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际上，我认为三维模型是整个
工作流（从在线销售、现场运营
到新的在线配置器）中极其重要
的部分。

- Matt Quigley
营销与设计经理
Con-for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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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可视化和在线产品配置促进可
持续发展

借助 Autodesk 三维建模和工程自动化解决方案，Con-form Group 能够
使其极具创意的模块化明装平台系统的销售额保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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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全新方法以解决常见工程问题

Con-form Group 致力于为澳大利亚市场提供轻型
明装平台系统，此系统可用于支撑、保护和隐藏大
型冷凝器、组合式空调装置和其他屋顶系统。

在许多商场和其他大型商业建筑项目中，需要将各
种机械工厂设备整合到屋顶设计中，该公司主要面
向此类项目中进行设计和施工的建筑师和工程师销
售其专利平台系统。

挑战：快速实现客户需求

在澳大利亚西部采矿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全国的
郊区开发正在崛起。商场、办公楼、高校和其他大
型建筑的数量创下新高。这对 Con-form Group 而
言可谓喜事一桩，该公司正在将一款真正独一无二
的产品推向市场，并以一种良性方式为相关行业带
来颠覆性变革。

Con-form Group 营销与设计经理 Matt Quigley 表
示：“通常，在建筑项目接近尾声时才设计 HVAC 
设备的支撑结构，而建筑师会在不考虑相关影响的
情况下快速设计这些结构，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他
们常常在一次性设计中使用笨重的钢材，这需要花
费数月时间进行安装。在商场等项目中，他们会更
改所需的承重柱数量，这会显著增加项目所需时间
和成本。”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Con-form Group 开发了一款
专利明装平台系统，此系统采用轻型铝材和增量模
块化方法，使系统能够更快、更轻松地进行指定和
安装。如今，在澳大利亚，该公司是此类极具创意
的平台系统的独家提供商。

Quigley 表示：“我们可以在两天内安装一个 200 
平方米的系统，而它可以承受 50 吨重量。我们的
产品不会穿透屋顶，因此可以显著降低渗漏风险并
避免结构意外损坏。正因如此，工程师和建筑师一
直选用我们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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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其产品日益流行，Con-form Group 
遇到了其他问题。其“老派”的设计技术不再能
够迎合客户需求或支撑公司快速发展。

解决方案：Autodesk 工具可缩短投标响
应时间并提高整体产品精度

Quigley 表示：“我们以前的系统模型不是完全
定义的或参数驱动的，因此，我们无法使用这些
模型生成 BOM 表。我们局限于使用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执行相关操作，其中会涉及非常复
杂的公式和宏。一旦出现任何错误，将很难修复。”

Con-form Group 选择使用 Inventor 软件更新其
方法。在过去数月里，该公司使用 Inventor 重
新构建了所有相关模型。流程相对简单，Quigley 
认为这一举措对整体业务增长至关重要。

Quigley 表示：“我认为这些三维模型是整个业
务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它们完全可以精确到最后
一颗螺钉，因此我们可以基于这些模型生成精确
的 BOM 表。此外，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些模型推
动在线配置器和电子商务解决方案。”

Configurator 360™ 是一种适用于 Inventor 软
件的相关服务，通过此服务，Con-form Group 
客户和销售团队可以在自定义品牌的 Web 环境
“Build + Quote App”中访问三维产品配置。

Quigley 表示：“现在，我们主要专注于自定义。
我们的产品已模块化，但我们需要为客户提供一
定程度的自定义，而不是将所有工作施加给工程
师。因此，我们选择使用 Configurator 360 开展
工作 - 节省工程师的时间并赢得更多业务。”

图片来源：Con-for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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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Con-form Group 销售团队达成更
多交易

Inventor 与 Configurator 360 的结合对 Con-
form Group 的业务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销售
团队响应客户请求的速度。

Quigley 表示：“如果我们要为客户开发新的系统，
我们的业务代表可以与客户接洽，快速呈现部件
模型并立即可视化整个系统。过去，这通常需要
花费数天时间且需要制作物理模型。但现在，客
户能够以图形方式向我们展示他们的预期并在会
议期间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点非常吸引人，可以
帮助我们更快地达成交易，为我们带来巨大优势。”

“在线产品配置器可以减少在客户、销售和工程
团队之间来回进行设计迭代的次数，从而显著节
省工程时间。现在，我们的销售团队可以更自主
地提供精确报价。”Con-form Group 运营经理 
Rick Cro 表示。

此外，业务代表在现场生成的模型已完全参数化，
因此销售团队不会推荐不可制造的产品。 

配置器中包含的所有三维模型都是在线存储的，
因此 Con-form Group 不必为软件更新或数据库
备份而担心。

Autodesk [ 和其他产品 ] 是 Autodesk, Inc. 和 / 或其子公司和 / 或其关联公司在美国和 / 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所有其他品牌名称、产品名称或者商标均属于其

各自的所有者。Autodesk 保留随时调整产品和服务、产品规格以及定价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同时 Autodesk 对于此文档中可能出现的文字印刷或图形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 2018 Autodesk, Inc. 保留所有权利 (All rights reserved)。

Autodesk [and other product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utodesk, Inc., and/or its subsidiaries and/or affiliates in the USA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brand names, product names, or trademarks belong to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Autodesk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product and services
offerings, and specifications and pricing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nd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ypographical or graphical errors that may appear in this
document. © 2016 Autodes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Quigley 表示：“配置器实际上是一种在线服务，
这对我们业务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我们的 ERP 
系统也将基于在线服务。最终，我们将实现全面
集成，使用模型创建 BOM 表、将其纳入 ERP 系
统并贯穿整个业务链。” 

根据需要灵活获取 BIM 内容

对于最终负责制定采购决策的建筑师和工程师而
言，如果使用 Inventor 创建三维模型，还可以消
除将建筑信息模型 (BIM) 创建工作外包所产生的
费用。现在，可以直接从 Configurator 360 提取
原生 Revit 格式的 BIM 模型。

Quigley 表示：“我们已通过 Configurator 360 
解决方案收到了许多报价请求。在过去数月里，
报价请求已超过 100 个。其中有两个已转变为非
常大的项目。客户非常喜欢整个过程。显然，在
线三维功能将成为我们业务发展的推动力。”

了解更多信息

要进一步了解 Autodesk 应用程序如何帮助众多
公司节省时间和成本，请访问  
autodesk.com.cn/inventor。

http://autodesk.com/inven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