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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杭州伯勒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1.1 公司介绍
杭州伯勒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是致力于计算机辅助工程领域的专业公司。拥
有一支高级技术人才和业务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在计算机辅助工程技术发展的
前沿，正以饱满的热情，不断创新、专研的精神，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技术
服务。
公司致力于能源、动力、环保、科研、制造等应用行业。是客户值得信赖的
专业软件产品和技术服务提供商，为用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并坚持依靠优质的服
务来不断满足用户的需求，让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并不断超越用户的期望，获
取更多用户的信任和支持。
公司致力于为行业提供完整的设计领域数字化和管理领域信息化解决方案。
立志做强、做专、做细，以行业技术进步和技术领先为己任，满足行业快速增长
的技术和服务需求。
公司及产品历史：
2008 年 12 月，开始开发伯勒热风炉设计计算软件 B-HBDs；
2008 年 11 月，与 Bentley、ANSYS、AECSoft 等公司确立代理伙伴关系；
2008 年 3 月，成立杭州伯勒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全面开始锅炉行业工程软
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
2007 年 1 月，开始开发伯勒锅炉行业焊接工程管理软件 B-WPMs；
2006 年 12 月，开始开发伯勒锅炉设计专家软件 B-BDEs；
2004 年 5 月，开始开发伯勒锅炉性能设计计算软件 B-BPDs；
2003 年 9 月，开始开发伯勒锅炉与压力容器产品质量管理软件 B-PQMs
2002 年 3 月，开始开发伯勒企业核心业务管理软件 B-BDMs；
1999 年 10 月，开始开发伯勒工业锅炉设计计算软件 B-B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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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软件产品
自主研发的软件产品










代理软件

伯勒工业锅炉设计计算软件包
B-BDCs
伯勒锅炉性能设计计算软件
B-BPDs
伯勒锅炉设计专家软件 B-BDEs
伯勒企业核心业务管理软件
B-BDMs
伯勒锅炉与压力容器产品质量管
理软件 B-BQMs
锅炉行业焊接工程管理软件
B-WPMs
伯勒热风炉设计计算软件 B-HBDs
辅助计算工具 B-Tools
……










电厂热平衡设计软件 Thermoflow
钢结构设计计算 STAAD/CHINA
管道应力分析 AutoPIPE
结构应力设计计算 ANSYS
结构疲劳寿命分析 Fe-Safe
燃烧及流动场分析 Fluent/CFX
三维工厂设计 Bentley PSDS
ASME 软件
 压力容器整体分析设计 COADE PVelite
 压力容器零件分析设计 CodeCalc
 有限元压力容器分析设计软件 FEPIPE
 工程内容管理 Bentley ProjectWise
 ……

1.3 咨询服务
杭州伯勒公司拥有多名锅炉行业的资深专家、技术顾问和专业的工程技术团
队，具有丰富的锅炉设计、应力分析、流场、疲劳等方面的经验，具备技术咨询、
服务的能力。
性能计算









