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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设计将设计人员从

繁杂的绘图工作中解放出

来，将大部分精力放到了

产品的构思上，能够真正

从源头上提升产品的设计

质量，减少设计失误，提

高设计质量和效率，并为

下一步实现数字化样机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 赵平

 宏华集团副总裁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Inventor助中国最大陆地
石油钻机制造企业提升
三维设计能力

国人对石油行业怀有一种普遍的崇敬，但是了解

石油开采过程的人却不多，了解石油钻采设备从

设计到制造全过程的人更加少见。四川宏华石油

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四川宏华”）就是实现这

个过程的一家公司。四川宏华成立于199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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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领先一步的技

术，以及对中国钻机大规模更新改造历史机遇的

精准把握，四川宏华在过去的十年中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陆

地石油钻机制造企业，具备年产150台套石油钻

机、产值规模能达60亿元的生产能力。

四川宏华十分注重技术创新，不断推出创新产

品，引领世界石油钻机的技术潮流。宏华集团副

总裁、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平表

示，“近几年，中国石油钻井装备制造业发展得

比较快，但是同质化竞争比较明显。四川宏华作

为全球第二大陆地石油钻机制造企业，只有依靠

差异化来摆脱行业常态。差异化怎么来体现？只

有依靠创新和创造，依靠技术的进步。” 

 

在四川宏华的产品创新体系中，软件工具的作用

功不可没。事实上，从公司成立伊始，四川宏

华的工程师就开始使用二维AutoCAD软件进行产

品开发。与传统手绘制图相比，通过使用CAD软

件，工程师的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减少了大

量人工工作。恰恰是因为效果明显、学习简单，

二维CAD在四川宏华的工程技术人员当中得到了

极高的普及，这也成为日后设计平台向三维转换

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从2002年开始，四川宏

华陆续尝试了多种三维设计软件，但是效果并不

好。除了实施力度和设计人员对学习新软件的排

斥心理外，最大的问题在于软件之间缺乏统一的

标准，设计交流和设计重用都非常困难。加之，

软件林立导致标准件库、通用件库和外购件库等

各种模板难以完善，因此三维设计工具在实战当

中的优势很难发挥。

然而，随着市场的开拓和用户需求的进步，四川

宏华意识到，唯有创新，唯有在技术和产品上领

先对手，才能进一步树立其行业地位，而风靡业

界的三维设计技术正是钻机制造企业的创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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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此，四川宏华的领导层明确指出，为了配

合宏华战略转型及适应第二个十年发展的需要，

必须依靠先进的设计工具，从设计源头提升产品

质量，降低成本，提升宏华的整体竞争力。

“二维设计所能做到的设计创新其实占的比例比

较小，设计人员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制图上

面。三维设计则完全不同，可以让工程师有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去创新。”四川宏华研发部主任陈

俊认为，用三维设计工具代替二维设计工具，是

企业发展的需要，唯有对设计工具进行统一并更

新换代，从二维设计平台升级到三维平台，才能

使设计人员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提升设计

的质量和效率，缩短交付周期。

 

项目的进展可以用紧锣密鼓来形容：2010年6月，

由四川宏华副总经理罗启平亲自挂帅的联合调研

小组着手展开三维软件选型工作；7月，欧特克公

司的Autodesk Inventor从多款三维软件中脱颖而

出并成功入围；8月，四川宏华召开三维设计软件

应用与推广项目启动会议，明确了项目要求，同

时制定了详尽的实施计划：项目在四川宏华所在

的成都和广汉两地同时进行，分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Inventor系统培训和制定设计规范；第

二个阶段，Vault安装配置和实施培训；第三个阶

段，Inventor设计流程培训。

值得一提的是，在进行软件选型时，四川宏华的

思路一直非常明确：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从设

计的全流程考虑，选择最适合的三维设计软件。

宏华集团信息中心副主任刘露璐表示，之所以选

择Inventor，一方面是基于公司的实际业务需求，

钻机设备的研发主要是结构件设计，Inventor在

这方面比较擅长，能够完全满足宏华工程师的

工作需求；其次，宏华现有的二维设计软件是

AutoCAD，而Inventor和AutoCAD来自同一家公

宏华现有的二维设计软件

是AutoCAD，而Inventor
和AutoCAD来自同一家

公司，二者能够无缝兼

容，从而确保研发平台从

二维向三维的平滑迁移，

Inventor易学易用的特点

也能够大幅缩短工程技术

人员学习和掌握的周期，

减少因为平台迁移而给公

司业务带来影响。

– 刘露璐

 信息中心副主任 
 宏华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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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二者能够无缝兼容，从而确保研发平台从二

