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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 Illuminazione
街道照明领导者利用 NX 和 Teamcenter 实现生产效率
翻一番
产品
NX, Teamcenter
业务挑战
应用创新技术让照明灯具设计
从此易如反掌
将设计和相关流程融入其他企
业职能部门

AEC Illuminazione 借助于
Siemens PLM Software 解决方案
将设计、生产和营销融为一体

针对所有设计师实施一致的程
序
成功的关键
使用 NX 进行集成式造型和功
能设计
使用 Teamcenter 创建统一的
信息库
成效
存储和共享企业知识，单个管
理系统就可以轻松搞定
高效综合地管理所有项目文档

从 1966 年的佛罗伦萨
洪灾到 2015 年的米兰
世博会：两个迥然不同
的事件，却标志着 AEC
Illuminazione (AEC) 历
史上的两个里程碑。这
家公司总部设在临近托
斯卡纳 (Tuscany) 阿雷
佐 (Arezzo) 的苏比亚诺
(Subbiano)，60 多年
来，该公司已在街道照
明、工业照明和零售业
照明国际业务中独占鳌

头，致力于研发 (R&D)、顶尖技术和卓越设
计。
在可怕的洪灾之后，Cino Cini（此人于 1957
年创立了这家公司）为佛罗伦萨设计了全新
的装饰灯具，并抓住时机着手于生产艺术铸
铁吊灯，用于历史中心照明。1982 年
以来，该公司致力于投
资生产街道照
明灯具，让
公共场所照
明领域的业
务走向辉煌。
1984 年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在家族第三代的支持
下，Alessandro Cini（现在的首席执行
官）开始掌管该公司。2006 年，AEC 的研发
部门承接了首批发光二极管 (LED) 照明灯具
项目。在意大利高速公路 (Autostrade per
l’Italia) 的收费公路项目上，AEC 的 LED 灯最
终征服了米兰，在这里，该公司成功地拿下
了在 2015 年世博会开幕之前对整个街道照
明网络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合同。

www.siemens.com/plm

“几年之后，我们可以自豪地
说，公司在采用 NX 和
Teamcenter 上的决策是相当
睿智的，因为很多业务流程均
已得到改善，未来，我们坚信
会有更多的业务流程也将得到
改善。”
Tommaso Catalani
AEC Illuminazione
技术部项目经理

走出意大利，迈向世界
从米兰到大洋洲、从中东到欧洲，所有的
市场现在都需要能在节能和环境可持续性
方面提供可衡量效益的技术。AEC 目前从
意大利总部和位于法兰克福的分支机构，
通过全球分销商网络为 44 个国家/地区提
供服务，它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涵盖隧道、
街道和机场照明等领域。现在公司正致力
于研发适用于室内工业和零售业环境的新
照明灯具系列。
“针对每款产品，我们都会进行密集的研发
并投入可观的投资，以期凭借卓越的设计
打造高效实用的产品，”AEC 市场营销经理
Alessia Cini 表示。“在从设计到规模化生
产再到成品的每个阶段，通过精确的流程
控制，密切监控产品的研发。我们的方法
是，确保所有生产阶段均在意大利总部完
成；这是我们的关键优势之一。此外，每
套设备都秉持着通用的理念，这样有助于
我们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以通用性高效响应市场需求是 AEC 的核心
优势，也是该公司在全球市场中占居优势
的关键，而不少业界巨头则由于无法针对
客户需求灵活调整其产品和流程而功败垂
成。这是诸如 Italo 等广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的起源，Italo 现在是 Tuscan 公司的旗舰
产品，多个市政当局都选用它来提高其街
道照明的能源效率。除安装了 1,000 套设
备的米兰之外，Italo 还给布雷西亚、贝加
莫、都灵以及其他意大利城市和国外的很
多城市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设计和技术：双赢组合
AEC 的产品开发从市场分析开始，继之从
造型和视觉效果方面加以斟酌。然后，开
发流程会遵循双轨制：设计师在技术开发
的同时，创建曲线和形状。因此，设计与
技术携手并进，并逐步融为一体。
在引入早期 LED 灯之前，AEC 采用的是无
历史记录且没有产品数据管理 (PDM) 功能
的 CAD 软件。以 Tommaso Catalani 为首
的技术部门和管理团队很快认识到，随着
新技术的出现及业务的不断扩大，转变管
理流程已势在必行。“随着我们产品技术的
不断发展，”Catalani 说，“设计和工程逐渐
成为更广泛流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就要求依赖工程来完成日常活动的不同
企业职能部门也能掌握和使用数据。”

