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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成功案例

Autodesk® Inventor®

从一开始接触到欧特克的
Inventor，就被它友好的
界面、便捷的操作以及和
CAD完美兼容的特点吸引
了。实际运用下来，充分
感觉到该软件的强大和
人性化。一切数据都参数
化，而且可控，我们只需
要关注于设计，而不要花
太多的心思想着如何画出
图纸。

—胡城纲
 技术员 
 无锡出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背景

无锡出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电镀设
备、涂装设备、环保设备的企业，建厂已有三十
余年历史，是中国表面工程协会、中国电镀协
会、涂装协会和环保协会的直属会员单位，通过
机制改革优化组合现有员工120余名，占地面积
35000平方米，生产厂房和附属建筑25000平方
米。2007年产值5000万元，2008年产值5500万
元，2009年完成6000万元，2010年完成8000万
元，2011年产值超1亿元，实现稳步增长。厂内分
设（冷作板金、钳工装配、工程管道）独立承包
工程车间三个、塑料焊接车间二个、机械加工车
间一个、电器控制车间一个。为突出专业特长，

我公司成立了“锡山市电镀环保技术研究所”，

1998年“江苏涂装技术工程联合公司”迁并我公
司。1999年5月份在我公司成功举地办了“中国
表面工程协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全国行业
专家、老师同仁的关心支持下，2000年首创成立
“出新环保、电镀、涂装材料设备超市”（即新
工艺技术信息的收集、推广应用、原辅材料及辅
助配套设备市场）--简称“出新超市”。全公司
形成了从设备设计加工制造、安装调试、工艺技
术、及原辅材料配套全承包及售后服务一条龙生

产体系，面向用户企业设备更新改造及新建工厂
提供交钥匙工程。

 ——Inventor在无锡出新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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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不仅畅销大江南北，贵州航天精工制
造有限公司（3536厂）、首都航天机械公司（211

厂）、中航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军工企业以及郑州煤机集团、柳工集团等
大型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产品远销到墨西哥、

巴西、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家。我公司始
终坚持“以诚待人、以信为本、求实出新、开拓
敬业”的出新精神，设计制造环保节能高效的设
备，受到所有客户的一致好评。

研发概况

我公司表面工程设备是以电镀、涂装、整厂设备
及其废水废气治理、环保设备的专业设备制造厂
家，技术上涉及土建、工艺、机械、电器、自
控、给排水、暖通、制热、制冷、环保等多种专
业的复杂边缘非标学科。

公司技术部有十多名工程师（其中三名高工），

设计全部采用CAD系统进行设计。我公司与上海
机电设计院，航天航空部三院、四院，兵器部
五、六院，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机械工业部
第四设计院，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院，机械工业
部第九设计院，机械工业部第十一设计院，天津
七○七所，同济大学、上海轻专等科研单位和大
专院校长期挂钩合作。并聘请了全国有专业名望
的高级工程师和教授为我公司顾问与技术后盾，

集国内技术长处，不断与国际同行合作学习吸收

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制造经验。力争做到技
术出新，很多技术为国内首创并申请了国家发明
专利，为客户带来巨大的效益。

公司在加工技术上与国际水平接轨、精益求精。

在工装设备上有4米剪板机及4.5米的折弯机，并
投资进口塑料拼板机、塑料弯板成型机、塑料切
板机及塑料热缩接管机，大大提高了施工工效，

保证产品质量。

业务和应用面临的挑战

公司产品均为非标产品，为了提供给客户更全面
更专业的技术支持，招投标价格很透明使得我们
要拿出更合理的结构来控制降低成本，而非标产
品的设计工作量比较大，现在的交货周期又是个
有力的竞争因素，所以要求我们以较短的设计制
造周期来争取市场。

我们的产品涉及环保行业，需要紧跟国家法规，

提高改进现有技术，使产品始终能符合国家出台
的各项环保规定。随着国家的环保规定越来越严
格，也就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关注科技前沿，钻研
新技术，生产新产品。

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传统的手工绘图板已
经远远跟不上现在的节奏。我公司早在90年代初
期就在同行业中率先采用计算机二维CAD制图来

应对市场的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行业有着
越来越高的要求。首先，客户想在订购前就知道
自己的产品会是什么样，三维图能够直观的予以
展现。在设计过程中，计算机设计软件又能辅助
设计人员，给出便捷的方法，得出正确的结果。

欧特克解决方案的应用情况和经验

经过市场调查，欧特克的Inventor软件完全能够
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上下一致决定学习并
运用Inventor，且专门邀请一些老师和前辈们来培
训，并出台一些鼓励措施促进技术人员尽快掌握
三维软件的运用能力和技巧。

