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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市场定位

华天 PLM 市场主要定位在制造业中的离散型制造企业，尤其适用于汽车及零部件制造，

汽车模具制造,通用机械等民营企业为主。以山东总部为中心，市场全国布局，覆盖北方、

南方市场。以中低端规模企业为核心市场目标。逐步突破高端市场，大型装配型企业，军工

企业。同时往石化行业拓展，同时在医疗，服装等行业做营销探索，PLM 应用行业拓展是未

来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1.1.1 适用用户

INFORCENTER8.0 系统是新一代的 PLM 系统产品，主要适用于具有按订单或项目设计、

按订单装配或按订单制造、以 BOM 为核心的大批量重复或连续生产等生产模式的行业和企业，

如中小型、集团化或动态联盟的离散型制造业以及设计院所、科研单位，和机械制造行业的

工艺设计人员。

按企业规模市场细分 INFORCENTER8.0 可以适用于如下企业类型：

1) 小微企业：企业规模小，管理不规范，技术人员少、产品结构简单等特点；为小微

企业提供技术管理基础平台，集中管理小微企业技术资料，方便查阅、使用、协作。

 固化标准数据--预配置行业标准流程、数据模型、标准模板等

 安装即用 -- 免实施，免 IT维护

 易上手，智能导航，操作简单，免培训

2) 中小企业：发展规模相对大，正规企业管理体系，产品结构复杂，企业有完整研发

管理流程，提供标准的 PLM 解决方案，

 管理企业研发数据，研发流程。

 提供可配置，可扩展功能，构建企业研发业务管理模式

 支持多 CAD协同设计

 支持多级计划项目管控

 支持模块化变量配置\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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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中型企业：大型企业，集团化企业多事业部、多组织，多工厂的情况，提供分布

式部署，集团化管控的 PLM 解决方案

 建立统一集团管控机制

 建立和管理不同组织，不同工厂的数据模型

 提供集团多研发部门的协作管理

 提供集团异地分布式部署管理

1.2 核心理念

作为一个完整的 PLM 系统，InforCenter8 系列产品系统将在产品开发、制造过程规划等

领域，逐步涵盖到产品规划、方案策划、需求管理、概念设计、详细设计、工艺设计、试制

试验、生产管理、交付使用、维修维护、报废回收、再利用等方面，贯穿生命周期前期（BOL）、

生命周期中期（MOL）和生命周期后期（EOL）的各个阶段。

 InforCenter 8 系列产品核心定位：在产品数据管理及过程管理为主，以工艺管理、项目

管理为辅。

 InforCenter 8 系列的亮点：创新、智能、灵活、互联，具体要求：

— 创新方面：采用先进的研发管理理念，将企业研发体系管理成熟度分 5 个层级：规

范化、模块化、协同化、精益化、最优化；针对企业不同研发成熟度模型，提升层

次，支持层次不同，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建立产品创新互动社区;用户参与产品

创新活动，用户参与产品改进。建立支持产品创新的研发体系，产品各业务环节参

与产品创新活动，创新支撑，创新贯彻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 更智能：提供灵活、可自定义的统计报表和看板分析工具，构建 PLM 数据分

析中心，为决策提供依据。PLM 系统预制关键数据分析定义，项目健康指标，研发

质量指标，变更指标等。通过 PLM 数据中心不同数据分析视图，掌控研发技术管

理的问题和瓶颈，及时做优化调整，持续改进。

— 更灵活：产品性能指标在原有基础上结合新平台 B/S 架构，支持基于云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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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实现灵活部署、升级。且结合产品低层的组件化和原子化，结合相关业务模

型建模的优化，实现产品可靠、稳定的前提下，在响应时间、吞吐量、资源使用率、

点击数、并发用户等性能指标的实现大幅提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 更互联：产品信息的互联：产品数据结构化，元信息存储，确保系统数据之间

快速接入和抽取.产品生态互联：支持 PLM 虚拟数字产品与物理产品的互联，提供

互联工具，快速接入，实时获取设计、制造、运营数据，分析，优化完善产品质量。

支持移动端应用、支持 IPD 条码扫描，实现信息化数据的实物互联，进入物联网时

代。

2. 应用架构

2.1 InforCenter 8 系列产品系统技术架构

2.2 InforCenter 8 系列产品功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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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统硬件部署

