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 PLM成功案例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借助达索系统PLM解决方案打造世界顶级建筑

概述
挑战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希望不仅能
够设计出创新型的建筑，同时还要
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确保建筑的卓越
品质。

解决方案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精选了达索
系统CATIA、SIMULIA、ENOVIA
SmarTeam和3DVIA Virtools来优化
设计方案、解决建筑设计、施工过
程中的复杂问题。

收益
达索系统的解决方案能够使上海现
代建筑设计集团大幅缩短新项目的
开发时间，充分改善设计质量，并
合理降低建造成本。

“达索系统解决方案在解决复杂
的非线性分析和3D建筑设计问题方
面展现出非常大的优势。达索系统
解决方案大幅提升了我们的设计质
量以及建筑的安全性，我们和我们
的客户都将从质量的提升和设计成
本的降低中受益匪浅。”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
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国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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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借助专用
于全局协作生命周期管理的ENO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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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师成功完成了对世界级
高层建筑结构完整性的虚拟测试
工作。”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
副主管兼高级工程师
李承铭 博士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于2009年

提高质量和效率

“ENOVIA已在制造业中应用了

3月在集团下属的一家子公司实施了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使用达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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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 我 们 正 计 划 将 ENOVIA

数据，并随时共享最新版的设计方

整体结构进行的屈曲分析等。

SmarTeam扩展应用于集团下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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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返工和错误。

王国俭表示：“达索系统解决方
案在解决复杂的非线性分析和3D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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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方面展现出非常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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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应用了很长时间，现在则被引入

设计质量以及建筑的安全性，我们和

到了中国建筑业。ENOVIA SmarTeam

我们的客户都将从质量的提升和设计

可无缝集成多CAD及多样化数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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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更方便高效地开展设计工作。
我们正计划将ENOVIA SmarTeam扩

作为全国性研究课题的承担单

展应用于集团下属的其他子公司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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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行业之中。”

将达索系统PLM解决方案将推广应用
到更多中国建筑公司，而上海现代建
筑设计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其它专业工
程设计公司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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