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言出必行，
也因此使您实现承诺！

上海湃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7



© 2016   PISX 

智能互联产品

一个全联接的世界正在发生……

智能互联工厂

技术

竞争对手

合作伙伴和供应商

员工

商业模式

新事物不断出现…

成本压力

质量的期望

创新的需求

协作

合规、监管

越来越多的…

智能互联服务



致力于在产品设计、制造、服务领域，为制造业客户
提供集成高效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和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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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睿科技独特的行业地位确保您成功

独特的行业地位 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相伴变革旅程

理解
UNDERSTAND

提升
ADVANCE

卓越
OUTPERFORM

现状
TODAY

专注行业十数年

1 0 0 0 +家客户分布在各行业

与行业领导者合作

不忘初心、知行合一、以终为始

澎湃进取、睿智从容、以诚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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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 PLM

> 基于PTC公司PLM，ALM以及SLM软件，
湃睿科技Pi-RDM研发项目管理软件

> 全面的价值路线规划、成熟的实施方法

> 为制造业中大型客户提供全面的产品生命周
期管理解决方案

产品和服务

BU: aPDM

> 总结行业经验，进行业务封装，形成湃睿科
技自主品牌产品Pi-PDM

> 高科技电子、汽车零部件……

> 为中小型客户提供高可用产品数据管理解决
方案，具有低成本，快速实施，可扩展优势

BU: CAD

> 使命：帮助企业最短周期内，成功从以2D为
主的研发模式，平稳向MBD全3D数字化研
发先进模式转型，实现研制质量提升，研制
效率提高，研制成本降低

> 提供全面的规划咨询、培训、项目实施、二
次开发、维护支持等服务

基于商业套件的成熟业务

5



© 2016   PISX 

BU: CAE

> 基于ANSYS公司产品，提供产品咨询、培
训以及项目合作服务，全面涉足结构、流
体、电磁三大领域

> 日益普及的分析(CAE)和设计(CAD)整体解
决方案需求正在推动工程软件市场的发展，
高度重合的客户群，成为湃睿科技新的业务
增长点

产品和服务

BU: IoT

> 基于PTC公司IoT平台产品，和联接端厂商
合作，提供产品咨询、培训、合作开发服务

> 紧扣时代脉搏，积极投身于庞大而复杂的物
联网生态系统，跟踪掌握前沿思想及技术，
为迎接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物
联网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BU: DM(Digital MFG)

> 自主研发的三维工艺系统，涵盖设计/工艺一
体化、结构化工艺规程、可订制工艺属性、
MBD工艺信息、真实状态工序模型、三维化
工艺装备、工艺过程仿真、基于Web工艺结
果浏览等功能

> 提供基于Siemens MES及NX CAM的咨询和
实施服务

基于商业套件的新兴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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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ex Direct Modeler

> 基于SpaceClaim核心技术的直觉式3D 设计
软件，易学易用、跨数据平台、功能强大；
为设计人员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空间以轻松
表达最新的创意，可以更灵活和快捷地直接
创建和编辑模型而不用担心模型的来源，同
时可以为CAE分析、快速原型和制造提供简
化而准确的模型。

产品和服务

Zhima

> 围绕建设高黏性的产品社群目标，以砍掉不
必须要的中间环节为手段，将即时通讯系
统、客服系统、问答和论坛系统、缺陷闭环
管理系统、产品需求管理系统、知识管理系
统的功能进行剪裁、优化后重组为一个有机
的SaaS平台，并将用户访问的入口侧重点
置于移动智能终端。

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

Pidex Collaboration

> 基于云的工程文档管理系统，旨在为工程师
们提供一个简单易用，但功能强大的协同工
作环境，具有对CAD模型以及普通文档进行
存储、分享、查看、版本控制等功能

> 特别适合于多样化的协同生态环境，是通用
云存储工具以及昂贵PDM系统的替代品



© 2016   PISX 

产品和服务 – 云转型

Pidex in the Cloud Creo in the Cloud Pi-PLM Cloud Solution Pi-IoT Platform

SaaS部署的Pidex和Creo产品：

• 完全云端计算以及高性能的三维模型图像处理能力

• 云端部署环境完全可控

• 完全可定制的配置

• 与现场部署同样强大的功能

• 在任何有互联网连接的设备上都可以访问

转型到云PLM解决方案的最佳时机：

• 快速价值实现：经过验证的、闭环、企业级、面向物联网的PLM功能

• 世界级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

• 提供自助服务、专用、基于角色等APP，使企业内外协作更容易

• 更高的可伸缩性：活跃用户定价策略、无缝系统集成

• 无忧系统升级和更新，由PISX负责

Agile Engineering ServiceManufacturingDigital Engineering

Connect ExperienceCreateAnalyze

PLATFORMS

SOLUTIONS
Proven capabilities and services that solve specific business issues

Technology toolkit that shortens time-to-value for any IoT or A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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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家客户分布在各行业

汽车工业装备 高科技电子 航空航天和国防医疗设备

http://www.powerlinkworld.com/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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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规模持续健康发展

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58号院
富顿中心D座1707室
邮编：100022

电话：010-56297256

传真：010-58673201

山东办事处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经一路88号
明珠国际商务港2811室
邮编：250001

电话：0531-86099866

传真：0531-86099866

上海总部
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路851号1幢301室
邮编：200072

电话：021-56559988

传真：021-56559980

武汉研发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62号
光谷总部国际2号楼1712室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69985

传真：027-87569980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10188号
新豪方大厦七楼7H

邮编：518040 

电话：0755-26507091

传真：0755-26507092

PISX USA Inc.

800 Boylston St, 16th FL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邮编： 02199 

电话：+1-978-394-3027

传真：+1-978-929-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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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言出必行，也因此使您实现承诺！

We Deliver On Our Commitments So 

You Can Deliver On You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