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MC)，即中集集团，是一家为全球市场提供现

代化交通运输装备和服务的企业集团，是集装箱

制造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就在20年前，中集还是深圳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

型集装箱制造企业，当时仅有59名员工。 如今，

中集集团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干货集装箱和冷藏集

装箱制造商。 2007年，该公司的销售收入超过64

亿美元(约合450亿人民币)，在海内外拥有100多

家子公司，员工接近6万名。中集集团成功实现了

从制造向全面“智造”的进军，而中集集团本身

的发展也正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缩影。

协同研发平台铸造新中集

经过二十几年的不断努力，从几十个人的小公司

成长为世界第一，中集找到了“拔剑四顾心茫

然”的感觉。为了提升中集集团的整体技术创

新能力，集团总部成立了专门的先进技术研究中

心；按照产业群发展，又分别建立了集装箱产业

技术中心、车辆技术中心、罐式储运装备技术中

心和中集天达技术中心；按照具体产品细分，在

全球建立了十多个研发中心；为了统一管理、协

同研发和共享平台资源，集团总部还设立了技术

管理部。这共同构成了中集完整的全球分布协同

研发平台。在研发投入上，2007年，中集在研发

领域的总投入超过了10亿元，占产品销售收入的

4%，新产品开发超过1200项，实现销售收入约215

亿元，占产品销售总收入的45％。这一系列决策

将中集与大多数紧抓规模和低成本优势的企业区

别开来，使企业走上了“智造”之路，一个新的

中集呼之欲出。

欧特克助力中集集团
走向中国智造

创新一直是中集重要的

竞争筹码。不仅是自己

的创新，我们同时看重

IT合作伙伴的创新，以

及怎么把对方的创新变

成自己的生产力。欧特

克是一家倡导创新理

念、提供创新技术的企

业，我们愿意与欧特克

这样的企业携手。

 – 刘春峰

 总经理

 中集集团技术管理部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即中集集团，是集装箱

制造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列2007年
福布斯 “全球2000领先企业”第

1475位，《商业周刊》亚洲50佳企业

第21位，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第28
位。目前中集集团的业务除了传统

的集装箱制造，还覆盖了道路运输

车辆、能源化工装备、海洋工程、材

料工程和机场设备业务等六大业务

集群。在集装箱业务方面，自1996
年以来，集装箱产销量一直保持世

界第一的市场份额，目前在全球运

营的各类集装箱中每两个就有一个

由中集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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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以来，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的协同研发

平台已经使中集脱胎换骨、跃上层楼。中集的道

路运输车辆业务规模已经是全球第一，能源化工

装备的销售额突破100亿大关，登机桥和航空货物

物流运输系统进入全球前三、中国第一！ 

从数字化到信息化的长期合作伙伴

产品设计和研发是制造企业的生命之源。中集

实现全球协同研发平台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建

立数字化的设计研发平台，进而实现设计研发

的信息化。

设计研发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

题。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和工具将现有的研发、设

计内容从传统纸介质表达方法变更为数字化表达

方法，这是设计研发的数字化；而利用数字化手

段和工具，实现数字化内容的创建、管理、共享

和重用，充分发挥数字化手段和信息化平台的优

势，才是研发设计的信息化。

这一路走来，欧特克公司为中集集团提供了不懈

支持。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集始终与欧特克

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而欧特克也始终以合作伙伴

的身份支持着中集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集在对外合作的

过程中就发现国外合作伙伴采用设计软件完成

设计，设计数据的传递不再依靠纸介质的工程

图，而是电子图档。从那时起，中集就敏锐地

意识到设计工具和平台的革命即将来临，并果

断地走上了设计研发数字化的征途。而作为全

球二维设计软件领域的绝对领导者，欧特克公

司以及旗下的AutoCAD成为中集集团实现设计

数字化的不二选择。

“创新一直是中集重要的竞争筹码。不仅是自己

的创新，我们同时看重IT合作伙伴的创新，以及

怎么把对方的创新变成自己的生产力。欧特克是

一家倡导创新理念、提供创新技术的企业，我们

愿意与欧特克这样的企业携手，” 中集集团技术

管理部总经理刘春峰解读了中集的选型标准。

回忆起这段往事，中集集团信息管理部总经理

赵小平经理介绍，“90年代初的时候，从全球

范围来看，设计项目中大量的电子图档都是基于

AutoCAD的DWG格式。我们的很多国外客户也采

用了AutoCAD。在部署数字化设计之初选择欧特

克，让中集得以迅速与国际接轨。”

