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 
 
 

华中科技大学 
 

产品 

NX, Teamcenter 
NX 和 Teamcenter 为造船业提供了一个本地化数字平台， 
增强了协同能力 

 
业务挑战 

提高设计过程效率 用数字技术来

支持科研合作 显著改善教学效果 

实现跨区域校企合作 

 
成功的关键 

用 NX 和 Teamcenter 来支持本 
地化传播开发 

利用 NX 和 Teamcenter 的开放性 

帮助师生应用有效的数字实践 在

设计工程早期用 NX 发现问题 

 
实施成果 为造船打造了一个更

加本地化的 数字平台 促进了

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已培养出 60 多名学生正服务于 
造船行业 

增强了学生对 3D 设计的理解 

 
Siemens PLM Software 助力华中科 
技大学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加强培 
养工业技术型人才 

 
培养造船人才 
从 2012 年开始，我国进入经济增速下行的“新 
常态”阶段，航运和造船业在经过连续多年 
的高速发展之后，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开 
始进入一个以主动探索和扩张为主旋律的变 
革期。在中国“十三五”期间，对“数字化造船” 
的呼声很高，因此中国着眼于从“造船大国” 

 
向“造船强国”转变。加快转型升级、创新 
和信息化、绿色化发展，而“数字化造船” 
进程的快慢将对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此培养面向未来的数字化造船人才，是实现 
我国造船业“十三五”规划目标的核心。 

 
2014 年 8 月 28 日，“华中科技大学 - 西门子 
工业软件数字化造船联合实验室”在华科大 
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下简称“船海学院”） 
正式揭牌，西门子工业软件向船舶与海洋工 
程学院 

 
 
 
 
 
 
 

www.siemens.com/plm 

http://www.siemens.com/plm


 
 
 
 
 
 
 
 
 
 
 
 
 

 
 

 
授予了 PLM 软件。作为西门子工业软件在中 
国高校船舶专业领域建立的第一个联合实验 
室，其肩负着培养数字化造船人才、协同研 
发本地化造船软件和拓展产学研合作模式的 
艰巨任务。 

 
携手进行数字化造船科研 在中国船舶与海
洋工程专业高端人才培养领 域，华科大船
海学院学科特色鲜明，专业特 点突出。其
前身源于华中工学院造船系，于 

1959 年由我国海防部门委托华中工学院设置 
“潜艇设计与制造”专业。 

 
时任华中工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朱九思同 
志兼任首任系主任，是学院的创始人。在将 
近 60 年的办学过程中，船海学院在学科建 
设、基地建设、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等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二等奖及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内的众多科研成果。 

 
 
 

 

“ 基于西门子的 NX 软件，全三维的设计环境使得 
设计所见即所得，能在设计早期发现产品的功 
能和结构问题，避免后期的反复。” 
 
华中科技大学 

 
 
 
 
 
 
 
 
 

“ 西门子的 NX 和 Teamcenter 
软件，不仅建模和数据管理功 
能强大，而且具备开放的特点， 
基于此，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和 
模块定制化工作，更好地服务 
于本土化的船舶研发工作。” 

刘敬喜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刘敬喜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国内海工和船舶专业院校众多，西门子工业 
软件为什么选择华科大船海学院呢？ 

 
首先，华科大船海学院在水动力性能分析、 
舰船前沿设计理论和方法、工程结构力学性 
能分析和优化、舰船机电控制技术等领域有 
突出的优势，对数字化技术研发和应用有着 
十分强烈的渴求。其次，船海学院地处武汉、 
比邻长江，长期与武汉本地的两大船舶设计 
院所保持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关系，需要利用 
数字化技术辅助科研协作和实践教学，并辅 
助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这正是华科大船舶 
与海洋工程学院与西门子工业软件的合作基 
础。 

 
刘 敬 喜 教 授 表 示：“西 门 子 的 NX 和 
Teamcenter 软件，不仅建模和数据管理功 
能强大，而且具备开放的特点，基于此，可
以进行二次开发和模块定制化工作，更好地
服务于本土化的船舶研发工作。” 

 

从 2014 年 9 月开始，西门子工业软件的技 
术研发人员与华科大船海学院的教授们相互 
协作，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船舶行业定制化研 
发工作。华科大的教授基于我国海工和船舶 
设备的设计和建造特点，提出数字化研发的 
个性化需求，西门子工业软件的科研人员负 
责改进功能和优化软件。 

 
例如，船舶结构中需要特定形式的开孔，西 
门子的工程师就针对性地优化开孔功能。调 
整和优化后的西门子数字化船舶软件，更适 
于船海学院在教学中开展数字化实践，更贴 
合中国造船企业的流程特点和实际需求。 

 
据刘教授介绍，两年来，除了日常的大学本 
科专业课程外，在联合实验室通过了深度教 
学和培训的毕业生超过 60 名。他们基于 NX 
软件掌握了较为完整的船舶数字化研发技 
术，对全三维船舶设计环境非常熟悉，使其 
就业后可以快速融入造船企业的数字化工作 
流程。 

刘敬喜 教授
华中科技学 

 
 
 
 
 
 
 
 
 

“ 在采用西门子的 NX 软件之后， 
我们鼓励学生进行舾装设计， 
船体上附加的大量管线、楼梯、 
门窗等等在三维环境下变得直 
观，正所谓所见即所得，设计 
错误也大量减少，教学效果得 
到了明显的改善。” 

 

刘敬喜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提高设计效率，改进支持教学实践 与飞机、
汽车等产品一样，海工和船舶产品 的竞争
力同样体现在研发周期、成本、质量 和服
务等几个方面。在航空航天、汽车领域， 世
界知名制造厂商都在大力采用数字化技术 
改造企业。例如，美国某著名汽车公司应用 
数字化技术后，将新轿车的研发周期由原来 
的 48 个月缩短到 24 个月，碰撞试验的次数 
由几百次降低到几十次。 

