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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設計工具滋生的複雜難題 
如今，工程師的工作十分棘手。他們每天都陷入進退兩難的境 
地。他們必須在設計發佈和產品推出或裝運過程中遵循緊張的工
期並實現里程碑目標；必須開發滿足高技術含量要求的設計解決
方案；必須將整個公司範圍內各種不同的回饋融合至設計中；必
須反覆運算和探索各種不同的選項，並深入研究整個行業動態，
瞭解每個限制條件如何受變化影響。 

而所有這些要求還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沒有商量的餘
地。這就是工程設計。 

為了盡善盡美地做好本職工作，現代工程師採用了許多數位工具
來加速並自動執行這些任務。電腦輔助設計(CAD)  軟體支援工程師
快速探索三維幾何圖形的選項，並以虛擬方式為設計的外形和尺
寸建立樣機。電腦輔助工程(CAE)  軟體使工程師能夠在工程物理學
環境中檢查設計的性能。試算表、文檔和演示文稿應用程式有助
於創建產品和流程文檔以及演示文稿。當然還有電子郵件，工程
師總是使用電子郵件與內外部利益相關方交換關鍵資訊。所有這
些數位工具不僅功能強大，而且十分有益。 

毫無疑問，它們幫助工程師完成了上述所有工作，確實非常有
用。 

但有一個問題。 

這些數位工具生成的海量檔令人眼花繚亂，而且檔數量將隨著開
發週期的推進急劇增加。此外，所有這些數字檔均已實現互聯。
使用試算表管理的 BOM 表反映了 CAD 模型的某一特定版本。對
需求管理試算表執行的特定反覆運算，取決於對特定 CAE 模型進
行的驗證和確認。結果導致關係網變得錯綜複雜且非常難以管
理。但是，工程師過去必須手動管理這些檔，以及這一錯綜複雜
的相互關係網。 

 

 

由於工程師的時間往往非常緊張，因此要求他們手動管理數字
文檔而浪費的時間通常令人難以置信。 

幸運的是，工程師擁有多種選項。工程師可以採用多種不同的方
式管理這些數位文檔，每種方式各有其優缺點。不過，哪一種方
式最適合工程師？哪種方式節省的時間最多並且可以最大程度提
高工程師的效率，使他們重新回到自己最擅長的領域-“設計”？ 

本電子書將為您解答這一問題。本書詳細闡述了工程師為何以
及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保護好自己的時間。此外，本書深入
淺出地闡述管理工程構件的不同解決方案，並描述了各種解決
方案的優缺點。最後，本書還針對工程師將來如何以最佳方式
管理數位構件提出了可行建議。 

許多工程師認為，手動管理所有這些數字構件本就是工作的組成
部分。其實不然。這純粹是在浪費工程師的時間。本電子書介紹
了如何節省工程師的寶貴時間，讓他們重新回到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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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的時間總是異常緊張 
技術在幫助工程師設計產品的過程中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如
今，一些新的驅動因素促使工程師必須改變其設計角色。現在，他
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望擁有幫助（而不是阻礙）完成工作的
高科技技術。 

 

時間總是不夠 
 

  

如今的工程師就像旋轉不停的陀螺一樣，不得片刻停歇。他們往往
身兼數職，匆匆穿梭於生產車間、供應商的辦公室和會議室，當然
最後還要回到各自的辦公桌前。此外，工程師還必須在短時間內找
到一種最佳或者起碼是可行的產品設計。隨著開發時間變得越來越
緊迫，他們似乎經常面臨著迫在眉睫的關鍵設計審查。工程師總在
爭分奪秒地與時間賽跑。 

 

全面考慮所有因素 
 

  

