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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兴发铝业的PARTsolutions – 
智能化的铝型材数据检索与借用

兴发铝业总部位于广东省佛山市，是中
国著名的专业生产建筑铝型材、工业
铝型材的大型企业，兴发铝业拥有636
项国家专利和16万多种不同规格和型
号的产品。为了更好的管理铝型材数
据重复使用并实现快速准确向用户报
价，兴发铝业自2018年以来开始使用
PARTsolutions来管理铝型材数据资源。

辅助快速决策，避免铝型材断面的重复、 
相似设计和加工

PARTsolutions的主要技术优势是可以通过铝型材断
面的几何形态更快捷更准确的查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历
史数据。
通过PARTsolutions的部署与应用，帮助兴发铝业减少
类似甚至相同的铝型材及其模具的研发数量，同时快
速响应最终客户的需求，并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节约可
观的成本和工作时间。通过与ERP系统的集成，PART-
solutions集成显示关于型材产品的其他物料信息，诸
如编码、精度、材质和投产时间等。PARTsolutions为
铝型材行业提供了智能化的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实现
了快速的数据搜索与查询。

兴发铝业的原有技术平台

目前兴发铝业已研发和生产了近20万种不同形状和尺
寸的铝型材，所有工程数据均由二维CAD系统进行管
理，生产与运营数据由其自主开发的ERP系统统领。
由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客户难以用语言文字方式对铝型
材的样式和尺寸进行准确的描述，因此查找和避免近
似、重复的模具和型材往往耗费大量的时间，兴发铝
业的技术人员以往需要依赖个人工作经验和简单的分
类条件在庞大的图纸库中进行查询，查询不精准，耗
时费力，效率有待提高。重复、相似型材及其模具的设
计和生产，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成本，而且也难以
应对日益严苛的环境保护要求。

22个PARTsolutions软件工作站
应用于分布于各地的研发和生产基地

近20万种铝型材产品数据被纳入系统
中进行智能化查询

15%，根据经验计算预计可避免可观
数量的重复设计与模具开发

6秒钟，查找重复铝型材产品耗费的时
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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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以上，兴发提出了明确的应用需求，以期改善数
据检索的效能和效果：

 � 根据铝型材的几何特征快速准确的对全部现有铝
型材进行分类

 � 根据最终用户提供的二维图纸或照片在数据中心进
行检索，以支持后续的技术和业务流程

 � 能够在同一界面下浏览ERP系统中存储的关于该型
材产品的其他技术和商务信息对相似型材的几何
外观和

 � 物料属性进行三维的实时对比，并可显示几何与文
本信息的具体差别

 � 能够有效避免重复型材及模具的开发与生产

PARTsolutions的部署与应用方式

“以往我们需要依靠个人工作经验和基本的外观信息
在历史数据中查询可供重复利用的铝型材数据。众所
周知，经验往往无法直接快速的给出准确答案，而且
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数十万种现有型材中查找相似
或相同的型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设计一个新的
型号，需要调动很多资源，比如设计、工艺、测试、试生
产等等，由于缺乏恰当的数据检索工具，我们无法实
现快速准确的借用，直到PARTsolutions出现在我们的
视野”。廖绍景这样表达。
廖绍景先生，”兴发铝业技术咨询部部长。

»  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的企业，我们在不断寻求
解决方案，但结果不甚理想。在我们接触了CADENAS
的中国服务商LinkAble以后，他们的本地化技术服务
团队帮助我们找v到了解决方案。
兴发自主研发的ERP系统，支撑铝型材产品从研发到
生产再到交付和售后的所有环节，产品的整个生命周
期都已被置于有效的管控之中，唯独工程数据的搜索
功能是其中的薄弱环节。PARTsolutions成功将保存
于ERP系统内的关键参数属性对应于型材三维数据当
中，使得我们可以轻松的在搜索结果中查询到关于型
材的全部ERP属性信息，用以辅助数据借用和改型设
计的决策环节。«
邹村先
兴发铝业总经理助理，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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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于兴发铝业现有信息化系统的 
PARTsolutions

应用于兴发铝业的PARTsolutions采用先进的服务器-
客户端方式部署在企业内部的高速局域网络内，可以
保障数十个工作终端实时获取最新的数据状态和应用
高效的搜索效能。
软件客户端采用局域网用户授权方式，允许授权使用
者造访受控于企业服务器当中的搜索索引，并实现下
述主要功能：

 � 在数十万级别的历史数据中发起3DGeo几何相似
性搜索

 � 使用二维图纸甚至照片查询相似或相同的历史型
材数据

 � 跨系统查询保存于ERP中关于型材产品的更多属性
信息

 � 3D匹配与对比工具帮助使用者轻松获悉多个型材
断面的形状与尺寸差别

廖绍景在谈及这个话题时表示，“当我们收到来自最终
用户的产品需求时，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启动PARTsolu-
tions，并使用客户提供的任何技术信息，比如三维、
二维图形甚至仅仅是一张照片，在系统内发起对全部
历史数据的搜索。如果发现有完全匹配的历史数据，
我们将进一步检查相关的ERP信息以最终确定是否能
够直接借用这个型材或模具的设计。如果结果只是类

