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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種 CAD 的困境
沒有人早上起床會想

「取消行程！我們需要將所有作業合併到一個 CAD 工具上！」
當然不會，不過也許您應該這麼做。

是不是組織中的每個人都使用
不同的 CAD 工具呢？

> 工業設計師使用一種工具，因為他們重視其曲面

造型功能。

> 工程人員使用了三種不同的 CAD 系統 (可能是過去

購買的系統)，每種系統都有各自的擁護者。

> 製造和品質人員已經採用了完全不同的系統。

您的團隊花費數百小時來匯入、轉換和修正不同的檔案，並進行
永無止盡的訓練。別忘了還有團隊為了處理所有這些軟體套件而
自行開發的特有工作流程。究竟花了多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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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以外的領域，您的 IT 和授權管理專業人員為所有這些不同
的系統提供支援、在內部管理應用程式以及處理授權管理的細微
差別。

從策略的角度來看，您的公司實際上是將一些最有價值的智慧財
產 (成功產品的基礎資料、計算結果和模型) 放在多個 CAD 系統

中，引發嚴重風險。員工則發現自己面臨重工、資料轉換以及無
心人為錯誤造成破壞性影響的難題。

立即合併！
目錄

合併的效益

轉移：移轉與訓練
與 Creo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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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的效益

合併到一個 CAD 工具可帶來具體的效益，並且對任何公司數位轉型
計劃來說至關重要。PTC 將數位轉型定義為使用數位技術解決廣泛

業務挑戰的策略。透過一個 CAD 系統整合所有內容，作為單一數位
線程貫穿整個設計和生產環境。這有助於提高生產力、加快產品上
市時程、提高品質、增強協同合作以及降低成本。

生產力

跨職能無縫管理產品開發流程，避免產生資料轉換和重新建立舊有
資料的需求。將專案指派給適當的設計工程師，而不必考慮工程師
知道哪些 CAD 系統。

加速產品上市時程

當您的團隊可以更輕鬆地在單一平台上共用想法時，可以更快地完
成設計任務，並盡可能減少重工。

全公司整合

改進產品品質
> 您是否正在探索或實現基於模型的

單一平台減少了與資料轉換和模型重建相關的人為錯誤的機會。

轉型方案？如果是這樣的話，請考

合作與創新

本、品質和競爭力方面的突破，但

和流程。

定義 (MBD)？您是否正在進行數位
慮合併 CAD。這些方案可以帶來成
是第一步就是採用所有人都可以使
用的共用 CAD 系統。

您的設計團隊現在使用同一種系統，因此可以更輕鬆地分享設計意
圖、挑戰假設和互相學習。其結果就是，更有可能激發創新的設計

減少 IT 和授權費用

合併意味著減少了財務上的麻煩。您的 IT 部門專注於一個訓練和支
援平台，而授權部門則管理單一訂閱合約和永久維護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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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轉移工作量

如果幸運的話，只要在新軟體上啟動所有新專案，即可移轉到新的

標準化 3D CAD 平台。但是，由於設計工程師經常修改或利用現有設

CAD 合併的效益

生產力

計，因此在新的 CAD 系統中存取舊有系統中的資料至關重要。您需

合併方面的短期投資
(訓練、資料移轉)

要在具有多項出色 CAD 功能的系統上進行合併，功能應包括從許多
最常見的 CAD 系統和格式匯入和開啟資料檔案的功能。

合併的長期效益
(協同合作、上市時程、品質和 IT 成本)

當合併到單一 CAD 系統時，您可能會發現，與訓練和資料移轉相關
的生產力短期下降。但是，為了長期效益值得投資。

現有系統

若為團隊規劃可靠的資料移轉、訓練和支援計劃，可以盡量減少轉
移階段並更快地取得長期效益。您的 CAD 軟體是否可讓團隊輕鬆

存取和使用較舊的資料檔案？您的計劃至少應包括數個格式的隨選
和線上使用者訓練選項。同時確保自己瞭解軟體內部提供了哪些說
明，最好是按一下滑鼠就會出現即時線上選單。