Catalani 于 2008 年加入 AEC，当时采用
了由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专家
Siemens PLM Software 所提供的 NX™ 软
件和 Teamcenter® 软件。对于已经使用
3D 设计软件长达 10 年之久的技术部门来
说，诸如 NX 这样的高级工具所带来的影
响相对较小。“我们技术部门的人员已通过
实施 NX 而显著提高了工作效
率，”Catalani 说。“现在，我们的设计师需
要通过增加培训并引入新的软件工具，从
而创建越来越多的流程以支持内部效率。”

“NX 和 Teamcenter 帮助我们开阔了视野：当我
们认识到 Siemens 产品的强大功能时，我们就
能够看到更遥远的未来。”
AEC Illuminazione
技术部项目经理
Tommaso Catalani

AEC 的技术部门现在利用
Siemens PLM Software 解决
方案，每年能够开发出 10
款甚至更多的新产品。

随着 LED 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出现，照明灯
具的复杂性也日益攀升。电气与电子设计
已变得至关重要，需要高效管理各种同类
产品的各种组件。“在 4 年之内，我们部门
从拥有一名电路/电缆设计师发展到拥有四
名专门从事电气管线布置的全职工程
师，”Catalani 说。“NX 以卓越的准确性和
效率简化了组件的布局，有助于面向制造
创建简单且全面的文档。”
掌控流程
在 AEC Illuminazione，NX 的采用让从事
物料清单 (BOM) 管理和产品规模化生产的
其他职能部门也开始接触工程设计。在告
别以前没有 PDM 功能的 CAD 软件使用体
验，并选择新的建模软件之后，AEC 管理
者们潜心评估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最
后选择了 NX 和 Teamcenter 这一制胜组
合。

“Teamcenter 的实施证明了我们的管理层
具有远见卓识，他们认识到，设计不能再
是闭门造车，因为它对所有下游业务运营
都会产生显著影响，”Catalani 说。“因此
我们选择了 Teamcenter 这样的高端 PLM
套件，并辅之以参数化 CAD 软件。几年
之后，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公司的决策是
相当睿智的，因为很多业务流程均已得到
改善，未来，我们坚信会有更多的业务流
程也将得到改善。”

“在引入 Teamcenter 之后，我
们对工程设计流程进行了重新
组织和优化。”
Tommaso Catalani
AEC Illuminazione
技术部项目经理

“Teamcenter 的实施证明了我
们的管理层具有远见卓识，他
们认识到，设计不能再是闭门
造车，因为它对所有下游业务
运营都会产生显著影响。”
Tommaso Catalani
AEC Illuminazione
技术部项目经理

展望未来，Teamcenter 当前的体系架构将
会从两层扩展为四层，以便允许转包商通
过访问 Teamcenter 数据仓库，查看 3D 装
配及支持其生产流程的其他数据，从而加
强与转包商的协同。AEC 还将很快部署一
个虚拟专用网络 (VPN) 连接，以实现从德
国分公司进行直接访问。“新系统会生成大
量数据，”信息技术 (IT) 经理 Gianluca
Daveri 说，“但是借助 Teamcenter 体系架
构，我们能够设置高度可扩展的基础结
构，从而通过不同服务器共同分担访问
Teamcenter 数据的 25 个主用户和总共
165 名职员所产生的工作负载。目前，内
部基础结构由两个数据中心组成，利用高
度可靠的群集进行数据保护。”

