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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大、高效的 3D 设计

3D CAD 的核心是一种用于制造过程的方方面面的 3D 主模型：产品设计和仿真、工程制图、
工具设计、数控刀具编程和检查。3D 模型必须准确展示贵公司的产品的每一部分及其之间的
关系。要最大程度提高效率，设计人员应该能够在不影响设计质量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 3D 
设计的步骤。

评估 CAD 软件时，请了解每个打包解决方案在创造贵公司制造的产品类型时具有何种效率。
例如，如果贵公司生产钣金零件，请注意用于为它们建模并自动生成平板型式的专用辅助工
具。如果贵公司设计时尚型产品，应着眼于用于创建自由曲面以及曲率连续的混合面的工
具。机械设计人员应弄清楚他们可以如何轻松地从库中装配大量零件和插入外购零件，如紧
固件和电气零部件。

由于难免会进行更改，因此请评估修改零件和装配体的难度。如果一个 CAD 系统在完成贵
公司的设计时能减少 20% 的步骤，那么相对于效率较低的系统而言，它将带来重要的成本
优势。3D CAD 系统需要兼具出色的技术功能和合理的拥有成本，才能带来最大的价值。

概述
在各种制造业中，3D CAD 软件已经成为用于设计产品、工具和制造设备的公认
媒介。在流程工业中，3D 系统越来越多地用于设计工厂和生产系统。3D 打印技
术的爆发将越来越多的新设计人员带到了 3D CAD 软件市场中。

虽然某些任务将始终在 2D CAD 中完成，3D CAD 软件的首次购买者数量仍在
继续增长。其中部分买家是新接触 CAD 的用户，其他人则是经验丰富的 CAD 用
户和年轻的工程经理，他们从未参与过 3D CAD 挑选过程。本白皮书的目的是帮
助 3D CAD 购买者确定对于他们和他们的组织至关重要的功能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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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扩展型企业中的信息流

在当今世界，少有制造商是纵向集成。大多数制造商都依靠供应商组成的全球社区来供应零
件、工具、子系统、生产设备和设计。不论贵公司是供应商还是客户，或者两者兼具，它都
可以通过与其他企业共享 3D CAD 模型获益。

如果可能，请选择一种在您的行业和供应商社区中流行的 CAD 系统。这样选择的话，就无需
在不同系统之间转换文件。转换需要时间，并且可能会导致错误。

还要审视每个系统从其他系统导入文件的能力，确保您的  CAD 系统支持诸如  STEP、 
IGES、VDA 和 IDF 之类的国际标准。评估工具在修复导入的形状发生的损坏方面的能力。这
些工具的易用性如何？  它们的效果如何？ 如果贵公司必须转换来自多个品牌的 CAD 系统的
很多文件，请检查每个 CAD 系统随附的直接转换程序，以及专门开发转换软件的第三方提供
的直接转换程序。

在评估数据共享时，不要仅仅评估文件交换能力。基于共享 Internet 主机的系统使设计人员
能够与客户实时协作，以便探讨各种备选办法并快速确定良好的解决方案。

相比交互性地重制数据所需付出的代价，与客户或供应商共享 CAD 数据可以节省数千小时
和数周的计划时间。如果能够以 3D 方式在产品和流程方面进行协作，那么不但可以节省成
本，而且有助于交付更好的产品。

工作流程：在 WEB 上自动进行设计

1 将 SOLIDWORKS 文件保存为 DriveWorks 3D 格式

3 在 DriveWorks Administrator 中，构建界面（表单）
和规则以指定您的模型将会如何改变

4 在您的网站中嵌入表单并在浏览器中进行配置 5 可在浏览器中在线操作新的变型设计

2  在 DriveWorks 3D Workshop 中打开要捕获的 
DriveWorks 3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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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满足您在今天和未来的标准的制图工具

即使您将采用 3D 方式进行设计，您的供应商和工厂工人也可能需要图纸。清晰的图纸显示
了 3D 模型中未明显呈现的信息：关键尺寸和公差、材料和表面粗糙度规格以及关于处理的
注释，例如固化或热处理。确保您购买的任何 3D CAD 系统都可以制作出符合您现行的尺
寸、公差、注记和零件清单标准的工程图。还要确保您的工程图可以导出为常用格式，如 
PDF、DXF 和 DWG。

但 3D CAD 正在改变我们所了解的图纸。领先的制造商都采用带注释的 3D 模型，这种模型
无需单独的文档即可表达图纸上存在的信息。这种所谓的“基于模型的定义”可节省工程制
图时间，简化产品数据管理，以及允许自动化制造和检查系统直接从 3D 模型读取尺寸和公
差，这有助于规避错误。

