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

客户成功案例

— 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了国内空白，并先后为我国“三峡工程”、第一

沈高公司）

条 750kV 超高压交流输电工程，国家百万伏

隶属于新东北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机械

示范线路“晋东南－南阳－荆门示范工程”提

及电力事业领域中集科研、开发、制造及商贸

供了 550kV GIS、750kVGIS 及 1000kVGIS 设

为一体的多元化产品及服务提供商。

备，目前这些设备已全部投入运行。在国际市

沈高公司致力于技术、产品的持续性开发与研

场上，新东北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的产品和技术

制以满足输变电行业设备发展需求及客户需

已出口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市场上

要，为用户提供高性能及高可靠性的电力输变

享有较高的声誉。

电设备及安全、可靠和高效的技术解决方案。
2009 年 2 月，沈高公司与毕普科技合作，引

市场、产品及服务

入了 PTC 三维设计工具 Pro/E 与数据管理平台

沈高公司是按现代化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中

PDMLink，与毕普科技实施团队一起，完成了

外合资企业，是中国输变电行业研发和制造高

500KV GIS 产品的数字化定义，及面向订单的

压、超高压及特高压开关设备的重要基地。

BOM 快速配置，实现了工程快速报价、装配

公司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严格遵照国

单元快速设计及机构运动仿真等方面的成功

家标准（GB）及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

应用。

等相关要求进行产品制造。
公司主要研发和制造 72.5kV-1100kV 气体绝缘
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六氟化硫断路器、发电机
保护断路器、高压隔离开关等 20 余个系列、
190 余个品种 450 余种规格产品，产品技术参
数和制造水平达到了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其
中引进日本日立公司先进技术，并经消化吸收，
业已实现了国产化的具有当代国际水平的六
氟化硫开关设备极具市场竞争力，深受用户欢
迎。 目前六氟化硫开关设备产值已占总产值

关于沈高公司

的 75%以上。沈高的产品市场覆盖率达到了

沈高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7 年，作为中

95%，历年配套能力占全国总装机配套能力的

国输变电行业领先企业，见证了中国电力事业

1/3 以上，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着较好的声誉。

及机械行业的发展与辉煌，目前已成为中国输
变电行业专业生产高压、超高压、特高压输变
电设备及其它相关机械设备的重点生产制造
基地。
沈高公司作为中国输配电装备制造业的领先
者，为中国输配电装备技术进步和电力事业的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取得辉煌的成就。新东
北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并研制出中国第一
套 550kV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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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高公司始终以市场为导向，大力调整产品结

建设投资约 60%将用于采购电力设备，相关电

构，大搞技术改造，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力设备市场规模超过 500 亿元。在特高压方面，

先进设备，严格贯彻执行各项管理制度，特别

“十二五”特高压投资将达 5000 亿元，按开关

是严格质量管理和成本管理，加强队伍建设，

类产品占总投资的 8%～10%测算，未来 5 年

不断健全和完善竞争的机制，使企业的整体素

特高压开关设备市场容量约为 400 亿～500 亿

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经济的

元，年均 80 亿～100 亿元。

全面发展。
市场竞争
近年来，随着产能过剩引起竞争加剧，原材料、
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高压开关行业如履
薄冰，由此引发的价格下降、利润下滑让全行
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新形势下，智能电网与
特高压的建设对开关的小型化、可靠性、自动
化、智能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高压开关
行业整合与洗牌被推到改革的风口浪尖，业内
普遍用大浪淘沙来形容高压开关目前所面临
的尴尬处境。
随着国家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高压开关行业