公司运用Inventor时间不长，且还处在摸索学习阶
段，下面从具体的几个方面描述我公司对Inventor

软件的应用情况和经验。

在与客户的交流过程中，运用三维模型来对生产
线进行布置，使得更直观更容易沟通。可以很方
便对车间内的各条生产线、各个功能设备进行合
理的布置。软件能够接近现实地把它模拟出来，

并及时把问题展示出来，比如哪里的操作空间不
够，哪里的设备有干涉，以便调整优化方案，得
以第一时间解决。

在遇到大生产线时，由于零部件众多，对电脑的
配置要求急剧提高，导致显示不流畅。Inventor软

图  部分客户生产线1 图  部分客户生产线2



件很人性化地提供了一个包覆面提取功能，使得
众多的零件能以较高的效率展示出来而又不影响
整体表现。下图就是通过包覆面提取来展示的生
产线布置。

实例一

在给一家客户设计活动门盖时，运用气缸作为执
行元件。由于开门的动作是固定的，并且出于成
本考虑，不需要在行程中间可以停下来的特殊气
缸，只需要有个固定行程就行。但是这个行程需
要多长，是相对比较精确的，需要设计人员计算
出来，太大太小都无法满足门盖的开合要求。传
统的二维CAD软件在这方面就比较乏力，无法把
气缸的运动状态模拟出来，而这种问题对三维
Inventor来说就是小菜一碟，能够很直观、精准地
模拟气缸动作，并计算出气缸的行程，表达出各
个位置间的受力关系，为气缸选型提供数据。

下图就是当时通过简单的几个模型模拟气缸开合
门盖的情况，模型仅是用来表现外形尺寸。现在
可以在草图环境下模拟各个部件的动作状态，并
通过这个草图布局来生成实际的零部件，实现设
计关联。

实例二

在给一家客户设计阴极飞巴时，客户提出飞巴的选
材可能太小，于是通过Inventor软件的应力分析模
块把该产品的受力状态模拟出来，让软件来给出数
据，并得出应力分析报告，使客户放心满意。

实例三

最近设计的一辆小运输车，需要将多种功能集成
在车上。包括有行走、升降、接液、甩水等多套
机构。如何使小车外形既小巧，功能又强大，就
需要合理地布置这些机构。Inventor软件能直观地
表达并模拟将来实际运行时各机构的位置关系，

在未投产前就知道小车的外形和结构，且通过软
件的过盈分析可以提前将不合理的地方改进。

下一步应用计划

由于公司的产品涉及面较广，需要用到的零部件
品种也比较多，如果等要用到某个零部件再去从
头开始建模，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这就要
求我们充分利用软件的iPart、iAssembly做成可以
灵活运用的系列化库，慢慢积累成适合自己企业

的库，将来的工作效率会更高。

我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涉及到管路。而在管路方
面，传统的二维CAD软件无法正确地表达，导致
图纸不能清晰地表达设计者的意图，设计员又无
法正确地计算出管路的材料。正好Inventor有个强
大的管路功能。要好好学习软件的管路功能，充
分利用，才能方便快捷地生成管路，并自动生成
管路材料。

图   多功能运输小车

图  运输小车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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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软件平台上做应力分析，运动仿真等一
些内容，把数字样机的优势发挥出来，在投产前
有个满意的结果，减少施工中的返工浪费现象。

项目评价

“从一开始接触到欧特克的Inventor，就被它友
好的界面、便捷的操作以及和CAD完美兼容的特
点吸引了。实际运用下来，充分感觉到该软件的
强大和人性化。一切数据都参数化，而且可控，

我们只需要关注于设计，而不要花太多的心思想
着如何画出图纸。以前二维CAD作设计更改是一
项很辛苦的工作，需要在各个视图中将线条更
改。而现在只需要在模型中作出改动，余下来的
事情，软件都自动地帮我们解决，节约了大量时
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软件带来的效率革命。”

技术员胡城纲评价道。

有理由期望，Inventor在将来的研发平台运用中
做到与厂训一致：技术出新，管理出新，质量出
新，效益出新，做到社会和企业效益双丰收。

图  阴极飞巴应力分析

图  模拟门盖

以前二维CAD作设计更改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需要在各
个视图中将线条更改。而现在只需要在模型中作出改动，

余下来的事情，软件都自动地帮我们解决，节约了大量时
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软件带来的效率革命。

—胡城纲
 技术员 
 无锡出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