為了趕上競爭對手，製造商必須集成一輪又一輪的最新技術，否則
將會落後於他人。因此，工程師必須與各利基領域的主題專家開展
協作。 

光是找到滿足外形、尺寸和功能規範的設計還遠遠不夠，工程師還
需要考慮更多因素。如今的產品存在著許多影響設計解決方案的重
要運營約束和業務約束。因此，工程師需要從越來越多的利益相 
關方處獲得回饋，其中包括來自採購部門、供應商、製造部門、客
戶、服務部門等的人員。 

 

 
設計活動日趨分散 

 
  

遺憾的是，與這一系列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設計，這並不像從大
廳走到另一員工的小隔間那樣簡單方便。工程師和其他技術專家
很有可能在樓下辦公區的另一側。供應商、服務規劃員或製造工
程師也有可能相隔甚遠。這就是當今產品開發領域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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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程設計的影響 

最終，這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為開發新產品的工程師帶來了嚴峻
的挑戰。幸運的是，工程師可以借助高科技技術強有力地反擊這
些問題。他們可以採取兩種類型的活動： 

1. 工程師必須探索和反覆運算潛在的設計解決方案。他們開
始改用數位技術闡述這些設計的定義。這些定義提供了明
確的描述，可以充當協作中心。 

2. 工程師需要根據外形、結構、功能、成本以及其他運營約
束評估這些設計如何運行。他們利用數位技術以虛擬方式
構建設計原型。通過這些評估，工程師首次即可成功完成
樣機和測試流程，為自身及其組織節省時間和資金。 

儘管這些工具帶來了巨大的優勢，但也讓工程師面臨一些嚴重
的問題： 

 

問題 1：數字構件的數量 
 

  

現代設計技術帶來的一個重要問題不言而喻：海量數字文檔讓人
窒息。對於 CAD 模型，每個零件、部件和工程圖都是一個單獨的
檔。對於每次模擬，始終會有對應的模型、結果集以及報告文
檔，每次運行均會生成數十個（如果不是數百個）檔。此外， 
每次保存的反覆運算都是一個新檔。即便最簡單的設計，也有可
能在一兩周之內生成數百甚至數千個文件。 

在這種情況下，工程師如何跟蹤和管理這些數字文檔的最新版
本？此外，如果他們探索幾種不同的備選設計解決方案，應如
何準確掌握檔的位置？ 

兩種類型的數位文檔 
   
工程師在開發流程中使用兩組數位文檔。一組用於定義產
品，另一組用於提供產品評估輔助工具。 

定義設計解決方案的數位文檔包括零件、部件和工程圖、材
 

而評估設計解決方案的數位文檔則包括含計算、模擬模型和
關聯結果，以及標準引用或需求定義和分配的試算表。此
外，它還有可能包括測試和樣機流程生成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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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數字構件中的關係 
 

  

另一問題在於：許多數字構件相互關聯。特定的模擬模型源於特
定的 CAD 模型。包含各種計算的試算表可能僅與某一規格文檔相互
關聯。當數字構件積累到成百上千個時，跟蹤其相互關係就變得
異常困難。 

在這些情況下，工程師如何知道系統是使用哪次反覆運算的 CAD 模
型來生成一組特定的模擬結果？收到有關設計維修的回饋時，工
程師如何知道哪次反覆運算的設計解決方案用於評估？如果某一
工程師的設計取決於另一工程師的設計，那麼該工程師如何知道
自己擁有最新配置？ 

工程師的增值意義真正體現在何處？ 
 

  

無論如何，工程師均必須為計畫、驗證和發佈使用的設計整理
出一份完整、最新的數字定義。在整個過程中，工程師必須解
決這兩個關鍵問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任何細微失誤都有
可能會導致已發出待審查或已發佈待製造的設計出錯。 

另一方面，工程師總是在爭分奪秒追趕時間，確保進度。所有
這些數位構件的微觀管理意味著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而這一
點當今的工程師根本無法承受。此外，這項任務並不會增加設
計本身的價值。如果工程師抽出寶貴的時間來執行比較研究、
協調設計回饋以及其他任務（而非手動管理數位構件），那麼
效果將會好很多。 