沈高公司与毕普科技的合作

落后产能相对过剩，产品同质化越来越明显，

沈高公司与毕普科技从 2009 年至 2010 年先后

由此引起价格竞争。从业主的角度来讲，产品

进行了三次合作，采购了毕普科技实施咨询服

技术水平差不多，那么低价中标便不可避免，

务和 PTC 的 Pro/E 与 PDMLink 软件。毕普科

这些问题的同时作用下，产品价格一路降低，

技专业的实施团队与沈高客户一起，实现了全

对各个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开关行业的布

三维模块化产品快速设计，并以此为基础完成

局和策划需要有个总体考虑。盲目地进入本行

了产品选配平台的搭建，实现了面向订单的产

业以及盲目地扩大生产能力造成开关制造业

品模型与工程图的快速设计与 BOM 生成。在

的无序竞争，特别影响到产品的合理定价，当

新产品研发方面，借助 Pro/E 有限无分析与动

销售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获利时，必然会影响到

力学仿真，实现了 1000kV 新产品的机构仿真

产品的质量，造成恶性循环。

分析，为新产品研发的分析验证起到了重要作

高压开关市场的需求动向取决于电力市场的

用。

发展，近年来，全球输配电设备市场需求总体
呈上升趋势，同时随着农网改造、特高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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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直流输电等工程的建设，带动了我国输配

面临挑战

电设备行业的快速发展。具体而言，特高压电

沈高公司在面临整个高压开关行业迎来的巨

网的稳步发展对开关的技术发展及应用市场

大市场机遇同时，其所存在的质量不过关、产

会带来良好的预期，将推动我国的高端开关制

品结构不合理、自主品牌缺失、管理不善等问

造业及相关制造行业的发展；配网提升和农网

题显现得非常明显，如果这些瓶颈不能得到及

改造以及铁路电气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加大

时、有效地解决，那么将逐渐丢失在整个行业

需求等因素，中低压开关的应用市场必然会进

中的市场份额与领先地位，在未来的发展过程

一步扩大。以 2011 年为例，国家电网 2011 年

中犹如芒刺在背。

投入农网改造的资金为 622 亿元，南方电网
2011 年完成农网建设投资 232 亿元，而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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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建立起产品选配设计管理平台，通过对标
准 BOM 的配置，快速生成订单 BOM 及三维
模型、二维装配单元图纸，大大提高了设计效
率，减少了设计出错率，提高了产品的设计质
量。

2012 年 11 月 20 日，由平高集团起草的 《充
气高压开关设备用铝合金外壳》国家标准经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批准发布，将于 2013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此标准将对高压开关设备外壳的设计、
制造、试验及检验等提供技术依据，对高压开
关装备制造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与产
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沈高公司面临着重要的机遇与挑战。如
何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占领市场，如何将降低
成本及提高设计效率与质量，对沈高的产品研
发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解决方案
在毕普科技专家顾问对沈高业务需求理解的

第三期完成了 1000KV 产品数字化样机分析。

基础上，基于总体规划、分布实施的原则，提

通过毕普科技 MCAD 顾问的培训与导入服务，

出了沈高产品研发管理平台三期工作的实施

沈高公司机械工程师成功完成了 1100KV 合闸

规划。

电阻开关建模、结构分析、机构动力学分析，

第一期完成了 500kV GIS 产品的数字化定义。

并与 ABB 公司出具的实测报告相似性非常高，

由于高压开关产品的特点，标准化、模块化程

对于沈高公司对高电压等级产品的研发起到

度较高，因此非常适合三维参数化设计，并且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基于模块化设计方法，实现产品三维快速装配。

第二期完成了 500kV GIS 产品的 BOM 选配与

实施成效

数据管理。以一期完成的模块化三维设计为基

沈高公司通过与毕普科技的紧密合作，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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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产品研发管理平台的建设，利用信息化

BPLead、BPLead 徽标和所有产品名称都是 BPLead 和/或

的手段，主要解决了 550kV 高压开关产品系

其子公司在中国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所有其它产品或公司

列开发和配置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从基础上帮

名称是各自所有者的财产。任何产品（包括任何特性或功

助提升产品开发的效率，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

能）的发布时机可能会有变,具体由 BPLead 自行决定。

并加强对产品数据管理过程的质量控制，提升
综合管理能力。
通过三维参数化设计，建立了 500kV 产品的
通用模型库，实现了工程的快速设计与投标报
价，时间缩短 50%以上。

基于 Windchill 选配模块，实现了面向订单的
产品 BOM 的快速创建，
将设计时间缩短 40%，
产品设计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成功了完成了知识传递。在毕普科技实施顾问
的指导下，沈高公司建立了一支懂业务、懂系
统、懂研发的专家团队，保证了沈高数字化研
发平台向其它等级产品的成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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