AutoCAD Mechanical界面下的集装箱设计图

而广泛使用AutoCAD对产品研发的标准化起到了

意想不到的作用。围绕欧特克设计软件平台，依

靠AutoCAD开放的二次开发和定制能力，集团内

部在图纸线型、标注、标题栏、明细表等方面规

范了绘图环境，形成了统一的设计标准和工程图

模板，依靠软件的标准零件库、材料库和BOM数

据表功能，保证了设计信息的统一性和标准化。

“设计软件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和数据库、管

理软件一起形成统一的信息化系统。没有良好的

设计软件平台，信息化是独脚跳舞，”赵小平做

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而对于中集来说，欧特克

的AutoCAD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设计软件工具，而

是成为了中集研发设计竞争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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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小平

 总经理

 中集集团信息管理部

AutoCAD Mechanical界面下的车辆设计图

用机械设计软件，提供了面向制造业的制图环

境，其完整的标准零件库和常用的自动化设计工

具，以及不同国家标准的注释格式模板，和零部

件参照管理及材料明细表管理功能，还有一些简

单的结构力学使中集设计人员大大提高了设计效

率和标准化程度。特别是AutoCAD Mechanical提

供的BOM数据表功能，使得其生成的二维图纸

可以方便地集成到中集的现有PDM系统中，实现

BOM表的自动提取。另外，AutoCAD Mechanical

和中集原本使用的AutoCAD软件，以及正在试点

使用的欧特克公司的三维软件Autodesk Inventor

具备先天的数据兼容性，便于完成设计数据的无

缝过渡。

随着集团内数字设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设计图

档的数量也迅速增加，开始出现了图文档数据管

理的需求。为此，中集开始上马PDM项目，并

先后在集装箱、道路运输车辆等业务群中开展了

PDM系统的实施、开发和应用工作。中集的研发

设计开始从数字化向信息化发展，对设计方法和

设计流程的深层次变革拉开了序幕。

当中集从数字化逐步进入研发设计信息化阶段，

在设计软件平台和工具的选择上也步入了一个

新的时期。2005年，中集采购了100套AutoCAD 

Mechanical软件，用于改进和加速集装箱产品的

设计。AutoCAD Mechanical是基于AutoCAD的专

2000年前后，中集在集装箱业务领域大范围使

用AutoCAD，迅速提升了设计尤其是设计变更

效率，标志着企业迈过了设计研发数字化这道

门槛。



企业选择设计软件平台的迁移，除了技术先进与易用之外，数据的连续性也很重要。

另外就是服务支持的能力。在二维设计向三维设计这一渐进、持续的变革过程中，欧

特克公司依然是我们最佳的合作伙伴。

 – 刘春峰

 总经理

 中集集团技术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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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设计平台的2.5D阶段

从研发设计的数字化迈向信息化的进程之中，产

品设计平台从二维向三维的迁移也是整个链条重

要的一环。而中集的数字化设计平台正处于从二

维向三维转化的2.5D阶段。也恰恰是这个阶段，

企业面临的问题最多：数据继承、操作习惯、标

准制定、系统集成等等。

“企业选择设计软件平台的进行迁移，除了

技术先进与易用之外，数据的连续性也很重

要，”刘春峰表示。“从9 0年代初中集就开

始在A u t o C A D平台上进行设计，现在8 0 %的

设计师在用AutoCAD。Autodesk Inventor和

AutoCAD Mechanical两者之间的数据传递和

转换没有任何问题，因此，中集原有项目的

AutoCAD Mechanical图纸均可以在Autodesk 

Inventor中打开。”

“另外就是服务支持的能力。对于大部分熟悉二

维设计环境的工程师来说，三维设计是一项新的

挑战，服务的价值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欧特

克公司中集项目团队的帮助下，中集在三维平台

下定制了大量图档模板，使用Autodesk Inventor

输出的二维图纸最大程度地符合了中集内部的图

档标准，且输出BOM表更为直观、简单。通过欧

特克提供的短期现场培训和用户手册，中集所有

的工程师在一周左右就已经开始进入工作状态。

“在二维设计向三维设计这一渐进、持续的变

革过程中，欧特克公司依然是我们最佳的合作伙

伴，”刘春峰表示。

人们常说“中国是制造大国，不是制造强

国”，又说“制造是夕阳产业”。但是从中集

集团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及其研发信息化所焕发

出的勃勃生机来看，中国制造业何谈夕阳？老

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则常思将来。欧特克与

中集集团以及中国制造业一路携手走来，“正

是春光烂漫少年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