 
相对而言，船舶制造的数字化应用比汽车、 
飞机制造业要落后很多。但是，船舶制造  
业的产品结构和配套更复杂，生产管理头  
绪更多，协作化 程 度更高，产品使用寿命 
更长。因而，采用数字化技术的迫切性和潜 
力也更大。 

 
华中科技大学 - 西门子工业软件数字化造船 
联合实验室的成立，让华科大船海学院的师 
生能够体验和实践船舶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 
字化，包括基于 NX 的数字化设计和仿真优 
化，以及基于 Teamcenter ® 的数据管理。 

实验室实训 
刘敬喜教授说：“船舶业很多还在延续传统  
的设计方法，包括二维审图和结构设计，效 
率低，设计错误和反复修改问题难以避免。 
而且，一些传统的船舶设计软件功能较为封 
闭，执行效率低，也影响了设计效率的提高。” 

 
刘教授继续说，“基于西门子的 NX 软件， 
全三维的设计环境使得设计所见即所得，能 
在设计早期发现产品的功能和结构问题，避 
免后期的反复。同时，对于大型、复杂船体 
结构的数字化建模，西门子软件的性能也有 
明显的改善，显著提高了设计效率。” 

 
刘敬喜教授讲了一个典型例子，“过去学生在 
毕业设计或课程设计中只进行简单的船舶线 
型设计和结构设计工作，不开展更为复杂的 
舾装设计。这是因为舾装设计工作较繁杂， 
采用传统设计方法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设计工作，更无法获得直观地感受。” 

 
 
 

“ 对于大型、复杂船体结构的数字化建模，西门 
子软件的性能也有明显的改善，显著提高了设 
计效率。” 
 

授 
 
刘敬喜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刘教授继续说道，“但是在采用西门子的 NX 
软件之后，我们鼓励学生进行舾装设计，船 
体上附加的大量管线、楼梯、门窗等等在三 
维环境下变得直观，正所谓所见即所得，设 
计错误也大量减少，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 

 
经过两年多的磨合，在联合实验室的推动下， 
华科大船海学院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大规模 
采用西门子的 NX 软件，从概念设计、方案 
设计到详细设计，学生掌握了三维设计技术 
的理论和方法，并尝试在结构设计中部分采 
用仿真分析技术。西门子数字化解决方案的 
引入，帮助华科大船海学院的教学在船体设 
计和建造、船舶舾装和造船模式等方面，都 
有了明显的进步。 

推动产学研深度协作 在世界造船工业中，
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 舰艇总段建造和模
块化生产技术蓬勃发展， 不仅涉及船舶设
计、制造技术的改变，更涉 及生产组织和
质量管理方法的转变。过去按 工种的串行
作业方式，转变为按总段和模块 的多工种
并行作业方式，大大缩短了建造周 期，使
得造船业发生革命性的发展。我国大 多数
造船厂的数字化起始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计算机 辅助工程（CAE）和计算机 
辅助制造（CAM）技术的应用，一些走在前 
沿的重点企业开始向全面数字化造船或虚拟 
造船等方向进发，致力于实现船舶产品的开 
发、设计、建造和验收于一体的全生命周期 
管理。 

 
 
 

  



 

 
解决方案 / 服务 

NX 
www.siemens.com/nx 

Teamcenter 

www.siemens.com/teamcenter 

 
客户的主营业务 华中科技大学
是一所公立男女 合校的科研
型大学。作为一所 国家重点
大学，华科大直属中 
国教育部。 
http://www.hust.edu.cn/ 

 
客户所在地 

中国 
湖北 
武汉 

 
 
 
 
 
 
 
 
 
 
 
 
 
 
 
 
 
 
 
 

Siemens PLM Software 
 

美洲 +1 314 264 8499 

由于企业自身的技术转化和研发应用能力有 
限，这一过程往往离不开深度的产学研合作。 
造船企业和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之间开展 
合作，企业提出技术需求，科 研院所或高  
等学校提供技术服务，促进科研成果的产 
业转化。华科大的船海学院 就长期与武汉 
本地的“船舶两所”开展产学研协作，并积 
极拓展跨地域的校企合作，华中科技大学  
-Siemens PLM Software 数字化造船联合实 
验室的建立实际也推动和促进了这种产学研 
协作的深化。 

 
刘敬喜教授表示，“2017 年，华科大船海学 
院计划申请建立湖北省船舶智能制造工程中 
心，并与厦门造船厂等企业开展深入的技术 
协作。在校企协作中，除了基于 NX 的船舶 
产 品 设 计 和 优 化 外，更 重 要 的 是 基 于 

Teamcenter 的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帮助 
企业实现完整的数字化造船流程。” 

 
对于未来联合实验室的发展规划，刘敬喜教 
授说：“一方面，我们将 继续利用西门子的 
系列工业软件辅助教学实践和科研工作；一 
方面，随着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深入，希望西 
门子能帮助华科大船海学院培训更多掌握数 
字化造船技术的师资力量，从而扩大教学的 
覆盖面；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在教学和科研 
工作中，除了现有的三维船舶设计，更多地 
引入 Teamcenter 数据管理的内容，甚至在 
西门子工业软件的帮助下，引入数字化造船 
Tecnomatix 方面的内容，这已经是当前产学 
研协作的迫切需要，也是面向未来数字化人 
才培养的重中之重”。 

欧洲 亚
太地区 

+44 (0) 1276 413200 
+852 2230 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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