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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在掌握 
 
欧特克数字样机助哈电引领行业创新

最早接触到欧特克公司的软件是
在甩图板的时候，当时还是二维
的AutoCAD，不过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的还是其后来的三维软件
Autodesk Inventor，感觉就是上手
特别快，易学易用。更关键是它跟
二维软件直接的无缝地转换成为
欧特克软件最大的优势之一。

— 苗立杰
 副总经理
 哈电集团

2012年4月，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
正式挂牌成立，虽然是哈电集团的一位新
成员，但是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
却承载了加快集团核电产业发展，实现核
电设备成套供货的重任。不过在设计院成
立之初，作为产品设计研发、项目管理、数
据管理甚至纳入集团企业数据化集成等一
系列问题的确成为困扰大家的一道难题。

核电设备三维渲染图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核电设备
设计院（以下简称“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
院”）是哈电集团为适应国家核电发展需要，加
快集团核电产业发展，实现核电设备成套供货而
建立的，是哈电集团推进核电自主化、提高核心
竞争力、实现“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目标的重
大举措，其主要职能包括跟踪核电技术路线发展
趋势，制定哈电集团核电设备发展规划，构建哈
电集团核电设备技术研发体系，组织核电设备技
术引进和转化，开展核电设备、AP1000的MSR及
石化容器设计等。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哈电集团是我国最
大的发电设备、舰船动力、电气驱动装置研究制
造基地和成套设备出口基地。近些年，为了适应
国家能源战略的调整，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发
展核电已经成为我国能源战略的重点。而经过多

年的发展，哈电集团已经在核电设备的研发和制
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且已成为目前国家
三大核电装备制造基地之一。

“现阶段哈电集团发展核电的思路就是以AP1000
三代核电技术为突破口，逐步形成并不断增强核
电设备设计能力和整体供货能力，最终实现核电
设备设计、制造一体化的目标。”哈电集团副总
经理苗立杰介绍说，“而这其中具有创新性的产
品设计和研发则是重中之重。考虑到北京的人才
和资源优势，最终经过集团研究决定将这个核电
设备设计院设在了北京。”

集成 舍我其谁
新成立的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有160余
人，其中有超过半数的是主抓设计的工程人员。

这其中既有从哈电集团内部抽调过来的设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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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有在北京当地招聘的新员工及外聘的专
家。由于设计人员的组成是多方面的，而且大家
以前使用的设计工具各不相同，所以对于设计院
全新的产品业务及项目研发，要想顺利的开展工
作，首先就要建立一个总的研发设计平台，选择
统一的设计工具，这才是关键所在。

这期间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与包括欧特
克公司在内的多家设计软件供应商进行了商讨，

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欧特克公司合作。一方面得益
于欧特克公司诸如AutoCAD、Autodesk Inventor等
二维、三维或其它专业设计模块在设计人员当中
的广泛普及度。

“更主要的是欧特克软件简单易用，容易上手，

并且二维和三维之间可以实现无缝转换。” 哈
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设计所所长白海永表
示，“当然其总体平台整合及培训费用也在我们
的考虑范围之内，但综合比较下来我们还是觉得
欧特克产品的整体性价比更高一筹。”

最终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选择了欧特克
公司旗下的Autodesk PrDS（欧特克产品设计套
件）和Autodesk Vault两款设计套件，这是欧特克
公司数字样机解决方案的典型产品，其中不仅包
含了最基本的设计功能，而且能够安全地存储和
管理工程设计信息、设计数据和文档，从而缩短
产品从设计到制造的流程。

由于套件的简单易用性，设计院的工程设计人员
掌握很快，因此第一阶段的整合过程大大缩短
（初期用软件进行设计培训），现如今工程师们
已经顺利开始第二阶段的工作，即具体核电项目
的工程设计阶段，而这个时间比研究院成立之初
大家的预期还要提前。

验证 准确无误
“核电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但是由于其对于安
全性与可靠性的要求极高，因此对核电设备在设
计、生产以及制造等各个环节都马虎不得，可以
说核电无小事。”苗立杰如是说。于是有关核电
设备在设计阶段的工程认证、分析甚至优化都至

关重要，其最终生成的三维建模不仅要满足施工
方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同时还要尽可能的降低
成本。此前哈电集团已经在使用第三方的软件进
行相关的验证工作，而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的相
关设计验证工作自然也被纳入到了哈电集团的这
一统一验证平台之上，因此对于欧特克产品提出
的要求就是：如何做到用欧特克软件设计出来的
方案能够兼容到哈电集团统一的验证平台而做到
不失真。