维向三维的平滑迁移，Inventor易学易用的特点也

能够大幅缩短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和掌握的周期，

减少因为平台迁移而给公司业务带来影响；同

时，选择了欧特克公司的Inventor，就意味着可以

同时应用AutoCAD、Algor和Vault等一系列CAD/

CAE产品，可以保证整个产品研发体系的各个环

节数据结构统一，数据传递顺畅。“此外，还有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对欧特克公司的技术实

力有充分的了解，在彼此信任和彼此支持的前提

下，后期项目的推进会得到有力的保证。”

 

基于充分的信任，四川宏华打破惯例，让欧特克

来主导其三维软件推广项目。“以前我们推广这

些软件都是自己来做，经过实践发现这条路走不

通，毕竟软件买来之后不是很熟悉，对它的很多

东西不是很清楚，所以这次以软件供应商为主，

以他们为支撑来共同推动这个事情，他们为主，

我们重在参与，而不是主导。”陈俊所说的主

导，更多体现在实施计划的制订和对人员的培训

方面。有一组数字可以看出四川宏华对于该项目

的重视程度：Inventor初中级培训，成都的63名

工程师和广汉的93工程师都顺利通过考试；高级

设计工具的升级不仅使

得设计工作更加轻松，

而且协同设计的产品开

发模式也密切了不同部

门工程技术人员的联

系，使得产品开发的过

程更加顺畅和有序。

– 黄玲玲

 工程师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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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ult培训，成都有13人参加培训，广汉有25人参

加培训。虽然还不是全部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参与

了培训和考试，但是四川宏华正在工程技术人员

当中潜移默化地推广一种新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众所周知，产品研发平台不是应用一款三维设计

软件就可以完成的，还包括数据管理、图纸查询

等工作。就这些问题，四川宏华和欧特克公司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讨论，如何利用Vault构建

一个更高效的平台，以满足对工艺和文档数据的

管理。2010年11月，欧特克为四川宏华制作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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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研究所的要求，编写

了一套BOM表转换程序，经测试两套程序完全满

足工艺研究所的要求。到2010年底，在集团信息

中心、工艺研究所、研发部、产品研究所、企管

部、欧特克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四川宏华三维设

计软件的应用与推广取得阶段性成果，大部分设

计人员掌握了三维软件的使用方法，研究所的新

项目也开始使用三维设计。

 

从传统的二维设计到三维设计不仅是一种设计方

法的变革，更是一种设计思维的变革，利用三维

设计直接呈现出的三维实体，能够使设计人员对

所设计的零部件有一个更加接近于实际的认识。

在设计过程中可以很方便地检查错误，从而快速

完善设计，提高产品的质量。2011年3月9日，在

四川宏华和欧特克共同举办的“Inventor设计软件

应用与推广总结表彰大会”上，获奖选手黄玲玲

在谈到三维设计带来的便利时认为，设计工具的

升级不仅使得设计工作更加轻松，而且协同设计

的产品开发模式也密切了不同部门工程技术人员

的联系，使得产品开发的过程更加顺畅和有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过前期充分的调

研比对，我们最终确定Inventor软件作为适应公

所有图片由东莞康佳模具塑胶有限公司提供。

司未来十年发展的主要设计工具，并成立了项目

组进行推广。今天看来，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我

们看到了三维设计的巨大优势，三维设计将设计

人员从繁杂的绘图工作中解放出来，将大部分精

力放到了产品的构思上，能够真正从源头上提升

产品的设计质量，采取协同设计的方法，各设计

师在设计过程中可以随时对一个部件的连接、运

动进行实时检查和受力分析，相当于在设计过程

中就已经对产品进行了一次制造和装配以及简单

的受力分析，可以减少设计失误，提高设计质量

和效率，为下一步实现数字样机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赵平满怀信心地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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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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