轉移階段

合併檢查清單
CAD 系統選擇

o 是否擁有您現在和今後所需的工具？

o 是否提供可存取的教學專區方便學習？
o 是否可以輕鬆存取非原生檔案？

已合併的系統

時間

取得決策者的支持和支援
o 預期有所抗拒 - 很難改變。
o 傳達希望改變的原因。

制定移轉計劃

o 訓練計劃 – 線上和隨選。
o 資料檔案移轉排程。

o 確定完全移轉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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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CREO 合併！

Creo 是易於學習的 3D CAD 解決方案，將經實證的強大功能與變革性的
新技術結合在一起。此外，PTC 可以幫助您進行資料移轉和團隊訓練。
與 Creo 進行合併時，您可以透過 CAD 轉移將有效地實現 CAD 合併的
長期效益。

與其他業界領先的產品密切整合 - PTC 提供 Windchill 產品生命週期管
理、Mathcad 計算軟體、ThingWorx 工業物聯網解決方案和 Vuforia

擴增實境工具。最重要的是，它們無縫整合，可幫助您盡量發揮價值並
將工作量減到最少。

Creo – 功能強大且易於使用的
CAD 工具。
易於使用

每個 Creo 版本中提升使用便利性的項目越來越多。現在的 Creo 含有增

強功能，使您可以更輕鬆快速地將設計實體化。範例包括迷你工具列和上
下文選單、鏡像和模式辨識以及增強的模型樹管理。

強大的設計環境

Creo 提供單一的整合設計環境，可以一路帶您從初始概念執行到 CNC

刀具路徑作業。將進階模擬、生成設計、積層製造和 MBD 等工具直接整

合到 Creo 中，從而避免了匯出和重新匯入資料檔案的麻煩和容易出錯的
流程。

每個版本的創新

每年都會有 Creo 的主要發行版本，您的使用者和企業都將不必迎頭趕

Windchill 和 Creo – 整合更好用

Creo 和 Windchill 密切合作，可以滿足您的 CAD 和 PLM 需求，
而 PTC 繼續投資發展這兩種強大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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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尤其是在最佳化設計方面。以下是 Creo 最近新增的功能：

> Creo Simulation Live – 即時和互動式設計指引。
> Creo Ansys Simulation – 設計的高精準驗證。
> 生成設計 – AI 驅動的設計最佳化功能。

> 擴增實境 – 與客戶和供應商安全地共用您的設計概念。

ptc.com

與 Creo 合併！
PTC 繼續投資突破性技術，例如生成設計、Ansys 模擬和擴增實境。另外，我們將繼續改
進 CAD 工具，讓您每天都能更輕鬆有效地工作。若您覺得目前的訂閱和維護費用並不值
得，或者 CAD 業者催促您變更為新平台，那麼也許是時候對 Creo 進行改變了。

Creo 一手包辦資料移轉

您可以透過 Creo 輕鬆移轉現有的 CAD 資料。透過 Creo 的 Unite

技術，使用者可以從 Dassault 的 CATIA 和 SOLIDWORKS 軟體、

Siemens NX、Autodesk Inventor 等匯入和開啟檔案，而無需這些

系統的授權。無需協力廠商應用程式轉換軟體，因為 Creo 的每個授
權都內嵌了轉換軟體。您可以將物件直接合併到設計中，或將檔案

轉換為 Creo 物件。Creo 甚至會自動辨識和新增設計情報，讓您簡
單變更設計。

若確實需要變更非 Creo 零件，Creo 會依據需求僅自動轉換受影
響的元件，不需要轉換組件中的所有零件。這樣可以盡量減少在
資料移轉上花費的時間和精力。

Creo 中強大的彈性建模功能可讓使用者輕鬆地變更匯入的幾何。
您可以快速修改轉換後的零件以滿足設計需求。

此外，若您需要與外部供應商和合作夥伴溝通，Creo Unite
Technology 還有提供相關
服務，可以將您的新 Creo
檔案儲存為某些更常見的
格式。

以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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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 CREO UNITE 技術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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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Creo 合併！