“在引入 Teamcenter 之后，我们对工程设
计流程进行了重新组织和优化，”Catalani
说。“借助明确定义的流程和用户，我们已
从基本 CAD 过渡到工作流程管理，让每个
项目都能遵循配置好的结构化路
径。Siemens 软件已成为我们产品验证流
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借助 NX 和
Teamcenter 调整了开发流程和阶段，因此
设计团队现在非常清楚每个成员的具体工
作，并能将每个成员的工作协调一致。”
全新的视角
AEC 的技术部门现在利用 Siemens PLM
Software 解决方案，每年能够开发出 10
款甚至更多的新产品。“在市场和技术不断
发展的压力下，产品周转和创新周期也随
之大幅缩短，”Catalani 说。“同类产品数量
也呈指数级增长，因为 LED 和电子学的发
展导致器件数激增，这在布线和光学部门
方面体现的更为明显。”

“NX 和 Teamcenter 将成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管理系
统：它们变身为保存我们技术诀窍的保险柜。”
AEC Illuminazione
市场营销经理
Alessia Cini

如果采用原有系统，则日益增加的产品
复杂性和同类产品数量会大幅拖慢工程
设计的进度。采用 Teamcenter 可更加
严格地控制每个更改的实体及其对所有
现有配置所产生的影响。“借助持续性生
产效率，预防错误和误解，这可避免出
现可能会影响数千个零件的重复性错
误，”Catalani 说。“因此，高效的信息
和更改管理扩展到了制造中，让
Teamcenter 将向每个操作员提供可访
问的信息。”
除了用于制造的装配说明（已针对每款
产品提供）之外，未来计划还包括对技
术出版物进行综合管理。Teamcenter
与 Microsoft Office® 软件的集成，有助
于管理 Siemens PLM Software 开发环
境内部其他部门所需的所有手册和信
息。“市场营销就是一个典型示
例，”Alessia Cini 说。“要创建网站、目
录和宣传册，我们需要使用手头已有的
信息。借助 Teamcenter，我们可以利
用直接来自 Microsoft Word 或 Adobe
InDesign 软件的数据仓库，来生成各种
信息和宣传材料。这样，NX 和
Teamcenter 将成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管
理系统：它们变身为保存我们技术诀窍
的保险柜。”

AEC 还计划将其他功能集成到 Siemens
PLM Software 环境中，特别是采用
与 NX 配套使用的软件工具的功
能更是如此。“我们正在评
估利用 NX 进行光学设计
的可行性，”Catalani
预计道。“我们最近
引入了用于表面建模
的造型包，这是实现我们产品视觉效果
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首先需要单个工
具来利用 NX 绘制草图，然后直接转向
工程设计阶段。”

解决方案/服务
NX
www.siemens.com/nx
Teamcenter
www.siemens.com/
teamcenter
客户主营业务
AEC Illuminazione Srl 制造和
销售用于公共场所（包括街道
照明、艺术灯具、道路和隧道
照明）的各种照明灯具。
www.aecilluminazione.com
客户所处位置
意大利
阿雷佐苏比亚诺

建模竞赛体验
在实施和培训过程中，Siemens PLM
Software 已经面向 AEC 设计师提出了一种
建模竞赛体验：要求所有 NX 用户从图纸
入手设计同一个产品。然后，交换每个人
的工作站，要求每个人根据具体说明来更
改别人的模型。该测试旨在评估设计团队
的技能水平，同时向每个用户证明，如果
工作方式和方法不一致、不规范，那么处
理由别人创建的模型会有多难。“通过这一
体验，我们的设计师已经认识到采用杂乱
无章的方法会致使效率低下，因此必须定
义一种每个人均能应用的标准方
法，”Catalani 说。“所有参与的员工都将该
举措视为一次提高技术和较量本领的难得
机会，同时公司亦可确定关键问题，并对
培训进行优化调整，进而取得出色的成
效。”

Siemens PLM Software
美洲：
欧洲：
亚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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