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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设计软件作为工程师

的创新工具，可以看作是

激励创新的翅膀，插上它

会让我们飞得更高。

– 赵平

 宏华集团副总裁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Autodesk Inventor助
四川宏华大踏步迈入
三维设计时代

高效工具大幅提升设计质量和效率，
逼真数字样机令市场营销如虎添翼。

2011年3月9日，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简称

“四川宏华”）在其广汉驻地举办“Inventor设计软

件应用与推广总结表彰大会”，标志着半年前启动

的四川宏华三维设计推广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也

为历时两个月、吸纳69名骨干研发人员参与的四川

宏华内部三维设计竞赛画下完美句点。

在大会现场，大屏幕上反复播放着由四川宏华一

线工程师贡献的数十幅设计作品，栩栩如生的

三维模型和动画仿真令人见识到四川宏华的三

维设计实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所有这些作品

均来自实际的项目，并且很多都是需要在规定的

时间里按时交付的节点项目。在半年内取得如此

成绩，宏华集团副总裁、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

公司总经理赵平予以充分肯定，他不无风趣地表

示，“此前宏华竞标赢得乌兹别克斯坦项目时，

客户猛夸我们专业，但那时我们用的只是二维的

图纸，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水平拿过去，客户可能

已经找不到形容词了！”

差异化创新战略驱动四川宏华向三维设计转型

四川宏华是一家专业从事石油钻采设备研究、设

计、制造、成套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成立于1997年，凭借领先一步的专业钻机设计技

术，迅速成为行业内的明星企业，并于2008年在

香港成功上市。目前，公司年产值已高达60亿人

民币，全球众多的石油巨头都在使用四川宏华的

钻机，四川宏华也借此确立了其全球第二大陆地

石油钻机制造企业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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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堪称传奇的成就要归功于四川宏华自身的创

新和创造活力。在公司创立之初，创始人兼现任

董事长张弭就为国内石油钻机行业开辟了全新的

DBS（数控变频电动石油钻机）产品领域，也开

启了四川宏华第一个快速发展的十年。如今，面

临新的行业竞态和自身的发展情况，公司正加大

实施战略转型力度，积极寻求新的增长点。

赵平对此表示，近几年石油钻采设备制造业整体

发展比较快，但仍处于同质化竞争阶段，四川宏

华作为全球第二大陆地钻机制造企业，要发展势

必要在差异化竞争上谋求突破，这就只有依靠创

新和创造，依靠技术上的进步。具体来讲，在四

川宏华的传统优势板块石油钻采设备制造方面，

必须尽快实现产品开发平台的三维化，因为“三

维设计软件作为工程师的创新工具，可以看作是

激励创新的翅膀，插上它会让我们飞得更高。”

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也促使四川宏华向三维设计

转型。据介绍，四川宏华的产品主要出口国际市

场，因此经常需要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进行惨烈

的争夺战。在竞标过程中，前期的产品设计方

案、产品的质量和交付速度往往是客户最为看重

的指标，为此四川宏华的领导提出从设计源头抓

起，提高设计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缩短交付周

期。在近期的竞标中，个别竞争对手已然拿出了

三维设计方案的事实，更引起了四川宏华领导层

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站在企业的全局考虑，三维化是信息

化的基础，三维化的缺失必然导致其他方面的信

息化投资打上折扣。例如，此前四川宏华部署了

高端的ERP管理系统，其他方面都非常成功，但

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前端数字化、三维化的产品设

计数据支撑，产品BOM表既不能自动生成，也不

利用Inventor软件制作的

三维模型和动画仿真，产

品效果一目了然，销售人

员的工作因此变得更加轻

松高效，特别是可以把一

些尚未形成实体样机的产

品提前展示给客户，甚至

做到样机还没有出来就拿

到订单的效果。

– 陈俊

 研发部主任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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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设计更新而实时更新，所以以产品为主线，

贯穿设计、生产、采购、销售各个流程环节的信

息流尚不能畅通，中间仍需大量人工操作。

携手欧特克 三维设计推广驶入快车道

如前所述，四川宏华启动三维设计推广项目的时

间并不长，但其背后却有不少曲折。事实上，四

川宏华早在十年前就着手开展三维设计推广。然

而，钱没少花，软件也买了不少，效果却很不理

想：工程师在软件应用上各自为政，设计数据格

式不统一，设计交流和设计重用也就无从谈起；

部分设计人员对三维设计理念接受起来比较困

难；符合企业标准的零部件模板、工程图模板三

维化工作也因技术问题变得难产……。种种原因

导致新导入的三维设计体系和原本技术成熟、实

践经验丰富的二维设计体系始终不能形成合力。

暂时的曲折并没有让四川宏华打退堂鼓。面对三

维设计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以及国际竞争对

手日渐展现出的三维设计实力，四川宏华的领

导层横下了一条决心，把推广三维设计平台的

量化指标直接责任到人。公司专门为三维设计推

广立项，由公司副总经理罗启平亲自挂帅，宏

华集团信息中心副主任刘露璐、研发部主任陈

俊具体执行。于是，经过前期大量的调研和比

对，欧特克公司的三维软件Autodesk Inventor因

其与AutoCAD无缝兼容、易学易用、高性价比、

产品线全面等特点最终进入四川宏华的视野。与

Inventor一同入选的还有另外一家企业的产品。

 

