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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达索系统的PLM解决方案绘制海洋工程及船舶制造行业未来发展蓝图

V5 PLM的成功案例



烟台莱佛士船业目标烟台莱佛士船业目标

精简流程以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低
的成本

更快地实施设计创新以保持市场竞
争力

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缩短交付时
间

通过更加智能的资源分配提高生产
能力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业界可能达到的

最高的生产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

将不断完善从而实现人员、设备与技术的最

佳组合。”

烟台莱佛士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章立人

公司概况公司概况

洋工程及船舶制造专业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4年，其生产工厂坐落
在中国烟台。YRS专门从事包括自升式钻井船、半潜式钻井船、铺管
船、浮式生产储油船(FPSO)、其他原型船以及豪华游艇在内的海洋及
船舶项目的建设。截止到 2007财年，该公司已获得了7.244亿美元的
新订单，从而使其订单额达到近18亿美元。

国、英国、沙特阿拉伯、挪威、荷兰、瑞典、日本、新加坡、中国、

以色列、意大利和巴西。目前，YRS为中国最大的钻井船制造商，且
拥有一流制造设备，如全球最大的起重机 “泰山 ” 。

业务面临的挑战业务面临的挑战

地位带来了战略性机会。由于这些领域在全球正呈现出连续的两位数

增长，因此给YRS带来了提高销售额并拓展其市场份额的巨大商机。
但是，需求的高涨也导致了人力、物力和生产设施的短缺，从而导致

了交货延迟和价格上涨。

钻井船的巨大压力。为了保持真正的竞争力，其需要不断的创新并不

断提高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水平。YRS正努力优化其工作流程和资源
的使用，从而应对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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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行业与能源行业在中国的兴起为YRS进一步增强其在业界的领先

与其竞争对手一样，YRS也承受着以更低的成本更快速地交付船舶和

YRS拥有2,000名员工，为全球多个国家的客户制造船舶，其中包括美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烟台莱佛士船业有限公司 (YRS) 是一家领先的海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地抛弃基于纸质的系统和2D设计工具，转向一个基于3D的建模系统，

以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YRS选择了 Dassault Systèmes 产品全生

构和系统设计的CATIA、用于部件和组装应力分析的SIMULIA、用于协

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和决策的ENOVIA VPLM以及用于船舶生产和模拟

的DELMIA。

用于提高设计流程和质量的CATIA和SIMULIA

型完整地定义了产品及其生命周期的各种需求，从而提供了远比纸质

工程图纸更多的信息。YRS IT经理刘虎说：“ 使用CATIA及其智能设计

模板还让广大YRS设计人员可以更为高效地工作，使他们可以自由地

提出一些更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理念，例如：我们用CATIA创造出了世

界上最大的起重机 ‘泰山’ 。”

户) 可以更为容易地审查设计和更新资料。此外，利用SIMULIA，工

程师们还能够在设计同时进行快速的有限元分析，以便在设计的同时

找出产品结构上的缺陷，并且能够实时看到CATIA中所做的设计改动所

带来的影响，从而实现快速和无缝的设计分析迭代过程。

用于优化建造工艺的DELMIA

DELMIA在3D环境中虚拟地模拟制造过程，同时得出测试案例用于分

析设计是否正确。

造这些船舶最佳的生产程序和最快速的方法，并且在问题发生以前便

将它们查找出来。例如，用DELMIA的模拟维护工作可帮助YRS用最为

有效的方法观察到技术人员在船舶某个部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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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烟台莱佛士船业有限公司IT经理刘虎

提高生产效率是YRS部署DELMIA背后的主要推动力。YRS运用

YRS工程师们可以准确地找出每一种生产环境所需要的资源，确定制

CATIA固有的信息共享功能，使得产品涉及各方 (例如：供应商和客

YRS将CATIA用于海洋结构设计，现已拥有50多个用户，CATIA 3D模

命周期管理 (DS PLM) 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包括用于其海洋工程结

面对海洋工程及船舶制造业需求的急剧上升，YRS认识到其应该迅速

    随着船舶中科技水平变得越来越高和越

来越复杂，我们公司能够得到一支高技能工

程团队、一些技术最为领先的设施以及一套

高级PLM解决方案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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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DS PLM解决方案，YRS可以史无前例
地在半年内设计出 ‘泰山 ’ ，而不使用PLM则
要花费2年的时间。”