Creo 訓練和支援

每個 Creo 訂閱都包括針對 Creo 基礎知識的數位學習內容，例如
建模、曲面造型、組件和模擬。您還可以存取線上說明，以取得

儘管所有 CAD 系統都不同，但是參數建模的基礎相同。系統的操

有關各種主題的快速教學專區，包括基於模型的定義 (MBD)、鈑

作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工程師仍然知道如何使用。提供一些訓

金和架構設計等。

練、支援和時間，您會驚訝他們可以完成的事情。

此外，PTCU 的 Creo LEARN Online 訂閱的訂閱者可不受限制存

PTC 提供了許多工具，可以讓初學者和專家快速上手。您的團隊可

取即時、虛擬的導學型課程，每天可在多個時區學習不同課程。

以透過 PTC University (PTCU) 存取各種面對面、即時線上訓練和

CREO LEARN SUBSCRIPTION
Creo 的專業講師指導這些實務課程，為您提供吸引人的互動式學

數位學習訓練。我們提供公開和非公開訓練選項及認證，以證明您
的專業知識。

習體驗。

Our Creo LEARN Online Subscription is best-in-class product training that allows you to take an unlimited number of half-d
live online from any location. Each class is taught by one of our world-class instructors and is offered in three-hour time slot
is to make it easy and convenient for you to learn by providing you with an engag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We've
this offering to ensure you have the most flexibility possible; learning on your own time and schedule. Head to our Creo Cu
Guide to view our many course offerings.

CREO LEARN SUBSCRIPTION

存取 PICU 的 CREO LEARN ONLINE 訂閱

Our Creo LEARN Online Subscription is best-in-class product training that allows you to take an unlimited number of half-day classes
live online from any location. Each class is taught by one of our world-class instructors and is offered in three-hour time slots. Our goal
is to make it easy and convenient for you to learn by providing you with an engag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We've engineered
this offering to ensure you have the most flexibility possible; learning on your own time and schedule. Head to our Creo Curriculum
Guide to view our many course off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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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講師
Live
Instructors

彈性課程時間表
Flexible
Class Schedule

Certifications

Virtual Software
Environments
虛擬軟體環境

Digital Student Guide

Live Instructors

Flexible Class Schedule

GettingCertifications
Started
認證with LEARN

Getting Started with LEARN

Virtual Software Environments

Digital Student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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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CAD 合併加強職能團隊之間的協同合作和減少 IT 費用，幫助您和您的
組織顯著提高生產力。Creo 提供現在和今後所需的設計工具，我們可
以幫助您成功轉移。準備就緒的話，請連絡我們！
需要更多資訊？

與我們聯絡

Creo 為 3D CAD 解決方案，有助於您加速產品創新，從而更快地建構
更優秀的產品。從產品設計的最初階段到製造以及後續作業，簡單易

學的 Creo 可一路帶領您順暢作業。您可以將經過驗證的強大功能與衍
生性設計、擴增實境、即時模擬、積層製造和物聯網 (IoT) 等新技術相
結合，以縮短疊代改進的時間、降低成本，並提升產品品質。產品開

發的世界瞬息萬變，只有 Creo 可提供您所需的變革性工具，以便您創
造競爭優勢並取得市場佔有率。

© 2020，PTC Inc. 著作權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此處所描述的資訊僅做為參考之用，如有變更恕不通知，且不得將其視為 PTC 所做之擔保、承諾、條件或要約。PTC、PTC
標誌以及所有其他的 PTC 產品名稱和標誌都是 PTC 和/或其子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所有其他產品或公司名稱或標誌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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