3. 系统运行环境

3.1 硬件环境要求

 服务器端：

用户数量 CPU 内存 硬盘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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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及以下
8核（市场主流

intel 等）
16G

主流硬盘，做 raid5，

500G 以上
千兆

100-500 16 核 32G
主流硬盘，做 raid5，

1000G 以上
千兆

500-1000 32 核 32G
主流硬盘，做 raid5，

1000G 以上
千兆

 客户端：

CPU 4 核 2.66GHz 以上（Core

i5-750）
内存 8G 以上

硬盘 200 GB 以上 网卡 千兆网卡

显示器 17 寸以上（推荐 1027*768、1280*720、1280*900、1366*768）

3.2 软件环境要求

4. 系统技术特点

4.1 新一代 B/S 技术架构

1) 实现系统纯网页版浏览，支持查询、流程审批、图纸浏览、统计分析等管理者用户

相关说明 数量 配置参数

Web 服务器

系统版本：Centos 7.6

处理器 kc1.xlarge.4| 4 核 | 16GB

硬盘：40

带宽：5 Mbit/s

数据库服务器

系统版本：Centos 7.6

处理器 kc1.xlarge.4| 4 核 | 16GB

硬盘：40

带宽：5 Mbit/s

文件服务器

系统版本：Centos 7.6

处理器 kc1.xlarge.4| 4 核 | 16GB

硬盘：40

带宽：5 M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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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技术部门用户使用。客户端免安装，方便维护。

2) 网页版（B/S)+设计环境集成：

 继承网页版（B/S)基础功能集成；

 支持设计环境下的二维、三维设计软件的集成；

 实现相应的集成接口的安装方式及入口。

 实现二维、三维设计软件的双向集成解决方案。

3) 多站点部署架构

新一代平台架构下，平台底层支持数据库的分布式部署。

4.2 系统安全部署

1) 数据加密：对涉及安全的信息进行加密处理，实现数据库、系统用户、系统知识库

密文处理。

2) 数据备份：提供数据库和卷的备份机制

4.3 系统管理支撑

1) 系统配置:方便灵活的进行服务器、数据库和网络的参数设置。

2) 组织管理：管理组、角色、用户等信息

3) 规则权限：基于规则进行权限设置

4) 功能菜单权限：基于功能模块和菜单进行权限设置

5) 系统日志:记录系统运行日志等信息

4.4 灵活的业务建模

1) 对象建模：实现业务对象和对象关系建模

2) 业务规则设置：配置实现企业业务规则的设置

3) 系统选项设置：能够通过一些选项设置去更改系统的某些功能和特性

4.5 多渠道消息通信

1) 邮件：支持收发邮件

2) 订阅：支持用户关注对象的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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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知：支持对象相关操作的通知设置

4.6 可视化工具集成

1) 强大的轻量化浏览器：使用自主研发的 Sview 浏览器可以实现查看 SV、NX、PROE

等三维、二维轻量化模型。

2) PDF 轻量化浏览：PDF 轻量化浏览的方式

4.7 强大的查询构建器

1) 查询构建：根据实际业务需求灵活配置查询规则。

2) 查询：选择相应的查询规则查询出符合条件的对象

5. 产品功能(InforCenter8.0)

5.1 首页看板管理

首页展示看板管理通过列表和图例展示如下内容：我的任务、我创建的任务、我执行的

任务、我关注的任务、已完成的任务、我的邮件、我的流程、我的图文档、我的零件、我的

检出等对象列表，同时通过首页设置调整展示的内容和形式

登录系统后，首先直观展示用户工作看板，通过直观的图表展示出用户的工作进度，拉

动任务、流程的下一步操作，可以实现如下模块的看板展示：

1) 我的任务：关联任务管理模块，图表展示用户创建、执行、关注以及完成的任务状

态，采用不同的色彩展示任务的状态。

2) 我的流程：关联流程模块，列表展示需要审批的流程，快速链接进入；

3) 我的图文档：关联近期创建的图文档，快速打开图文档对象查看器，执行相关操作；

4) 我的零件：关联近期创建的零组件对象，通过零件列表直接进入零件对象查看器，

进行零件的相关操作；

5) 我的邮件：关联邮箱中的邮件,列表展示近期邮件，快速打开邮件；

通过看板，利用形象直观的柱状图和饼状图来展示任务统计结果和完成情况；用列表展

示系统内与用户正常工作相关的数据，便于用户直观的了解系统中的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

客户需求灵活定义工作看板的展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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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作空间管理

工作空间是企业数据的组织空间，更是协同工作的平台，作为用户最常用的工作环境，

通过统一的管理机制，展示、管理用户相关的零组件、图文档等等相关数据。提供了新建、

储存、编辑、查询、变更、导入等操作环境。工作空间中，通过触发对象管理器图标，进入

到各类对象的对象查看器，进一步查看工作空间中管理对象的属性、历史、变更、日志等详

细信息。

 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中现在提供了大量的文档，包括行业标准性的、管理类的、

设计参考类的，并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并且还区分了标准件库和产品系列；不管是

文档还是零部件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区分，便于用户的统一管理和有效的查询使用，