烟台莱佛士船业有限公司PLM用户兰公英

获得更佳协作的ENOVIA VPLM
设计和建造船舶涉及大量的数据，在产品周期中，不同各方均要访

问、共享和管理这些数据。通过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ENOVIA VPLM
可以保证在各用户之间的信息流动畅通无阻。ENOVIA VPLM先进的关

队。

YRS还利用CATIA和ENOVIA VPLM中DS数字样机 (DMU)的虚拟组

的，在船舶空间有限的条件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结论结论

变幻莫测的市场发展趋势做出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将DS PLM解决方案
集成到YRS核心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就可以让公司做到这一点。

设计工程壮举

够建造自己的巨型结构——世界上最大的起重机 “泰山” 。

量可达到史无前例的20,000公吨，这相当于一次能吊起10,000辆小汽
车的重量。如果没有DS PLM解决方案对整个设计过程进行模拟，这一
制造业的奇迹是无法实现的。利用海洋结构设计CATIA、起重机生产模
拟DELMIA和用于创建数字3D电子样机的ENOVIA VPLM都加速了 “泰
山” 的建造过程，减少了会带来较大损失的设计错误，并极大地提高
了生产效率。

联设计对YRS工程师们创建的CATIA设计中获取的信息进行管理。它
自动地将所有改动传达至数百个零部件，同时将这些改动通知相关团

装功能，对装配和人机维护过程进行模拟。YRS PLM的用户兰公英
说：“这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设计在实际环境中是可以被组装和维护

在今天不断发展的海洋船舶环境中，以最迅速、最低成本的方法来对

DS PLM解决方案不仅仅有助于YRS改进船舶设计，而且还使该公司能

“泰山”的概念设计用了7年的时间，建造用了1年的时间，其起重重



兰公英说：“ 使用DS PLM解决方案，YRS能够在半年内设计出 ‘ 泰
山’ ，若没有使用PLM则需要花费2年的时间，这一设计速度是史无前

例的。”

提高生产力、增加产能

的提升重量估计为10,000公吨到16,000公吨之间。YRS能够以比一般

建造快70%的速度来建造这些海洋结构物，同时将设计生产力提高了

30%之多。这样，该公司每个半潜式平台建造便可节省二百多万个工

时，同时还增加了YRS的整体建造能力。

提高协作

信息共享和更新，ENOVIA开辟了YRS与其合作伙伴和供应商之间进行

沟通的多种途径。

程进行标准化，我们可以将开发工作外包给最佳的合作伙伴和供应

商，同时，在计划、设计、建造和项目管理的端到端过程中，可以确

保严格的质量控制、设计精确度和其他任务关键要素。随着公司的向

前发展，我们的PLM平台将会是我们战略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将推动未来业务的发展，并成为许多合作伙伴和客户的 ‘首选船

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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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 PLM DS PLM 
的的主主要要优优势势

提高了30- 40%的设

计效率

船舶设计效率的极大提

高

节省了2,000,000个
工时

使用DS PLM设计的

YRS新型起重机建造每

艘船舶预计可节省的时

间

缩短了70%的工程时

间

减少了工程工时

30多个应力分析测试

使用SIMULIA的 “泰山”
常用最强设计配置

章立人说：“利用ENOVIA VPLM来管理全3D电子样机和对产品开发流

DS PLM解决方案改变了YRS同其第三方提供商合作的方式。通过促进

未来20个月，“泰山”起重机将被指定用于10次起重任务，每一次

   在给定“泰山”项目规格的情况下，YRS工程们使用DS PLM解决方案

来对多个设计选项进行模拟，以提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新型结构，这

种结构要能够满足许多建造要求。DS PLM解决方案还使YRS能够评

估、了解和解决建造此类量级起重机过程中面临的许多独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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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CATIA和DELMIA，YRS可以避免许
多由不可预见的误差、流线型工艺、资源优

化使用和缩短生产时间引起的不必要的生产

成本。”