4. 将您的设计从概念带到制造的工具

只有交付实际产品后，设计才能带来收益。寻找某种 3D CAD 软件，它带有丰富的应用程
序，不仅可以缩短设计时间，还可以缩短测试、加工、成本估算和检查时间。

一些公司从事于设计供客户订购的系统，它们可以通过强大的软件受益，这种软件可以自动
生成零件和装配体来自动响应客户的规格要求。此类工具可以是通用软件（如配置软件），
也可以是针对设计特定产品（如模具装配体或压印模）进行优化的特殊工具。

由于物理测试昂贵且缓慢，您应该通过仿真物理行为（如运动学、动力学、应力、变形、振
动、温度或液流）来寻求减少物理测试的数量。寻找一种已将分析工具或高效接口集成到您
的首选仿真软件中的系统。

用于设计电气布线的软件有助于减少错误并确保机械正确接线。成本估算软件允许设计人员
通过及早修订设计（而不是等待估算师告知他们已超过预算）来满足成本目标。检查软件可
以减少在交付时检查零件所需的文档准备时间。

为贵公司的业务选择正确的插件应用程序可以减少将产品推向市场所需的时间。为确保您拥
有最佳的工具，请选择提供了广泛解决方案选择的 CAD 平台。它应该具有广泛且久经验证的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良好的 API 会降低第三方将特种应用程序与您的 CAD 系统相集成
所耗费的成本。它们让您自己的编程人员可以根据您使用 CAD 模型的方式来编写软件。

S O L ID W O RK S C o n ce p t u a l 

Designer 使工程师能够与客户

及供应商开展协作，而无需导

出文件或失去文件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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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帮助管理数据

拥有较多设计人员的组织可通过与其 CAD 工具集成的产品数据管理 (PDM) 软件获益。由于 
3D 系统中各文件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因此有必要用一个自动化的系统来存储并组织它们。
如果没有 PDM，设计人员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覆盖他人的工作，重新创造已设计的零
件，以及向生产商发送错误的修订级别。这些类型的错误合在一起，每年可能会浪费数百小
时的工作以及因缺陷零件浪费数千美元的成本。

PDM 系统不仅仅用于存储和整理文件。它们也可帮助设计人员查找现有的零件以重复使用
零件（而不是重新创造），生成材料列表以进行成本估算，以及将数据馈送到制造资源计划 
(MRP) 系统。更加高级的 PDM 软件可以自动完成变更控制过程，从而确保不会向工厂或供
应商发送已过时或未发布的信息。

6. 可保护您的投资的创新性研发

计算技术在不断变化。如果您的 CAD 供应商无法利用这种演变，那么几年之后，您将发现
贵组织拥有的是一个过时且维护成本高昂的 CAD 系统。应从如下供应商处购买系统：作为制
造行业引领者的地位经过证实、有案可查，而且拥有规模庞大并掌握先进技术的研发团队。

SOLIDWORKS Inspection 软件

可优化和自动执行检查图纸和

报告的创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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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舒适的业务关系

无论您是否相信，CAD 软件买家与其客户之间最大的一些矛盾来源于相互关系的非技术业务
因素。就像有些航空公司针对托运行李、改签、饮料和毯子额外收费会惹怒客户一样，有些 
CAD 供应商会针对大多数客户都需要的软件和服务收取隐性费用。

为避免恶化以及降低成本，请寻找那些提供了可直接满足您需求的软件包的供应商。查看允
许并非在全部工作时间都需要 CAD 的设计师共用许可证的浮动许可证条款。还要确保您最好
的设计师在工作时以及在家时都能不受干扰地使用软件。

8. 学习曲线较短

采用 3D 方法需要培训和经验。因此，要选择一个易于学习且功能强大的系统。应寻找这样
的系统：整个系统中的用户界面都保持一致。确保设计和制造的步骤顺序自始至终都符合逻
辑。有些系统藏有障碍，会使设计人员在完成一项任务的过程中半途而废，不得不重新从头
开始。

开发您自己的培训材料的成本非常昂贵。所选的系统应具有内置的教程、一系列丰富且可通
过计算机使用的培训辅助材料，以及人气旺盛的在线社区，供工作人员提问并获得解答。这
种系统还应该在当地的学校和大学中有相应的教授课程，这样您便可以雇用可以立即上手工
作的学生。

9. 可以为您提供帮助的经销商

与您的 CAD 软件经销商之间的成功关系始于销售。从具有合适的技能和经验、可以帮助您成
功将 3D 设计与制造进行集成的经销商处购买产品。查明潜在经销商已经为多少 3D 客户提供
培训和支持。了解是否提供高质量的培训班。该经销商是否为能自行实施此方法的用户群体
提供支持？ 该经销商是否提供持续的培训课程来帮助您改进设计和制造流程？

在购买之前，要求获取技术工作人员的简历并进行面试。向推荐客户询问该经销商的技术人
员是否能够解决棘手的问题。采用新 CAD 软件的效果到底是代价高昂，还是能够推动实现您
在当前和未来的业务目标，其中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提供了良好的本地支持。

SOLIDWORKS Electrical 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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