性能零件方面擁有
豐富的工程和工業技能。
www.duqueine.fr
客戶所在地
法國Massieux
“對Duqueine而言範本有巨大
的價值。事實上，BOM和BOP
有60-70%的資料是透過範本
建立而成。這為我們節約了大
量時間和費用。”

向批量生產過渡
Duqueine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是向批量生
產過渡。Danger表示，”我們已經開始與汽
車行業的大客戶商討。製造大量零件對我
們來說是一大挑戰。要實現這一目標，我
們就需要在生產線方面進行投資。”
我們在潮汐能水輪機行業也面臨同樣的
挑戰。Danger表示，“如果要進入這個市
場，我們就需要調整我們的生產方法和生
產線，並且加快新產品的上市速度，而
Tecnomatix數位製造解決方案能夠説明我
們實現這些目標，這是我們成長道路上至
關重要的一步。Duqueine的成功策略還涵
蓋航空航太、電信和汽車等其它市場。”

Xavier Danger
Duqueine集團工程部主管

Siemens PLM Software
Americas
Europe
Asia-Pacific

+1 314 264 8499
+44 (0) 1276 413200
+852 2230 3308

www.siemens.com/plm

© 2013 Siemens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Software Inc. 保留所有權利。 Siemens和Siemens 標誌是Siemens AG的
註冊商標。 D-Cubed, Femap, Geolus, Go PLM, I-deas, Insight, JT, NX, Parasolid, Solid Edge, Teamcenter, Tecnomatix 和
Velocity Series 是 Siemens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Software Inc. 或其子公司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或註
冊商標。此處使用的所有其他標識、商標、註冊商標或服務標章均是其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47182-Z11 8/15 o2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