正因為如此，工程師使用高科技技術管理數位構件才顯得如此
重要。這些數字構件的微觀管理是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但它
所需的手動操作過多，不利於工程師重回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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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管理工程數位文檔的技術 
可以選擇哪些技術來管理數位構件？此部分將闡述部分選項及其
各自的優缺點。 

 

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 
  

電腦在工程辦公室中無處不在，幾乎每張辦公桌都配有一台電
腦。事實上，由於工程師使用 CAD 和模擬等計算密集型軟體應用程
式，因此電腦往往是非常強大的工具。在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
腦上管理數位構件，僅需作業系統即可完成。 

就易用性而言，使用電腦管理數位構件具有一定的優勢。檔位於
本地電腦上，因此易於訪問。此外，工程師可採用自己認為有效
的任何結構，將檔整理至資料夾和子資料夾中。 

但是，使用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管理數字構件也存在明顯的
缺 陷。鑒於數位構件的數量非常龐大，跟蹤所有內容均需遵循
各種五花八門的規範，並耗費大量的時間。粗心的工程師可能會
誤放或意外刪除檔。當他們生病或出於其他原因無法完成工作
時， 接替工作的工程師可能並不瞭解構件的整理方法，同樣有
可能會導致構件丟失。此外，如果電腦的硬碟出現故障，圍繞某
一產品開展的所有工作均有可能會丟失。還有，當今使用的作業
系統均無法瞭解工程師的所有數字構件，因而無法以智慧方式搜
索這些檔的內容。最後一個缺點是，工程師無法判斷自己是否基
於正確的設計配置工作。這些作業系統中並不存在具備該功能的
工具。此外，工程師無法隨時利用同事的工作成果，因為這些資
料放在同事們的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上。在這種情況下，還
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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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驅動器 
 

  

共用或網路磁碟是與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位於同一網路上
的電腦（通常為伺服器）。但是，個人使用者並沒有積極利用
這些電腦。相反，這些電腦往往充當公共硬碟資源，供組織的
所有成員使用。組織中的許多工程師可以將數位構件保存到共
用驅動器中。 

與用來管理數字構件的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相比，共用驅
動器略有改進。借助共用驅動器，資訊可以存儲在一個位置
中。同事的工作成果放在同一驅動器上，可供他人訪問。 

但是，共用驅動器也具有許多與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相同
的缺點。共用或網路磁碟使用相同的作業系統，因此同樣也無
法瞭解工程設計中使用的數字構件。工程師無法搜索構件，這
是因為共用驅動器無法正確標記和歸檔這些構件包含的資料。
此外，工程師也無法確保自己提取的是正確的設計配置，因為
共用驅動器無法跟蹤和管理配置。 

儘管共用檔通常比筆記型電腦或臺式機具有更好的安全性， 
但資料並未加密。相反，資料僅通過檔存取權限加以保護。組
織需要明確規定管理準則，用戶必須嚴格遵守這些準則，因為
很多人都有權訪問檔。如果工程師注意力分散或時間緊 張，
構件可能會被錯誤歸檔。 

正如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一樣，如果構件未正確存儲在檔
案伺服器上，很容易就會放錯位置，結果導致工程師需要花大
量時間進行搜索。 

基於雲的文件管理 
 

  

在過去幾年裡，大量雲檔共用服務和應用程式紛紛湧現。使這些
工具，用戶可以將桌面資料夾與協力廠商伺服器上託管的資料夾
同步。 

雲存儲具有幾個優點。有些人喜歡這項服務是因為它可以充當備
份。有些人喜歡它則是因為可以更輕鬆地與外部利益相關方共資
料。每月服務費用相對較低。它易於設置和使用。 

但就管理工程數位構件而言，雲服務具有與桌上型電腦、筆記型
電腦以及共用或網路磁碟相同的缺點：作業系統不瞭解設計檔如
果不瞭解工程師的數位構件內的豐富資訊，就無法搜索其資訊。
這項服務僅在資料保存位置方面有所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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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系統 
 

