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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始终保持实力上的领

先？首先我们就要拥有

三维工程设计能力的统

一研发技术平台。             

—吴启明

技术研发部主任 
凤凰工业炉

凤凰工业炉藉三维技术
统一设计平台实现自主创新

如何成为成功的工业企业？如何成为因自主创新而

成功的工业企业？这在不同的工业专业领域也许有

不同特征的成功轨迹，而在冶金领域，京诚凤凰工

业炉的成功轨迹无疑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

自主创新铸造骄人业绩

位于北京亦庄工业开发区的北京京诚凤凰工业炉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自公司成立以

来，已完成建造了上百座各种用途的工业炉，其

中许多工业炉工程都成为业界的标杆工程。比如

亚洲最宽、配备了最长的长行程装钢机的加热

炉，首个国内双梁炉设计制造工程，国内最高水

平镀锌线的详细设计和钢结构制造与施工等多个

第一，而且在钢板辊底式热处理炉方面，凤凰工

业炉更是长期占据着国内绝对的领先地位。

凤凰工业炉骄人的成绩背后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据凤凰工业炉技术研发部主任吴启明先生介绍

说，凤凰公司在成立之初，设计部只有区区六个

人，开始就是仿造国际先进装备中的零部件的设

计，后来才逐步发展并调整到由公司独立完成整

承包，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的一整套交钥匙

工业炉工程业务。虽然目前最高端的板坯板带的

热处理工业炉仍需要进口，但在中高端的板坯、

硅钢热处理、高速铁路用钢等重要领域，凤凰工

业炉都可以完成百分百的国产化设计制造，圆满

完成向钢企用户“交钥匙”的工程项目。

凤凰公司的成功一方面无疑是得益于成立初期，

改制上的成功。从传统的设计院的企业模式，转

变成央企旗下的工程公司服务国内钢铁企业的模

式，凤凰对细节的工程问题分析处理能力显得更

加实际、深入了，而且公司较设计院而言，对客

户企业的服务意识也被有效地加强了，工程项目

效率有了大幅的跃升。

凤凰工业炉炉身



由于全国的能源消费1%
是在工业炉上，所以节能

减排肯定是我们今后计算

研发的关键性方向。而在

三维技术的支持下，初具

规模的统一化设计平台一

定会为我们的研发工作提

供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自

信心。

—吴启明

 技术研发部主任 
 凤凰工业炉

成功的另一方面就是得益于“自主创新”。自主

创新是基本国策，它对国家重要，对企业而言尤

为重要。目前凤凰工业炉能创造了众多个第一，

并在国内主要的热处理炉市场以及部分的板带炉

的市场处于主导地位，就是消化吸收国际上的先

进技术和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自主性的

创新。

 

竞争力提升亟需三维设计技术平台

凤凰工业炉的消化吸收加自主创新不仅限于专业

技术层面，在新时期里，其在企业信息化建设与

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互动关系也十分重视。凤凰

工业炉是国内同行业中很早成立的企业，近年来

此领域的后来者越来越多，竞争开始激烈起来。

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实力上的领

先？这就需要拥有三维工程设计能力的统一研发

技术平台。

三维设计对于提高公司核心设计技术竞争力起着

关键性作用。一方面，三维软件可以在设计阶段

就完成一些前期的设计干涉校验工作，这对于客

户要求越来越苛刻的工程周期而言，是工程技术

人员可以依靠的高效率关键性保障技术，而这在

二维设计环境中是无法实现的；另外，三维数字

化设计后可以进行CAE工程应力仿真分析，以及

CFD流体仿真分析的技术工作，这同样是三维设

计对比二维设计而言的先天优势。吴启明主任介

绍说：“因为所有的工业炉研发创新都需要一定

的前期实验，而早先国外在此领域的成熟经验已

经给出了我们明确的追赶目标，不用我们再从头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研究研发的方向路线问题。

我们将借助CAE及CFD仿真完成快速验证工程设计

正确性，从而走上实现企业设计研发能力跨越式

发展的捷径。”

