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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市场什么压力会驱动产品设计？

目标：快 好目标：快、好

环境

产品是复杂的
工程计算

产品是复杂的

– 复杂的产品 … 

– 复杂的产品信息 … 结构

文
档

软件

人员是复杂的
电子

人员是复杂的

– 一个产品需要一个设计小组共同努力完成

– 设计小组有可能在各个地方 也有可能是外包设计– 设计小组有可能在各个地方、也有可能是外包设计

流程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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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更快、更好？

快快

人海战术、并行工程

最大程度利用原有的设计，进行变型设计

根据市场的需求，将产品按功能划分模块，实现基于模块配置的设计

好

一堆没有关系的零件建立的产品是数据

将零件的设计结果按照装配关系搭建的产品是有用的数据

在装配中体现了产品从总体到分系统到零部件的全部设计过程是知识



全面推进数字化设计的要点

完整数字化模型完整数字化模型

全数字化模型

智能模型

模块化重用

协同

Top-Down设计协同流程

结构/工艺协同

结构/电讯协同



MBD：Model Based Definition

从完全基于工程图到完全基于模型的这一逻辑发展的通用术语

2D图纸为主 – 3D模型不是交付物 可有可无

基于图纸

2D图纸为主 – 3D模型不是交付物，可有可无，
3D模型仅为参考，并不审核和受控

基于模型

2D图纸为主但会包括对应的3D模型 (3D模型
随2D图纸一同交付，模型也需经过审核和受控) 目前主

阶段

带有3D注释的3D CAD 模型为主 – 2D 图纸根据需
要生成

Model Based Definition(MBD)

带有3D注释的3D CAD 模型为主 企业级全面注释

Model Based Enterprise(MBE)
重点: CAD 数据

Requirements

带有3D注释的3D CAD 模型为主– 企业级全面注释
扩展重点: 所有的产品
信息

Work 
Instructions

Material Spec

General 
Notes

MBD是研发发展趋势
© 2009 PTC



智能模型：包含设计规则的模型

杆的设计，无需杆的设计，无需
编程，简单地配
置设计设计条件

特征创建 规则定义

© 2006 PTC



智能模型：智能装配

挑战挑战

冗长乏味的参数化装配过程

不能保证装配好的组件满组设计意图和工程
标准标准

方法

所使用的定位约束条件

– 配合、对齐、插入等

每个约束的参考

Pro/E Wildfire野火版中实施的解决方案实

装配感知（AssemblySense）

需要考虑当一个潜在的匹配组件被识别的规则

“这是 个1/ 20螺纹孔 只能插入1/ 20螺栓 ”– “这是一个1/4 –20螺纹孔，只能插入1/4–20螺栓。”

– “这个轴承需要插入一只表面光洁度小于5的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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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模型：智能工艺

挑战

针对制造能力而设计

保证有效的、经过证实的过程的重复利
用用

过程和交付项目自动化

方法方法

注解特征中的制造模板

合并设计几何图形和已经证实的制造工–合并设计几何图形和已经证实的制造工
艺信息

–大大提高制造工艺规划的自动化

用于工艺优化的制造工艺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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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模型

以往……

在模型中定位一个孔产生一个精确
的几何图形

Pro/ENGINEER Wildfire野火版Pro/ENGINEER Wildfire野火版

在模型中定位一个孔产生……

–精确的设计几何图形

–固定的或灵活的部件放置指令和逻辑

–文本与符号注解

–经过校验的制造工艺信息校 制 信

© 2006 PTC10



智能模型 :通过设计将制造过程自动化avi

第1步. 设计和制造判别通常创建的几何图形和
已经证实的过程已经证实的过程

给设计几何图形附加已经证实的制造过程
（XML模板）

将几何图形和制造过程合并入标准数据库

第2步. 设计工程师使用包含制造智能信息的特
征构建设计几何图形征构建设计几何图形

第3步. 制造工程师从3D设计模型中自动提取
已经证实的过程

自动创建工步

–基于规则的筛选和排序

“相似” 刀路轨迹自动（用户可以定制）分组– 相似 刀路轨迹自动（用户可以定制）分组

–模仿现有工艺（工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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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重用：借用零件COP