  

企業系統是指在伺服器上運行的軟體應用程式。 
如果這些伺服器與公司防火牆內的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駐留
在同一網路上，則該企業系統將視為內部部署的系統。如果協力
廠商在防火牆外的伺服器上維護一個企業系統，則該企業系統將
視為支援雲的系統。產品資料管理 (PDM)、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PLM) 和企業資源規劃 (ERP) 都是企業系統。 

企業系統通常具備兩個元件：一個加密檔存儲庫（用於保存數位
構件）；一個與中繼資料（即：每個檔的相關資訊）關聯的資料
庫。借助安全的數字構件，中繼資料將跟蹤有關文件的一切信 
息，其中包括更改者、創建時間和最新配置。由於資料保存在含
資料庫的中央加密存儲庫中，因此資料丟失的可能性大幅下降。 

某些類型的企業系統真正瞭解工程數位構件，這意味著可以從檔
中提取中繼資料。也就是說，用戶可以對之前鎖定在檔本身內的
資訊運行搜索，使數位構件更便於優化和重用。此外，這些系統
中的中繼資料還可密切跟蹤檔之間的關係。這意味著工程師可以
提取同事的工作以供參考。這還意味著他們可以檢索最新配置或
之前經過深思熟慮的設計備選方案。 

此外，某些企業系統中還提供了許多對設計非常有用的強大工 
具。例如，工程師可能需要有關設計可維修性的回饋。為了提供
這些回饋，維修規劃員需要查看設計，但他們可能無權使用或缺
乏相應的技術技能使用打開三維模型所需的 CAD 軟體。許多企業
系統均提供視覺化三維模型的功能，這樣非技術用戶便無需使用 

CAD軟體。 

就企業系統而言，基於雲的解決方案比內部部署方法更具優勢。
其中一個優勢在於能夠與公司外部的人員共用數字構件。內部部
署企業系統需要啟用專門的防火牆配置，才允許外部人員（供應
商、客戶等）訪問檔。但在基於雲的企業系統中，數位構件已位
於防火牆外。因此，這些檔可以直接共用。這樣簡化了與外部利
益相關方之間的資料交換。 

如果組織使用 CAD 和 PDM 綜合服務進行管理，還可獲得其他優
勢。例如，這一綜合系統可以跟蹤對設計所做的每處更改，使工
程師無需管理數位構件，因而可以抽出寶貴時間從事增值工作並
提升工程組織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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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採用率 
很明顯，在管理工程數位構件方面，企業系統具有很多優勢。但它
是否是大多數組織當今使用的技術？為了回答這一問題，Lifecycle 
Insights 執行了 PLM 研究。受訪者需指出管理各種不同工程數位構
件使用的技術類型。調查結果如表 1 中所示。 

如表中所示，大部分組織最經常使用的設計檔管理技術是桌上型
電腦、筆記型電腦和共用驅動器。此類組織在切換到企業系統後
受益匪淺。這些組織內的工程師無需耗費寶貴的時間來手動管理
工程數位構件。 

另一方面，一小部分組織專門使用企業系統來管理交付成果。這
些組織全力以赴，旨在高效管理工程數位構件。 

 

在這兩類組織之間還存在第三類組織：它們在多個位置中管理這些文 
件。也就是說，他們分別在桌上型電腦和企業系統上管理部分交付成
果。使用這種混合模式的組織通常在共用驅動器、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
電腦上管理半成品檔，而通過企業系統管理已發佈的檔。 

 

 
有趣的是，這類組織很可能會錯失企業系統帶來的許多益處。儘
管此類企業系統技術在設計發佈之後確實非常有用，但它們在開
發流程的半成品階段的價值才能達到最高峰。在這一階段，快速
設計反覆運算導致工程師難以與海量的工程數位構件及其內在關
係保持同步。 