用三维设计提高企业技术实力的第三个重要体现

就是在客户端。在招投标阶段以虚拟的三维实景

演示工程的施工进度细节构想，让用户在虚拟环

境中身临其境，最直观地了解工程技术人员的设

计意图和流程安排。因此，三维设计为有效地增

进用户的信任，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实践工具。

以Autodesk Inventor平台为核心

大幅提升设计效率

作为一款在全球范围内曾广泛应用于雷莫美国公

司、杰玛游艇集团、博世力士乐加拿大公司、中集集

团等企业行业实践的软件，Autodesk Inventor有着

自己突出的优势。为了尽快在设计中增加三维设计

的比重，凤凰公司从2008年开始和此领域的知名软

件服务商，代理欧特克（Autodesk）品牌设计软件，

致力于为企业用户提供设计研发领域软件及服务

的锐和亚太公司进行了有效地接触，最终在2009年

6月，综合各方面技术层面的考虑，公司确定了以欧

特克的三维设计软件Inventor为核心三维设计平台

的实施计划。

工业炉的设计有其自己的设计特点，因为它属钢

铁企业的大型装备，兼具机械设计、建筑设计的

综合属性，因为属于交叉行业，表达标准不甚统

一，而当前行业又因高速发展，研发周期都要求

越来越短。工业炉的详细工程设计中包括工业炉

钢结构、管道、HVAC风管设计等多种不同学科

类型的设计。之前凤凰工业炉自身处理采用基本

的AutoCAD二维设计工具，还有成熟使用的三维

管道设计PDMS平台，结合工厂设计工具AutoCAD 

P l a n t 3 D，和完整工程项目管理的A u t o d e s k 

Navisworks，现在都在向Autodesk Inventor平台为

核心靠拢。因为Autodesk Inventor的三维建模可

自动转成二维设计图，而对其他几个凤凰工业炉

的成熟设计工具完成的设计都确保支持兼容。在

工程项目管理的Autodesk Navisworks上，凤凰的



对于凤凰公司设计中增加三维设计比例的实际工

作者，设计技术部的王丁会工程师感受颇深，他

介绍说，自己在二维设计上的长期形成的设计习

惯在转变到三维设计的初期应用中，感觉之前二

维设计中的人为的因素较多，现在三维设计直接

自动转成二维图，人为的因素少了，相应的人为

失误自然也少了，调整设计后的二维出图既快

速、也方便。王工程师对三维设计软件Autodesk 

Inventor最大的肯定是：“它初步解决了工业炉这

个跨学科的专业设计领域的多学科问题，为在此

之上的燃烧、流动、应力计算，以及温度场的设

计的数字化分析提供可能。这将使工程师的工业

炉设备设计比之前凭借传统经验的设计更具理论

依据和设计准确性。”

当然，王丁会工程师所言的“初步解决”有其观

点的客观性。他介绍说，现在对于相对简单的零

件、装配，凤凰的工程师多可采用三维方式进行

设计。但在超大装配的情况，因为对硬件平台的

要求非常高，受条件限制，目前还是以二维设计

解决现实问题。另一个因素是，比较公司在二维

设计资源上的积累，三维平台目前只是初用。由

于能借鉴的三维数据资源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工

程师的工程经验还不能立刻体现在三维设计的过

程中，所以目前的状态还谈不上是三维设计，更

多的是在三维制图。

 

凤凰工业炉生产车间

工程师还可用实际的项目实施周期作为时间轴，

借助Autodesk Inventor的数字化模型，构建设备

装配实施的全程模拟。至此，公司目前就是要做

成第一步，即搭建好统一的设计平台。没有这个

统一平台之前可谓实际困难众多，现在，公司可

以说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出路。

凤凰公司对三维设计的技术优势有足够清晰的认

识，而其围绕提升企业研发设计能力的信息化发

展思路也格外客观和冷静。吴主任介绍到：“我

们的认识一向坚持不必求全责备，而是要主动寻

找自身最需要的技术突破口，并迅速找到因此为

企业创造新利润的增长点。当前的软件工具各自

强调自己的优势特点，而站在企业的角度，我的

设想就是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确立核心的设计平

台，而后逐渐拓展，围绕这个核心增加各种功能

应用模块。但这个核心平台不会变。它是确保企

业研发设计效率的基础。” 

在凤凰工业炉三维设计工作中紧密配合的锐和亚

太公司资深技术专家吴菌先生非常赞赏吴启明的

观点，他说：“在冶金这个行业，不见得一定要

三维设计取代二维，而是三维和二维设计配合采

用，实现最佳。任何企业都应该是商业驱动的，

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解决办法也许不止一种。所

以，企业并不是一定要机械地完成三维取代二维

的一个技术蜕变，以期得到设计能力上的跨越。

像凤凰工业炉，不求一步到位，投入就能见到效

果，而且兼具未来企业信息化可持续性成长思考

的思路，无疑是务实的。作为一家以服务为主，

始终致力于为企业用户提供设计研发领域应用软

件的服务商，我们锐和亚太将根据用户企业的不

同特点，有效的提出解决方案。凤凰工业炉的思

路，也正是我们面向凤凰工业炉这样的客户，所

提倡的企业研发改进思路。”



Autodesk Inventor初步解决了工业炉这个跨学科的专业设计领域的多学科问题，为在

此之上的燃烧、流动、应力计算，以及温度场的设计的数字化分析提供可能。这将使

工程师的工业炉设备设计比之前凭借传统经验的设计更具理论依据和设计准确性。

— 王丁会

 设计技术部工程师

 凤凰工业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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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技术助力凤凰工业炉信息化之路

目前，基于Autodesk Inventor的二次开发的工业

炉设计工具已经初具规模。在现场演示中可以看

出，经过若干关键性参数的选择设定，一座定

制的工业炉数字化模型快速地呈现在大家的眼

前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工作，目前存在不少理

想性的条件假设，未来将增加更多的设计选择灵

活性。每一个工业炉设计都是不一样的。设计将

向未来知识性启动发展，而且工业炉专业的应用

必然需要此专业的工程师将知识传承给软件工程

师，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面向工业炉设计的知识

型设计开发平台。一旦成功，对此专业领域的设

计工作将是一种重大的推进。而锐和亚太也表示

将一如既往地联合欧特克公司，为凤凰工业炉在

此领域的努力提供更多的实际帮助。

图片由北京京诚凤凰工业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至于未来的技术方向，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公司

在“甩图板”后采用的信息化工具越来越多。公

司思路是以一个成熟运用的核心软件为基础，向

其他软件扩散开来，避免出现各自为政的信息孤

岛。现在很多系统模块都建立起来了，但弱点是

过分强调具体的特色，在整体信息化效率上就容

易产生瓶颈。比如协同办公和图文档管理的模块

运用成熟后，在此基础上建立零件库、企业管理

模板。另一方面，给用户提供虚拟项目展示在企

业信息化架构的大环境下，能够在工程控制、企

业与客户沟通上有更好的效果。第三，公司希望

通过有经验的凤凰设计工程师和软件服务商的合

作，逐步完善工业炉项目快速三维工程设计的二

次开发，实现知识工程在设计工作中巨大效益。

在工业炉专业研发方向上，由于全国的能源消费

1%是在工业炉上，所以节能减排肯定是今后计算

研发的关键性方向。而在三维技术的支持下，初

具规模的统一化设计平台一定会为公司的研发工

作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