烟台莱佛士船业有限公司PLM经理滕瑶

更短的生产周期和更低的成本

从而缩短了整个周期。以前，由于设计中的一些修改或问题，许多项

目需要高达30%的返工。 “利用CATIA和DELMIA，YRS可以避免许多
由不可预见的误差、流线型工艺、资源优化使用和缩短生产时间引起

的不必要的生产成本。” PLM经理滕瑶说到。

更多满意的客户

快、更低成本地为市场提供更优秀的新型创新性设计，也就是说带来

许多满意的客户。 “这一结果带来更少的重复工作量，更高的客户满
意度，更低的风险，以及更少的工程变更。” 章立人如是说。

已被证明是YRS及其客户的一个无价之宝。章立人说： “ PLM为我
们和我们的客户提供了许多预览设计的方法，在我们的业务中，每一

个项目都会涉及多个合作伙伴。因此，他们对设计的理解至关重要。

我们要求厂商能够及早地参与到设计中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理

解许多要求。在数字实体模型阶段进行修改可以减少后面的重复工作

量。另外，能够在生产开始以前预览一艘船舶的数字模型对于许多客

户来说都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体验。”

另外，在生产开始以前，带领客户观看其船舶的虚拟数字模型的能力

拥有快速、低成本的设计和生产周期，意味着YRS现在能够比以前更

通过转向CATIA 3D虚拟设计方法，YRS的设计返工现象变得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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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针对对造造船船和和能能源源加加工工行行业业的的 PPLLMM解解决决方方案案

人员以及能源加工重要的参与者紧

密协作共同发展，DSPLM造船及能
源加工产品将CATIA、DELMIA、
ENOVIA、SIMULIA和3DVIA的
Dassault Systèmes PLM 产品系列
与特定造船及能源加工最佳实践或

被称为DS PLM实践的工作方法结合
起来。

天工业的相同数字制造工具， DS
PLM造船或能源加工解决方案让生
产商可以在推进创新、提高产品质

量的同时极大地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并降低成本。

DS PLM详情，
敬请访问： www.3ds.com

“

”

烟台莱佛士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章立人

前景前景

成功地部署了DS的ENOVIA MatrixOne，其将在管理YRS及其合作伙
伴的协作产品开发、业务流程和数据中担当一个中流砥柱的角色。

了一个PLM功能中心，目的是帮助YRS最大化地利用DS PLM带来的
价值和影响。该中心将会从DS聘用3名国际PLM专家，他们将不仅对
PLM的效果进行监控，而且还将确保YRS实现其PLM平台的全部潜

部署DS PLM带来的益处推动YRS进一步拓展其现有解决方案。它已经

作为对其正在合作的合作伙伴关系的一种肯定，YRS和DS已经开设

与业界领先的造船专家、海军设计

     拥有近25年的造船和能源加工
行业解决方案开发经验，Dassault 
Systèmes在PLM最具挑战性的市场
中拥有创新，并获得成功。

利用一些广泛用于汽车和航空航 如欲了解有关针对造船或能源加工的

能。

       直截了当地说，在使用DS的PLM数年以
后，我自己已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它我们将如

何继续公司的发展。



达索系统是全球产品全生命周期(PLM)解决方案
和3D技术的领导者，为80个国家的115,000多名客
户创造价值。自1981年以来，作为3D软件的先驱，
达索系统持续开发并推广支持工业流程的PLM应用
软件与服务，并为产品从概念到维护直到循环使用

的全生命周期提供三维的数据显示模型。达索系统

的产品包括用于产品虚拟设计的CATIA、用于3D机
械设计的SolidWorks、用于虚拟生产的DELMIA、
用于虚拟分析测试的SIMULIA、用于全球协同生命
周期管理的ENOVIA，以及用于提供在线3D真实体
验的3DVIA。达索系统在法国证券交易所(Euronext 
Paris)(#13065，DSY.PA)上市；并在美国OTC市场
挂牌 (DASTY)。如欲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http://www.3ds.com。

CATIA，DELMIA，ENOVIA，SIMULIA，
SolidWorks和3D VIA是达索系统或其子公司在美国
或其他国家已注册的商标。

图片由烟台莱佛士船业有限公司提供

© 版权所有，Dassault Systèmes 2009年
保留所有权利

RF_Y_W5FZI_CN_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