欧特克在三维建模领域的优势是业内众所周知
的，而作为一款完备的数字样机解决方案，

Autodesk PrDS不仅具有三维设计、可视化和仿真
工具，对于建模完成后的后续分析和与其它软件
的兼容性同样是其优势所在。“Autodesk PrDS其
集成式的工具套件可以实现无缝传输信息，从而
满足从设计、仿真到可视化的各个工程阶段的需
求。”欧特克中国区制造业大客户销售经理何展
介绍说，“针对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这
一案例，我们还特别对整个项目做了一对一的验
证，结果没有任何问题，转换效果很好，完全满
足哈电集团对于设计方案在集团统一验证平台之
上工作的原则。”

图纸管理 势在必行
当整合了设计平台、规范了设计软件、设计人员
真正开始设计出图以后，随之而来的最明显的一
个难题就是如何对设计院众多的文档（设计图
纸）进行有效的管理。“当时我们就想首先要对
设计图纸的基本信息，比如是谁画的，什么时间
画的等有一个最基本的管理，”白海永说，“后

集成式的欧特克产品设计套件可以实现无缝传输信息，满足核电设备从设计、仿真到可视化的各个工程阶段的需求

如果说让我评价欧特克软件有什
么显著特点的话，那么很突出的
一点就是它把一件复杂的事情做
简单了。此外欧特克软件的易用
性、开发性、兼容性以及集成性也
都是独具特色。

— 白海永
 设计所所长
 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

欧特克产品设计套件(PrDS)作为一款高效全面的软件套包，向客
户提供完备的数字样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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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们还想再丰富一些管理内容，比如为每个设
计人员设计电子签名等。”

设计单位对于图纸管理的要求非哈电集团北京
核电设备设计院一家独有，对此欧特克公司专
门在其Autodesk Vault 2012软件中加入了图纸集
管理器功能模块，用以对在支持的AutoCAD产品
中与AutoCAD图纸集管理器进行了集成。这一集
成可以帮助客户在协作式环境中添加、访问和修
改图纸集，其中Autodesk Vault Collaboration和
Autodesk Vault Professional软件还支持图纸集用
户使用多站点工作流程。此外，用户还可以在图
纸集管理器的工程图纸中获得最新的Vault状态信
息。Autodesk Vault还支持所有的图纸集功能，

其中包括属性管理、绘图和发布任务。在Vault 
Explorer中，客户可以根据图纸集管理器中的属
性使用搜索功能来查找图纸和图纸集。图纸将在
Project Explorer环境中展现，指明图纸和关联工程
图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在满足了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
自己提出的要求外，我们还利用Autodesk Vault软
件进一步丰富了其对于图纸管理的多项诉求。”

何展介绍说，“帮助他们实现了对图纸格式化、

规范化和安全化管理，以及对于整个设计过程中
的验证、记录甚至详细说明等等。”

现如今借助已经成功上线的Autodesk Vault软件，

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轻松解决了其对于
图纸管理这一难题。

数字样机引领行业创新
“如果说让我评价欧特克的软件有什么显著特点
的话，那么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它把一件复杂的事
情做简单了。”对于欧特克公司的产品，白海永
如此评价，“此外欧特克软件的易用性、开发
性、兼容性以及集成性也都是独具特色的。”

 

其实从整个哈电集团的角度来看，从最初的工业
设计、机电设计到工厂布局以至后期的仿真分析
和可视化及文档管理，所有这些环节有很多是利
用了欧特克数字样机的某些功能模块或套件，再
加上欧特克最炫的产品之一欧特克云（Autodesk 
360），可以帮助哈电集团不管在什么地方，不
管通过何种设备登陆，都可以与其他人沟通、了
解他们在做什么，也能够让客户将项目相关的数
据、信息储存在一个地方，随时随地都可以取
用。它带来的是基于数据和服务共享的连贯，畅
通体验。

“而所有这一切将哈电集团的协同设计和产品数
据管理成为可能。”苗立杰如是说，“总的说
来，借助欧特克完备的数字样机解决方案，我
们可以在产品从最初绘制到最终交付的整个流程
中，通过单一环境流畅地处理每个项目。而且所
有产品都可以集成兼容到集团统一的信息化架构
中来，让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欧特克产品设计套件使您的企业在完备的数字样机解决方案
工作流程中设计卓越的产品

三维设计是我们的需求所在，欧
特克提供的Autodesk Inventor，其
三维设计功能在核电设计领域有
很突出的优势所在，而且简单易
用，容易上手，让我们的工作得以
顺利开展。

— 白海永
 设计所所长
 哈电集团北京核电设备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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