大大的方便了用户，提高了工作效率。



PDM 产品销售指导书

 个人空间：在个人空间中，通过文件夹的形式存储用户个人创建的产品及零组件、

图文档、变更及任务等业务对象，根据用户需要分类管理在 8.0 系统中执行的技术

工作。同时可以选择性的发起审批流程、修订产品、零组件及图文档以及其他编辑

工作。

5.3 图文档管理

解决企业中复杂的电子图纸、软件、文件、技术资料、相关标准、更改记录等数据的归

档、查询、共用、换版等控制问题，对图纸的创建、审批、归档、发布、回收、报废等生命

周期状态进行高效的管控，各种状态之间的转换通过审批流程的控制，自动保存审批记录、

变更记录以及旧版资料并实现自动关联，以保证资料的完整一致性，确保图纸资料的正确使

用。

集成主流设计 CAD 设计软件，包括产品二维图纸及三维模型的内嵌集成，实现属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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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及属性信息一致及共享。在 PLM 中统一组织、管理、使用和共享，通过权限管控保证数

据编辑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通过数据机密技术保证系统数据安全。同时，用户可以方便在系

统内查询借鉴产品数据，在产品研发过程中的历史数据的参考和借用；满足同步研发过程要

求，确保产品数据唯一性和在多处使用时的一致性。产品研发效率和产品研发质量将得到提

高。

采用公司自主研发 SVIEW 轻量化可视技术，实现系统内嵌浏览。方便产品查阅、浏览

及审批。

5.4 产品结构管理

通过产品结构管理产品设计中零部件及其附属的数据，伴随着产品的升级，不同时期变

化的产品结构清单，支持多样的产品结构组成，实现结构管理的核心理念；按照零部件之间

的装配关系形成产品结构的完整描述，提供结构管理器对产品结构进行编辑，

主要实现对产品结构进行展示、编辑的功能，主要包括，展示零部件结构、查看节点属

性，查看节点下级列表，通过对象查看器直观展示零部件属性、视图、文档可视化浏览、变

更、历史、引用、流程、权限、日志等信息。 支持添加下级件，移除结构节点，批量编辑，

刷新结构，编辑属性，通过复制、粘贴、剪切零部件的方式对产品结构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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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产品 BOM 版本规则及有效性管理、多视图管理，对产品结构的差异比较和统计

汇总实现产品 BOM 的业务管理。



PDM 产品销售指导书

5.5 变更管理

变更管理模块是变更对象的操作界面，针对问题报告、变更申请、变更通知三个对象的

新建、编辑、授权、流程、表单等操作。通过变更管理模块实现高效的工程变更管理，帮助

企业逐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产品设计知识库，通过有效的工程更改确保产品制造数据的完整

性、一致性和可追溯性，保证企业正常生产业务活动。

通过变更管理系统应用有效管理问题报告、变更申请、变更通知等的变更单对象；实现

符合闭环变更控制规范的完整变更流程和快捷变更流程；根据系统中产品与零组件的结构引

用与关联关系，辅助变更影响分析；图示化展示变更跟踪、对象变更历史查看、直观展示变

更统计及监控结果，支持变更历史追溯。方便多维度查询产品、部门及用户的变更情况，辅

助企业进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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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流程管理

工作流程管理是对工作流转的动态控制。用户可自定义图档入库、更改、审批等任务流

程模板，实现工作任务的动态流转。严格限制流转过程中的人员权限，实时跟踪工作任务流

向。系统提供流程活动过程的提醒、查询功能，方便对流程活动进行控制。

通过流程管理，可图示化跟踪流程执行情况，使用颜色标识流程任务的执行状态：支持

流程动态权限的自动授予及回收；根据用户业务，灵活配置生命周期状态、动态权限、审批

界面；支持生命周期状态转换；实现自动流程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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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编码管理

编码管理是定义编码方案的应用界面，通过该界面定义编码结构和码库，执行编辑基本

信息和码段和编码预览，码值查询等功能。根据企业编码体系，支持多种编码模式，支持数

字、字母、日期、字符、流水码等；编码调用个性灵活，支持树状编码器和链状编码器，支

持单个调用和批量调用；支持平行编码和复合编码等多种编码方法；编码体系维护便捷，支

持有编码方案复用及历史编码的导入； 编码方案与对象映射，支持关联调用；支持编码调

用权限设置。

5.8 分类管理

分类应用是将系统内的用户分类管理的应用界面，通过创建分类结构树，创建分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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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分类对象等操作，搭建系统内的分类知识库。全新分类结构模型，支持视图与权限管理；

