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機械與設備

Perkins Engines
虛擬模擬與流程規劃的廣泛採用產生非凡受益

產品
Teamcenter、 Tecnomatix、
JT Open
商業挑戰
消除後期變更導致加工與生產
流程成本提高的情形
降低成本增加與生產排程受到
干擾的風險
成功關鍵
產品與流程資料的單一安全來
源
組立件虛擬流程規劃與虛擬建
構活動
成果
流程規劃能力相較之前的 NPI
計畫提升達三倍之多
透過時間與成本節省輕鬆實現
投資合理化
持續增加獨特客戶銷售組態的
數量
在整個 NPI 生命週期內，於同
僚、供應商和客戶之間實現緊
密的協同作業

Perkins 使用 Teamcenter 和
Tecnomatix，幫助新引擎成功上
市；流程規劃能力相比之前的方法
提升三倍
面向世界的引擎供應商
Perkins Engines Company Limited (簡稱
Perkins) 擁有超過 75 年的悠久歷史，生產
柴油引擎和動力解決方案，其產品的性能
和可靠性在全球首屈一指。公司目前是工
業、建築、農業、物料處理和發電等應用
領域中 4 至 2,000 千瓦 (5 至 2,600 馬力)
動力範疇柴油引擎和燃氣引擎的領先供應
商。公司的製造技術與系統經理說：
「Perkins 的每一分子都將品質視為己
任。公司的使命由工作認真、經驗豐
富的製造專業人員完成，他們借
助虛擬模擬與流程規劃工具及技
術，使用與供應商、物流、產品
設計與運作協調一致的全球通用
規劃系統。」

高風險
除負責保證製造設施準備就緒以用於生產
新的產品，Gillis 還是 Perkins 組立件虛擬
流程規劃 (VPPA) 的部署冠軍。他在公司中
的這兩個角色互為補充，完美無缺。Gillis
回憶道：「2005 年，公司在進行 Tier 3/
Stage IIIA 排放合規 4 缸與 6 缸引擎的新
產品導入 (NPI) 計畫。風險非常高。如果
計畫出現問題，將對客戶滿意度和獲利能
力造成惡劣影響。對昂貴的加工或生產流

為達成這個使命，Perkins 已在
進階製造工廠與設備方面投入巨
資，並將 Siemens PLM
Software 提供的 Teamcenter®
軟體確立為其工程與製造環境
中產品與流程資訊的單一來源。

產品品質更高

www.siemens.com/plm

「透過較早使用這樣的流
程，我們在財務回報和
時間節省方面已經看到
了顯著的成效。」
Cliff Gillis
製造技術與系統經理
Perkins Engines Company Limited

「我可以對產品設計提出任意
數量的問題，不必打擾設計
師，也不用跑去列印車間。
我所需的一切盡在我和我的
團隊的桌面上。」
Cliff Gillis
製造技術與系統經理
Perkins Engines Company
Limited

程做出後期變更，會提高成本增加的風險
並擾亂目前的生產計劃，進而可能導致錯
過交貨期限。為保成功，我們需要一個產
品與流程知識的存放庫，讓我們可以在符
合客戶訂單和組裝所用生產流程的完整引
擎中看到實際的零件幾何資料。
實作組立件虛擬流程規劃的第一間工廠
據 Gillis 坦言：「彼得波羅工廠是實作生
產 VPPA 環境的第一間 Perkins 引擎工廠。
這是在 Teamcenter 製造環境中達成的。
藉由 VPPA 提供給我們的額外已配置製造
結構與流程驗證程式碼，連同與我們目標
的簡省製造核心準則相一致的密切關係，
我們做到了。它是我們的單一安全來源 –
Perkins 的集中資料庫，包括產品資訊、產
品資料、流程資訊和流程資料，全部採 JT
輕量型 3D 資料格式。」(JT™ 檔案格式是
現今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PLM) 環境中廣泛
用於 3D 視覺化、協同作業和資料共用的
開放技術。JT Open Program 與 JT Open
Toolkit 是 Siemens PLM Software 的 PLM
元件軟體工具套件組成部分，支援電腦輔

助設計 (CAD)、電腦輔助製造 (CAM)、電
腦輔助工程 (CAE) 和 PLM 應用中的創新與
遠端互通性。
Gillis 說：「我們使用 Pro/Engineer 進行產
品設計，透過我們的 IT (資訊技術) 部門開
發的程式碼，每一個模型都會在晚上自動
嵌合，因此可透過 Teamcenter 存取模型。
從零件編號或說明文字中，我可以在嵌合
過程中存取傳送的中繼資料，包括設計
師、物料類型、各種屬性等等。這表示我
可以與供應商、設計工程師、工廠運作人
員以及同僚在製造過程中進行有效協同作
業，真正開始對製造流程設計的開發。」
虛擬建構活動倍增信心
在 Teamcenter 製造環境中工作並使用
Siemens
Tecnomatix® 軟
體 (包括
FactoryCAD™ 軟
體、Jack™ 軟體
和工廠模擬軟體)
，製造工程師可
以細緻地對生產

