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械及设备制造行业

Hitachi Construction Machinery
提高质量和创新能力使 Hitachi Construction Machinery 享誉业内

产品
NX、 Teamcenter、
Tecnomatix
业务挑战
在一个同步控制的开发环境中
管理整个产品开发流程中的数
据
保持与日本之外的办事处紧密
协同，同时发起全球设计运营
建立安全信息共享基础设施，
来支持全球扩张和协作
成功的关键
实施 NX 软件和 Teamcenter
软件来实现产品数据和流程知
识同步管理
成效
缩短订货至交货的时间，以处
理更多的设计量
通过有效的数据共享来实现实
时设计
消除手动数据传输的常见错误
提高了产品质量

同步控制的开发环境能够简化数据
共享
Hitachi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在将 IT
技术集成到工程机械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这要归功于其支持产品建模设计工序
的“3D Plaza Design”。
全球领先的智能电铲制造商
日本 Hitachi Construction Machinery Co.,
Ltd. (HCM) 的主要产品线是液压挖掘机，
公司制造多种机型，从中型和小型挖掘机
一直到 780 吨的超大型挖掘机。HCM 是
工程机械领域的领军者，在欧洲、美国和
亚洲建有多家生产厂。HCM 还销售由
HCM Group 公司制造或与主要制造商联合
制造的轮式装载机、越野翻斗车、隧道掘
进机等产品。
自 1949 年 HCM 推出完全采用日本技术制
造的第一款电铲以来，该公司便一直在业
内保持领先地位。2000 年，公司推出了
世界上第一个配备 IT 功能的电铲系列
ZAXIS。时至今日，它仍在积极地将 IT 技
术应用到其工程机械业务领域中。该公司
已将其 3D 产品建模方法命名为“3D Plaza
Design”，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
设计到设计审查再到实际产品制造和质量
保证）应用此概念。

“3D Plaza Design 概念的主要目标是在实
际推展开来之前根据产品的实际进展实现
质量‘预先保证’。”Hitachi Construction
Machinery 软件开发部经理 Yamato 解释
道。“通过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使用 3D 建
模，我们能够通过快速验证设计概念来加
快设计审查过程，然后根据设计审查结果
修改这些概念，进而继续推进产品开发过
程。这反过来又能帮助我们提高整体质
量，让我们的产品实现更高的创新水平。

提高整个产品开发的创新水平

www.siemens.com/plm

我们有一个虚拟广场可简化这一过程，被
称为“3D Plaza Room”。在这个 3D Plaza
Room 中，参与者可以轻松参与审查过
程，并找出产品设计时的潜在问题。”
广泛采用可增加好处
为了进一步增加这一流程的好处，HCM 已
将其 3D 产品建模扩展到多个领域。除了
设计工序以及数字化仿真和验证外，公司
还在大部分操作中采用 3D 建模，如在制
造阶段评估产品的可维护性和能见度，创
建 NC 数据和训练机器人 - 以及创建零
件、产品目录和市场推广资料。HCM 使用
NX™ I-deas™ 软件（Siemens NX 数字化
产品开发产品组合的一部分）以及提供人
体建模功能的 Tecnomatix® 软件来进行所
有 3D 建模。NX 在一个集中控制的开发环
境中工作，它采用 Siemens 的
Teamcenter® 软件来实现数据共享和可视
化。
“当我们开始全面使用 3D 建模时，我们意
识到，数据管理将成为一大挑
战。”Yamato 解释道。“特别是在设计流程
全球化的趋势下，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数据
管理系统，来与日本以外的部门实现安全
可靠的协作。除了日本开发和设计中心

外，我们目前还在中国、欧洲、北美和东
南亚地区设立了开发部。特别是，我们的
中国办事处与日本办事处建立了非常紧密
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在这
两个办事处之间共享最新信息和数据，来
实现高效的开发流程并提高整体设计质
量。”
通过采用 Siemens 的技术
（NX、Teamcenter 和 Tecnomatix）
，HCM 已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建立一
个全球开发过程。控制每位用户访问可视
化数据的能力已显著提高安全管理。公司
还显著减少了与数据传输相关的错误。这
是团队成员共享“关联数据”的结果。此
外，手动数据传输已变成一件完全多余的
事情。Siemens PLM 功能已帮助 HCM 显
著提高质量、创新能力并缩短上市时间。
“源自一栋虚拟大数”的全球设计
这个新系统如何有效运行的一个例子涉及
两个组 - 一个在日本，另一个在中国 - 在
Teamcenter 控制的开发环境中有效地共享
数据。当在中国的工作组服务器中签入图
纸时，元数据存储在日本，实际数据存储
在中国。当在日本签入图纸时，元数据和
实际数据都存储在日本。通过使用这个集

“通过完全集成控制的开发环境，在执行其他工
序的同时推进设计流程将变得易如反掌。将设
计任务分发到世界各地的办事处加速了设计流
程，即使是大批量工作也不在话下。”
工程信息系统部总经理 Kouichi Yamato
Hitachi Construction Machinery Co., Ltd.

“实施 NX、Teamcenter 和 Tecnomatix 带来了各
种好处，包括全球开发环境的实现、提高质
量、提高安全性以及减少与数据传输相关的问
题和错误。”
部门经理 Toshiaki Sukada
Engineering Group
Production Systems Group
SI Division
Hitachi Kenki Business Frontier Co., Ltd.

中式元数据管理和分布式实际数据管理系
统，HCM 已成功地将网络负载保持在最低
水平，并创建了一个系统来有效地共享数
据。HCM 还自动执行排除控制和安全访问
控制。
“既然我们能够实时共享数据，在执行其他
工序的同时推进设计流程将变得易如反
掌。”Yamato 表示。“就跟我们在同一栋楼
里执行全球设计一样。将设计任务分发到
世界各地的办事处加速了设计流程，即使
是大批量工作也不在话下，并且能够在更
短的时间内更轻松地制作出千变万化的产
品来。”
增进团队之间的数据共享关系也给国家带
来了重大好处。以前在日本，数据通过在
设计和制造团队之间（甚至是设计团队之

间）直接传递的物理数据包共享。使用
Teamcenter，HCM 能消除与这种棘手且
容易出错的数据分布方式相关的成本。实
际上，在以前的数据共享方法中，很难确
保使用的是最新的文件。然而，借助受
Teamcenter 控制的开发环境，HCM 现在
可以实时共享数据，从而使整个业务流程
得到了显著的改进，尤其是在速度和准确
性方面。
Teamcenter 也支持 HCM 将其传统的图纸
管理系统（在 2D 设计阶段创建）集成到
此流程。设计数据被锁定之际会被自动输
入受控开发环境并在图纸管理系统中自动
登记相应的信息。进行设计更改时，设计
人员只需执行“借阅手续”便可解锁设计数
据。

解决方案/服务
NX
www.siemens.com/nx
Teamcenter
www.siemens.com/
teamcenter
Tecnomatix
www.siemens.com/
tecnomatix

将来，HCM 计划通过执行更多
Teamcenter 功能来更充分地扩展其产品生
命周期管理系统。HCM 还计划对其工作流
程系统和审批流程进行数字化处理。“我们
要继续进行知识共享。”Yamato 补充说。“
我们公司内部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数据
库。我们要整合这些数据库来实现显著的
流程导航改进。”

客户主营业务
Hitachi Construction
Machinery 的主要产品线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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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 Group 公司制造或与主
要制造商联合制造的轮式装载
机、越野翻斗车、隧道掘进机
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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