模块 AA模块 AE 可配置选项
模块 BA模块 BE

可配置选项

模块

模块 AA模块 AE 可配置选项

机型B
模块 BB

机型A
模块 AB

受控受控的接口的接口

机型B

接口模模块 BD

受控受控的接口的接口

接口模
块 AC

模块 AD

接 模
块 BC

模块 BD

模块 C

模块 C

模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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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重用：借用

借用零件 Carry Over Parts借用零件 Carry Over Parts
零件的直接重复利用通常被称为“借用零件COP”。“借用零件COP”就是一个可
以在多个产品系列内部或者之间重复利用的实物零件。汽车工业中的典型例子包
括车门把手 后视镜和车窗按钮括车门把手、后视镜和车窗按钮。

借用概念 Carry Over Concepts
从某种抽象程度上来看待一些特定模块 就会清楚地看出 有一些设计概念的关从某种抽象程度上来看待 些特定模块，就会清楚地看出，有 些设计概念的关
键特性始终被重复利用，或者说“借用”，这种情况与重复利用实物部件的情况
恰好相对。因此，“借用概念（COC）”采纳了“借用零件（COP）”的思路，
并将其运用于设计过程。



全相关非参数化 借用概念参数化

模块化重用：参数化和相关性
计

输入 ?∅ D1

∅ D2
D1=D2

初
始

设
计

输出

∅ D2

重做 修改 适应 重用

输入

计
重

复
x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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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重用：借用

Design Intent:g
Always connect areas
of the same colour



借用概念Carry Over Concepts :有关重用的论述

但如果从某种抽象程度上来看待一些特定模但如果从某种抽象程度上来看待 些特定模
块（如车门、车身侧面外板件等），就会清
楚地看出，有一些设计概念的关键特性始终
被重复利用，或者说“借用”，这种情况与
重复利用实物部件的情况恰好相对 因此重复利用实物部件的情况恰好相对。因此，
“借用概念（COC）”采纳了“借用零件
（COP）”的思路，并将其运用于设计过
程。

概念的重用

虽然重用实体零件的能力很有限，但他们
的设计理念确实会多次重用的设计理念确实会多次重用。

进一步分析这种概念重用并调整设计过程
和工具以支持这些方法，意义重大。

使用Pro/E Wildfire 野火版 我们就有了使使用Pro/E Wildfire 野火版，我们就有了使
用、支持和管理这些新技术和过程的工具。

PTC的借用概念是非常灵活的，它能够允
许从一组原本适用于一辆代步车（People

一扇门是一扇
门是一扇门…

© 2006 PTC16

许从 组原本适用于 辆代步车（People 
Carrier）的数据中，获取一组适用于舱背
式车型的车身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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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Down设计协同流程

大型、复杂产品的并行设计大型、复杂产品的并行设计

提供Top-Down设计方法

实现产品总体和分系统的并实现产 体和分系统的并
行设计

自动传递设计条件



设计/工艺协同

设计和工艺一体化设计 体化

装配工艺

– 建立三维装配过程

• 定义装配过程

• 添加安装工具和辅助内容

• 设定和统计安装时间和成本

– 建立装配工艺卡

直接将工艺过程通过WEB方式发布– 直接将工艺过程通过WEB方式发布

制造工艺

– 提供由设计模型演变为工艺模型的方法

– 工艺人员在工艺模型上定义工艺特征，不会影响设艺人员在 艺模型 定义 艺特征，不会影响设
计模型

• 将设计模型上的公差引入到工艺模型中

• 添加必要的工艺特征



结构/电讯协同

定义定义

产品开发设计流程中的机械，电子，软件的集成.

机电一体化产品开发的问题点机电 体化产品开发的问题点

设计数据分散在整个公司及价值链上

机械，电子，软件多学科的同步进行

在多个领域里管理变更和相互依赖关系

难于管理动态变化的软件开发过程

地理上分散的设计 测试 制造团队地理上分散的设计，测试，制造团队

询问询问

在同步mcad和ecad的设计时，你遇到问题了吗？



ECAD – MCAD Design Baseline / Sync Board Outline Change Proposal

ECAD Driven Change Proposal MCAD Driven Change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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