此时，一个细节让四川宏华在最终决策时举棋不

定，那就是如何处理二维和三维数据的共同管理

和图纸查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特克提供了

一系列细致的技术支持。2010年10月，欧特克售

后服务技术总监黄伟先生亲自到四川宏华现场办

公，对软件如何满足工艺需求及数据管理与四川

宏华的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最终欧特克给

出的解决方案是：基于Vault进行二维、三维设计

数据统一管理，通过Inventor完成BOM表的处理

并传递给工艺。紧接着，在2010年11月，欧特克

为四川宏华定制了一套基于Inventor的BOM表序

号处理工具；12月，宏华集团信息中心针对其工

艺研究所的要求，编写了一套BOM表转换程序，

两套程序都由项目组进行了测试，完全满足公司工

艺研究所的要求。随着问题的顺利解决，Inventor也

在四川宏华三维设计软件选型中最终胜出。

随后，基于对欧特克公司的充分信任，四川宏华

又作出与欧特克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定，放权

给这“外来的和尚”来念宏华的“经”，主导四

川宏华三维应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并结合实际

情况共同制定了项目进度目标，即要首先建立符

合企业自身标准的零部件模板、工程图模板，同

时整理和筛选软件自带的标准件库，进而在这个

基础上建立四川宏华自己企业的标准件库、通用

件库和外购件库。

四川宏华副总经理罗启平表示，“经过多年的经

验和教训，现在公司内部已形成了一种共识，大

家已经认识到三维设计的重要性。此前我们自己

推动这件事情不够成功，所以此次和供应商结成

战略合作伙伴，让他们提供专业的实施方案，我

们来配合。在实施过程中，我们看到欧特克对自

身的产品有着超强的自信心，银华世纪也提供了

非常专业的意见，这些努力确保了设计平台的转

换没有对工程师的正常研发设计工作带来影响，

而这次竞赛涌现出如此之多、富有竞争力的设计

作品也证明了我们的三维推广工作卓有成效。” 

图片由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Inventor的明显优势就是易学易用，这对那些接受新

软件比较困难的工程师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此外，

Inventor帮助开发团队实现全程高效协同。

– 罗锐

 工程师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产品创新和市场营销双受益

导入Inventor三维设计平台之后，最先感触到其便

利的是一线研发人员。来自四川宏华研发部的工

程师罗锐说，他使用过各种三维软件，而Inventor

的明显优势就是易学易用，这对那些接受新软件

比较困难的工程师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此外，

Inventor帮助开发团队实现全程高效协同，每一位

成员所设计的数据都可以通过服务器进行共享，

各自设计的零部件在装配体上的装配关系一目了

然，可以很方便地检查错误，做虚拟仿真校验以

及受力分析，从而更加快捷地完善设计，并尽可

能减少设计失误。

一等奖暨最佳团队协作奖获得者秦皓把使用

Inventor软件的感受总结为“实用”，在带领团

队设计完成的15钻机旋升式底座项目中，Inventor

为他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利用三维设计创建的三

维实体模型清晰直观，让设计人员及其它相关人

员、客户都能迅速地得到一个直观的感官认识，

便于开展设计交流；在Inventor中更改零部件，

相关联部件以及相应的工程图也会随之更新；

由Inventor创建的三维模型信息还可以直接通过

BOM表传输，实现了产品设计、工艺、采购、生产等

各个环节的信息联动，节省了中间的人工环节。

三维设计平台的导入也体现在四川宏华的业务拓

展上。基于三维设计，现在四川宏华可以毫不费

力地做出各种钻机平台的施工动画演示。四川宏

华研发部主任陈俊表示，“利用Inventor软件制

作的三维模型和动画仿真，产品效果一目了然，

销售人员的工作因此变得更加轻松高效，特别是

可以把一些尚未形成实体样机的产品提前展示给

客户，甚至做到样机还没有出来就拿到订单的效

果。” 

展望未来，赵平表示，四川宏华今年的目标是全

面实现三维设计，而中期的目标是实现数字化样

机，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从这个充满自信的

回答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四川宏华的下一个十

年正在数字化创新的胜利凯歌中快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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