直观展示企业分类应用知识库；多场景支持零件归类操作，方便灵活；方便快捷的属性查询

模式；直观、丰富的各类统计报表，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5.9 任务管理

在系统内创建、根据、提交、关注任务的应用界面。可以查看我创建的任务、我收到的

任务、我执行的任务、我关注的任务等各类任务内容及状态。

结合企业实际业务管理变更任务、项目任务及其他技术工作任务，合理组织任务输入物、

交付物及参考资料；通过交付物的任务权重跟踪任务完成情况；通过任务日历指导任务资源

分配，通过看板及统计功能直观展示任务执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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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统计中心

统计中心是通过内部配置过程，统计系统内零组件、图文档、流程等对象统计功能的应

用界面，通过下级列表和统计图表等方式进行展示。灵活配置统计对象及统计条件，支持权

限设置；灵活选择统计条件，支持多种统计图表展示。

5.11 邮箱

系统内的邮件管理模块，支持在工作空间、高级查询等模块中基于选中的对象创建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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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将对象作为附件发送给相关人员。

当进行发送邮件，发起流程，审批流程等需要进行通知的操作时，系统会发送即时系统

消息邮件给系统中的用户，方便及时处理工作任务，提高工作效率

5.12 收藏夹

展示及标记用户收藏操作的各类对象。在系统材料模块中收藏需要关注的对象；支持将

收藏对象按照类型管理，实现重点关注，多入口查看收藏夹中的对象，快速定位对象所在位

置。

5.13 高级查询

查询构建功能模块是配置各类对象查询的功能模块，通过各类条件配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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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配置查询和采用 SQL 自定义逻辑较复杂的查询类型；查询构建维护便捷，支持根查

询类型复用；查询类型灵活调用，支持对查询历史的调用；可同时查询多种对象；查询结果

列表个性化设置，查询展示个性化配置结果；实现查询构建调用权限设置。

5.14 最近访问

展示用户最近访问的对象，通过导航栏或快捷按钮查看最近访问的历史记录，可调整按

天、周、月、全部显示；支持将最近访问的对象在对象查看器中打开，连接到对象所在位置。

5.15 组织结构管理

组织结构模块是定义系统用户的组织结构的地方，通过新建编辑等操作定义系统内的组、

角色、用户及人员，搭建系统的组织结构树。通过用户、角色、组三层结构定义、维护用户，

按照实际行政组织结构关系进行组织，产品数据根据不同的组织可分别进行存放，便于数据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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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规则权限控制

规则权限是定义系统内对象操作权限、关系对象操作规则、新建操作权限规则，通过规

则条件、操作权限的创建编辑，定义出系统内所有对象的操作规则，和用户的操作权限。

5.17 日志管理

通过该模块记录和查询系统日志，用户根据场景操作，完成日志的查询和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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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价值

6.1 总体效果

当前 InforCenter8.X 系列新产品在承接老的 InforCenter6.5 产品的基础上，实现 C/S

架构到新产品 B/S 架构的转化。主要提升对通用制造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业务提供支持，

形成基础平台层、通用业务层、行业业务层，为企业打造一个技术架构上实现组件化、原子

化、支持应用服务器集群、集团化部署的系统挂了平台。通过一体化系统的实施有效管理企

业的工程数据，达到节省管理费用、稳定生产质量、缩短开发周期、降低设计费用的目的，

从而实现经营利益的最大化。

建立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的统一数据环境，电子化的产品协同开发流程，建立基于项目管

理的产品研发，建立按订单设计的快速产品开发，支持产品技术状态管理，实现快速产品维

修服务、需求管理以及异地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协同；助力企业实现精益研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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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的产品数据仓库：保证产品数据的一致性、唯一性 数据更准确

 严格的操作权限控制：保证产品数据的共享性、安全性 数据更安全

 规范的文档模板格式：保证知识资产的继承性、重用性 使用更方便

 优化的业务流程驱动：保证新老员工的协调性、高效率 工作更高效

 结构化工艺数据模式：保证数据源头的关联性、唯一性 数据更准确

 专业的工艺设计辅助：提升工艺设计的高效率、准确性 设计更高效

 协同的项目工作平台：保证项目管理的高效性、透明性 项目更高效

 流畅的技术数据传递：保证生产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 沟通更及时

 研发管理转向无纸化：保证数据源头的唯一性、有效性 管理更有效

7. 典型客户

8. 联系我们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2117 号铭盛大厦 15 层

邮编：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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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31－88872939

电话：0531－8346668

http:// www.hoteamsoft.com

E-mail：hoteamsoft@hoteamsoft.com

http://www.hoteamsoft.com/
mailto:E-mail：hoteamsoft@hoteam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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