热力计算
烟风阻力计算
受压元件强度计算
汽水阻力计算
水循环计算
金属管壁温度计算
安全阀排放量计算
表面式减温器计算

高级计算或分析










工程服务





产品方案设计及咨询
产品详细设计及转让
产品测试及优化设计
……

设计建模及效果图

钢结构设计计算
结构应力设计计算
管道应力分析计算
结构疲劳寿命分析
燃烧模拟分析
通道流动场分析
管网流动分析
……










三维工厂（锅炉）设计
三维装配干涉检查
复杂结构空间放样
三维管道、支吊架设计
三维钢结构设计
三维模型动态浏览
……

行业管理咨询






企业核心业务管理系统
锅炉行业焊接工程管理系统
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系统
工程内容管理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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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随着企业信息管理的日益丰富，工艺数据的不完善将明显影响到企业信息管
理系统的完整性。焊接作为锅炉工艺设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工艺信息化、资
源共享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焊接工艺管理系统目的在于提高焊接工艺设计的效率，缩短焊接工艺准备周
期，促进工艺设计和工艺管理的标准化工作，将最终的焊接工艺文件快速服务与
生产部门、质量部门等相关单位，并且为 CAPP、企业业务管理等系统提供基础
的工艺数据。
目前许多企业中的工艺评定报告和高于工艺评定报告一倍甚至几倍的焊接
工艺规程、热处理卡等重复编制、遗漏等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不进行计算机管理，
不仅难以解决重复问题，而且新的重复仍不可避免，规程数量也增长迅速，给查
询、编制和管理带来不便，伯勒焊接工艺管理系统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B-WPMs 包括的主要技术标准有：
 《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劳部发 [1996] 276 号
 《热水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劳锅字 [1991] 8 号
 《钢制压力容器焊接工艺评定 JB4708-2000》[2000]国机管 401 号
 《钢制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JB4708-2000》[2000]国机管 401 号
 《钢制压力容器产品焊接试板的力学性能检验 JB4708-2000》[2000]国机
管 401 号
 《ASME 锅炉及压力容器国际性规范Ⅸ焊接和钎接评定标准》2004 版

3．系统主要功能模块
本系统主要实现了下面的一些功能模块：
 焊接工艺评定任务书的输入与输出（ASME、JB4708-2000、锅规）
 焊接工艺评定报告的输入与输出（ASME、JB4708-2000、锅规）
 焊接工艺规程（作业指导书）的输入与输出（ASME、JB4708-2000、锅
规）
 焊接工艺评定判定（JB4708-2000、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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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接热处理卡的输入输出（（ASME、JB4708-2000、锅规））
 焊接基础数据库
 各类焊接辅助计算工具
 焊工档案管理、培训考试和考试工艺卡输入输出
 信息和文档管理

3.1 焊接工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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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PMs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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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P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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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工艺卡

3.2 焊工信息管理
1． 焊工档案管理
2． 焊工培训考试题库
3． 焊工考试工艺卡

3.3 基础库
 焊接 CTT 图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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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询常用钢材的组织图和性能图。


焊接材料样本
焊条、焊丝的化学成份、机械性能、使用条件和要求及生产厂家咨询。



钢材化学成分及机械性能
国内外常用钢材的力学性能及化学成分，记录 2000 份，开放式系统，

可以扩充和修改。


国内外钢材牌号对照
不同国内外标准的钢材牌号对照查询，400 多记录，开放式系统。



焊接标准库
可查询有关的焊接行业标准。



厂家信息

3.4 焊接辅助工具
 碳当量计算
 T8/5 计算
 热裂纹预测
 再热裂纹敏感性
 最低预热温度
 PCM 碳当量计算
 接头强度计算

3.5 信息及文档管理模块
 信息管理
系统用户之间信息（附件）的传递。
 文档管理
共享文档的分类管理（上传、下载）。

3.6 系统管理
 用户管理
 权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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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设置

4.技术特点
本系统与同类产品相比，更体现锅炉工艺设计、制造企业特色，同时结合企
业的具体要求等，体现“量身定做”。
全中文、窗口化的工作环境，界面友好，设计严谨，易学易用。
采用面向对象技术和三层（客户层、应用层和数据库服务层）
（B/S）体系结
构，利用 JSP 和 Java 作为平台开发语言，采用 J2EE 平台，后台采用流行关系型
数据库，从而保证了整个系统的先进性、稳定性、安全性、扩展性和易维护性。
实现了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工艺规程、热处理卡、焊工信息、基础信息库等
的在线编制、查询、浏览、打印和删除等基本功能，使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在 Internet
或 Intranet 上得以共享。

5.系统运行环境及适用范围
 系统运行环境：
硬件环境：目前普通的微机系统，内存 256MB 以上，占用硬盘容量 50MB，
对硬件无其它特殊要求；
软件环境：Windows 2000/2003/XP 等中文版操作系统，IE5.0 及以上浏览
器；
 适用范围：
本系统适用于各类大中小型锅炉及压力容器生产企业。

6.在线试用
焊接工程管理系统试用网址：http://www.bolewpms.cn/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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