設施進行建模，建立並共用工廠的嵌合模
型。Gillis 解釋說：「Perkins 已經使用工
廠模擬離散事件模擬開發出工作數學模
型，以實現流程最佳化。以 VPPA 和
Teamcenter 為基礎的環境讓我們可以建
立虛擬產品線和製造管路，將零件關聯到
工作站，在工作站上切換產品設計，以及
按照真實的生產線順序來建構引擎。我們
把這個流程叫做虛擬建構活動。」
透過這些活動，Perkins 的製造工程師能夠
在新引擎組態進入生產線之前，信心十足
地瞭解到，引擎在生產線上將以正確的順
序進行組裝，這使得公司可以在產品生產
前對所有必要的加工要求進行評估。Gillis
確認說：「它很有效。當我們在導入 Tier
3/Stage IIIA 排放合規 4 缸與 6 缸引擎
時，應用我們經過驗證的虛擬規劃工具防
止了非常多問題的發生，如果這些問題在
生產過程中出現，將會在後期產生非常大
的潛在影響。這包括會影響週期的生產線
平衡問題、加工問題、產品相容性問題以
及組立件設計問題。」
下一個巨大挑戰

「透過較早開始導入該流程，我
們已經看到財務回報和時間節
省帶來的巨大價值，這套流程
還與生產線系統無縫整合，為
我們帶來更多益助。我們以
Teamcenter 為基礎，大範圍
採用 VPPA，幾乎人人都在
用，從製造、工程、營運、服
務到售後市場，全部經由 JT
來完成。」
Cliff Gillis
製造技術與系統經理
Perkins Engines Company
Limited

「 我們以 Teamcenter 為基礎，大範圍採用
VPPA， 幾乎人人都在用，從製造、工程、營
運、服務到售後市場，全部經由 JT 來完成。」
Cliff Gillis
製造技術與系統經理
Perkins Engines Company Limited

Gillis 說：「我們的下一個巨大
挑戰是 Tier 4 Interim/Stage IIIB
合規 4 缸與 6 缸引擎 NPI。「我
們使用 FactoryCAD 從開始就對
一切進行規劃。」它提供的功能
因應我們的需求，可以創造出詳
細而智慧的工廠模
型。FactoryCAD 讓我們可以使
用『智慧物件』，這些物件會顯
示地面與懸吊式輸送機、夾層與
起重機、物料處理容器與操作
員。然後我們可以『抓取』配置
模型，而不用浪費時間去繪製個
別的項目。」
單一安全來源
據 Gillis 坦言：「要將新技術導入成熟的
引擎產品，必須要及早開始。事前知識，
包括規格的變更、新增、修改、變動和選
擇，這些都是重要的優勢，可以讓製造在
設計階段施加更多影響。這表示沒有意
外。這是在改變獲得核准、確定、實作前
評估與驗證任何變更影響力的機會，而不
是在生產開始後再去糾正問題，這會對品
質構成極大風險，時間的浪費和成本的提
升也不容忽視。」

「對於 1200 系列，我們可以
為 100 多種獨特的客戶組態
執行流程規劃，之前的 NPI
計畫根本無法達成。這相當
於我們的流程規劃能力比之
前提高了三倍。」
Cliff Gillis
製造技術與系統經理
Perkins Engines Company
Limite

Perkins 自 2005 年已走上這條道路。Gillis
提醒說：「從我們在 Tier 3/Stage IIIA 4 缸
與 6 缸引擎上面投入的工作看，我們知道
我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因此，我們下達
了一項企業決策，我們決定在所有新的產
品中讓 Teamcenter 成為所有資訊的單一
安全來源。我們建立了一套結構化的流程
(即透過 Teamcenter 實現的 VPPA) 並將其
嵌入到組織中，它作為標準用於驗證引擎

的早期概念設計以及整個 NPI 開發計畫中
相應的流程設計。」
透過 Teamcenter 實現的 VPPA 方法提供產
品與流程資料的單一來源，這樣的解決方
案大獲成功。Gillis 解釋說：「生產中出現
的問題大幅減少，團隊發現了所有重大問
題，而這些問題之前會在工廠中對生產造
成嚴重的阻礙。我們發現了機械可能發生
的碰撞，為引擎測試設計了索具設備，還
設計了引擎配送設備並使之合理有效。」
客戶與公司大為受益
Gillis 說：「透過較早開始導入該流程，我
們已經看到財務回報和時間節省帶來的巨
大價值，這套流程還與生產線系統無縫整
合，為我們帶來更多益助。我們以
Teamcenter 為基礎，大範圍採用 VPPA，
幾乎人人都在用，從製造、工程、營運、
服務到售後市場，全部經由 JT 來完成。

解決方案/服務
Teamcenter
www.siemens.com/
teamcenter
Tecnomatix
(FactoryCAD、Jack 與工廠模
擬)
www.siemens.com/
tecnomatix
JT Open
www.siemens.com/
plmcomponents
客戶主要業務
Perkins Engines Company
Limited 設計並製造面向建
築、發電、物料處理、農業以
及一般工業市場的高性能柴油
引擎。
www.perkins.com
客戶地點
英國
彼得波羅

Gillis 指出：「對於 1200 系列，我們可
以為 100 多種獨特的客戶組態執行流
程規劃，之前的 NPI 計畫根本
無法達成。這相當於我們的流
程規劃能力比之前提高了三
倍。今天，特別客戶銷售組
態的數量一直在增長。」
Gillis 表示，Teamcenter
做為公司 VPPA 流程的
資料樞紐，「客戶參與
進來的速度比以往更
快，可同時將需求送入
工廠並用於製造組態。
」他補充道：「我可以
對產品設計提出任意數
量的問題，不必打擾設
計師，也不用跑去列印
車間。」我所需的一切
盡在我和我的團隊的桌面
上。」
Gillis 總結道：「我們可以與同僚、供應商
和客戶在整個 NPI 生命週期中有效協作，
這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我們現在希望將
我們的經驗植入其他 Perkins 工廠，讓他
們經歷相同的業務轉型，確保 Perkins 持
續不斷地向客戶提供最佳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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