借助于PARTsolutions的几何搜索技术，相似甚至相同的型材历史数
据被轻松轻松搜索出来，平均时间少于15秒

无论通过草绘、截图还是三维模型，都可以轻松获取搜索结果，并对搜索结果进行360°动态比较，从而有效避免重复设计，并快捷借用历史相似型材。

似而不是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更多的技术
评估。无论怎样，PARTsolutions一般会在15秒内根据
输入的信息给出最相近的前十名结果。这种体验是前
所未有的，就像在家里上网使用搜索引擎一样简单方
便。”

完美的解决方案依赖于双方团队的密切配合

从2017年开始，兴发与LinkAble的技术团队一直保持
联系，经过多次技术交流和方案演示，双方在2018年
初共同制定了详细的软件部署方案。兴发根据自身的
技术特点和现有信息系统的流程提出了明确的二次开
发需求，从而使得PARTsolutions能够更加自动和智能
的为兴发使用者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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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准确获取历史数据中的可借用型号成为可能

在PARTsolutions的支持下，兴发几乎不需要再根据铝型材产品的外观和尺寸进行详细的分类。无论是截图、电
子图纸、三维模型，还是对几何轮廓的文本描述，比如孔的数量，材料厚度，倒角尺寸等，PARTsolutions可以在
几秒钟内呈现符合要求的搜索结果，并支持在三维环境下对所选的型材之间进行360°的对比，所有一切只有一个
目的，帮助使用者快速查询到类似或相同的历史数据。

»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CADENAS的官方合作伙伴LinkAble一直致力于将PARTsolutions这一高效的解决方
案应用于中国蓬勃发展的铝型材及其模具领域。通过与大量客户的技术交流，我们对软件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度
的定制和开发，使其更能够符合中国客户的使用习惯与个性化需求。目前我们致力于将PARTsolutions这种高
效、迅捷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应用于“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背景下中国铝型材行业。«
JohannesGeyrhalter
CADENASGmbH-高级国际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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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与介绍
项目展望 CADENAS及其合作伙伴

在更加自动化与智能化的PARTsolutionsV11SP4版本
支持下，铝型材三维模型可以直接被转换为超过100
种原始CAD系统，从而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无
论最终用户来自建筑行业还是制造行业，PARTWsolu-
tions都能提供适合所有主要CAD/BIM系统格式模型
数据，实现最佳的数据应用质量。

兴发和CADENAS合作伙伴正在讨论对其产品的序列
化和标准化的支持，在“重复报告”模块的支持下，通
过对数万个历史配置文件进行相似性搜索。

CADENAS是在零部件数据管理,零部件
缩减(PARTsolutions)和制作产品电子目录
(eCATALOGsolutions)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软件商。

CADENAS及其解决方案被视为零部件生产商和零部
件使用者及采购商的桥梁和纽带。

CADENAS（西语意为：流程链）成立于1992年，目前已
设立18家国际子公司，拥有超过300名员工。“
CADENAS”，已成为成功、创新、助力和流程优化的
代名词。


查询更多资讯敬请查询www.cadenas.cn

LinkAble – 北京翎瑞鸿翔科技有限公司，是德国CA-
DENAS在华授权经销商与认证服务商。LinkAble精干
高效的业务与技术团队在2014年将富有创新意义的
PARTsolutions解决方案首次成功引入中国铝型材行
业，并在其后几年通过与CADENAS的密切协作不断根
据中国市场特点完善和优化软件的易用性和针对性。
目前PARTsolutions已成功部署和服务于众多中国铝
型材企业。

www.linkable.cn
info@linkable.cn

垂询专线400-10-86153

Official Partner of CADENAS
卡第那思软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桥路355号城开国际大厦4楼4025室

电话: 021 63 55 13 18
传真: 021 64 69 92 70
E-Mail: Marketing@cadenas.cn
www.cadenas.cn

面向产品设计过程，以网络方式沟通企业内
外部数据资源的交流交互平台。

　供应商网上平台

在产品研发或采购流程中，通过对各类零
部件数据资源的优化与整合，实现模型的
重用效率的提升。

　企业级三维零部件数据资源管理系统

针对各类三维CAD模型数据的智能化搜
索与半自动辅助分类，提升数据检索与
应用效率。

　几何相似性搜索

为零部件企业制作三维产品选型目录和
提供市场推广解决方案。

　产品电子目录

　采购和设计协同工作

优化采购和设计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
实现优选供应商。

为建筑行业提供创建产品电子目录的专
业技术和知识。

　BIMcatalogs.net

CADENAS
是连接零部件生产商&供应商

与整机企业的桥梁和纽带!

CADENAS产品和服务
针对零部件生产商和供应商

CADENAS产品和服务
针对使用零部件的整机企业

了解您的客户是谁，在哪里：在正确的时
间和地点向合适的人提供产品。

　 高转化率的市场推广方案

将您的产品数据发布在数量众多的零部件
在线推广平台,为您提供千万级的市场推广
目标人群。

　立体的市场推广平台

　智能CAD模型

提供的不仅仅是几何模型: 完整的产品
数据和强大功能为工程师提供最大程度
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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