 

 

 
 

表 1：管理工程數位構件使用的技術 

管理物件/管理工具 桌面和/或網路磁碟 
軟體系統、桌面和/或
網路磁碟的組合 

僅軟體系統 

工程文檔 48% 32% 21% 

需求 54% 22% 23% 

BOM 41% 25% 34% 

MACD 44% 31% 26% 

模擬 60% 21% 19% 

http://www.lifecycleinsights.com/resource-library/the-plm-study/?utm_source=adsk&amp;utm_medium=ebook&amp;utm_campaign=plm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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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和總結 
數位構件是定義產品並指導其設計的檔和文檔。由於這類檔在產
品開發流程期間、甚至之後被頻繁引用，因此工程師需要設法管
理數位構件。 

 

工程師的時間總是異常緊張 
  

如今，工程師處在艱難的境地。他們的排程總是越來越緊 張。
現在，他們必須接觸各種利益相關方，並將其提供的回饋 以及
產品的外形、結構和功能整合到設計流程中。他們必須與客戶、
供應商以及遍佈世界各地的其他利益相關方合作。 

 

數字構件存在的問題 
  

對於工程師而言，他們使用的設計技術非常強大。這些技術有助
於工程師定義產品，並以虛擬方式建立樣機，使其能夠驗證性 
能。但問題是，這些工具會生成大量的數位構件。此外，這些檔
有著錯綜複雜而又至關重要的相互關係。手動管理這些數位構件
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工程師根本無法承受。 

管理數位構件使用的技術 
 

  

各種不同的技術有助於工程師管理數位構件。工程師可以將桌上
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和共用驅動器來實現管理目的，但這些技術
本身也都存在問題。這些技術需要工程師手動整理檔。它們不瞭
解數字構件，因此這些構件中的豐富資料不能用於查找重要的設 
計，而非技術使用者也無法查看數位構件。如今，大多數組織都
使用這些技術。 

 

 

相比之下，企業系統（無論是內部部署還是雲）均可自動管理
這些交付成果，從而讓工程師擺脫這一沉重負擔。這些技術瞭
解工程數位構件，因此使用者能夠快速找到並輕鬆查看正確的
檔。約有 1/4 的組織專門使用這類系統。還有一部分組織用多
種技術，但遺憾的是，這將削弱並限制他們使用企業系統獲得
的益處。 

 

結論 
  

對當今的工程師而言，時間極為寶貴。用於設計產品的技術非
常強大，但會生成大量錯綜複雜且必須管理的數位構件。大多
數工程師已被迫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必須手動管理此類檔。但
如今，還有更好的替代選項，即：讓系統自動運行這些任 
務，使工程師重新回到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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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調查研究的生命週期和人口統計 

  PLM 研究  

PLM 研究調查了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PLM) 解決方案的採用現狀及
其為組織帶來的績效收益。 

在 2015 年 1 月的前兩周裡，Lifecycle Insights 針對 760 名受訪者調
查了組織績效和 PLM 相關技術（包括資料管理、專案和流程自動
化、共用和協作以及開發報告和監督）的使用情況。 

接受這項調查的受訪者一共有 760 人。但此研究結果僅源自其中一
部分受訪者，即：直接參與產品開發供應鏈的人員，共計 459人。
軟體提供商、服務提供者和系統集成商提供的回復未納入此次調查
研究中。 

此次調查研究的受訪者來自各個不同的行業，其中包括：工業設
備 (29%)、航空航太與國防 (28%)、汽車 (22%)、醫療和生命科學 
(17%) 以及高科技/電子產品 (16%)。但是，這些行業並不是他們唯
一涉足的行業。35% 的受訪者指出公司業務涉足多個行業。 

本次調查研究的答覆來自以下幾個地理區域：北美 (69%)、亞洲 
(13%)、歐洲 (12%) 以及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南美洲、非洲和中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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