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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Generation 
2D CAD

3rd Generation 
3D CAD

Parametric,
Associative,

Feature-Based Design

Late ’70s
Thru ’90s

Late ’80s
Thru ’90s

Early 2000s
Thru ?

2nd Generation 
3D Wireframe 

Surfaces
 Proprietary Systems

Early ’70’s

PTC 是技术先驱

Late ’80s
Thru ’90s

PTC公司发展历程 

Early 2000s
Thru ?

PLM

Control and 
automate critical 
processes

Create detailed 
digital product 
information

Collaborate 
and resolve 
critical issues 

Time

4th Generation 
Product Development 

System
Intelligent

Collaborative
Parametric

Feature based
Associ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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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 20年的产品优势搭建产品研发体系 
发布了
Pro/ENGINEER 
率先在市场上推出参数
化、基于全相关特征的
实体建模技术 

以PMTC首次
公开上市 

公司创立 

发布了Windchill 
率先在市场上推出基于
互联网的PLM解决方案  

收购了Computervision 

PTC客户超过20,000家 

《工业周刊》表彰
Pro/ENGINEER为“年
度突出科技” 

PTC客户超过
25,000家 

快速启动摂软件包
将PLM实施时间缩
短至数周 

Windchill 
ProjectLink推出 
推出针对项目协作的纯互
联网体系结构解决方案 

PTC的产品开发
体系（PDS） 
市场上唯一的一体化
PLM解决方案 

发布了Windchill 
PDMLink 
推出针对产品数据管
理的纯互联网体系结
构解决方案 

PTC客户超过
35,000家 

因ECAD集成而收购了
俄亥俄设计自动化公司 

推出全球产品开发（
GPD）创新活动 

发布了按需即推
PLM 
与IBM建立了战略伙伴
关系 

收购了ITEDO 
领先的2D技术插图解决
方案 

收购了Mathsoft 
工业标准工程计算解决
方案 
Windchill XML内容管理 

发布了
Pro/ENGINEER 
Wildfire野火版 
首套完全支持Web服务
的CAD系统 

《工业周刊》再次表彰
Pro/ENGINEER为年度
突出科技摂   

收购了NC 
Graphics 

一流的CAM高速精
密机加工解决方案  

重大里程碑 

收购了Arbortext 
动态发行领域的领先供应商 

因MPM收购了Polyplan
科技公司，因鞋类和服装
而收购了Aptavis科技公
司 

PTC公司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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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Wildfire野火版4.0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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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Wildfire 4.0 新功能
一  提高大型装配性能
二  电子及高科技完善

ECAD-MCAD 协作
带状电缆

三   核心几何模型方面的突破
Auto RoundTM 与直接表面处理设计
去除表面及新的导入数据处理

四   3D 绘图支持方面的主要优势
注释中的驱动尺寸

可在 ProductView 中使用 View Manager 

五  数字权限管理能力
六  新型及完善型数据交换格式，包括
3D PDF 和 JT Open

七   改善了渲染、CMM、模拟仿真、制
造和更多…
以及…
更高的软件质量

改善 Pro/ENGINEER 求助中心

– 更多图像，图形概念和示例

– 更新优化的词汇表、导航功能和概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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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Wildfire 野火版4.0改进了细部设计 
新型自动倒圆（Auto RoundTM）特征 

自动倒圆 
缩短了将圆特征放置在模型上的时
间 

可以更加轻松地创建复杂圆 

边尽可能多地自动倒圆，从而构成
整个模型或所选择的组 

创建一组顺序和边集根据最大化圆
角链数量的内部逻辑而定义“特征”。 

完成 …. 所需时间 
•新用户 – 谁知道呢！？ 
•即时用户 – 90分钟 
•专家级用户 – 20分钟 
自动倒圆 – 40秒钟！ 

“新型自动倒圆特征让人难以忘怀，在我们的极其复杂的燃料电池模型上，计算并放置所有必
需的圆，只需短短数分钟。” 

~ Pro/ENGINEER野火版 4.0预测试客户 

Pro/ENGINEER基础级扩展
版软件包中囊括一切   Pro/engineer4.0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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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Wildfire 野火版4.0改进了细部设计 
处理部件 

处理大型部件时的自动内存管理 
自动、按需检索部件模型细节所需的级别 

可用性 
精简表示预览 

全新的参考观察器；参考切断 

更加清晰的“活动”组件指示 

用任何组件替换零件/部件 

优化了组件放置用户界面 

Pro/engineer4.0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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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4.0新功能 
功能 
自动识别PCB设计MCAD与ECAD版
本之间的增量变更 

支持MCAD与ECAD视图之间用来解
决问题的全相关接口 
– 实时协作 

– 设计工具中的建议/接受/拒绝变更 

好处 
Pro/ENGINEER ECAD-MCAD协作
改进了机电细部设计过程 
– 支持更快协作 

– 可以缩短上市时间 

– 可以减少设计协作错误、提高质
量 

充分利用下面的PTC技术 
Pro/ENGINEER
ProductView (InterComm)
Windchill （选件） 

可以与ProductView EDACompare一起使用，或者直接与Mentor Graphics 
Board Station使用，如同本系统一般 

新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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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3D图形方案             

借助注解特征，直接在模型中捕捉产品和制造信息 
驱动、纵坐标和基准尺寸、GD&T、注释、GTOLs、符号、
目标区域、表面光洁度、设置基准、旗注、横截面、平面
至屏幕注解 

组织供下游用户使用的注解 

在车间查看3D图形 

重复利用3D图形，自动创建2D图形 

设计工程师 

创建PMI内容 创建PMI内容 

平面至
屏幕标
题栏 

意想不到的2D图形！ 意想不到的2D图形！ 

Pro/engineer4.0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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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Wildfire野火版4.0优化了细部设计 
直接曲面编辑 
使用历史纪录进行编辑的曲面控制点 
多解析度编辑 – 允许对致密曲面进行轻型编辑 

曲面平滑化和可变连接转换 

后续边界编辑完成之后曲面编辑被保护起来 

影片 

“本项目的成功在于轮船的流体动力和空气动力性能。 
Pro/ENGINEER的ISDX直接曲面编辑功能让我们能够对
曲面进行精雕细琢，精确控制，从而获得尽可能最好的性
能。它一直是我们轮船建模的重要工具。” 

Quicksilver (WSR)有限公司创始人Nigel Macknight 

Pro/engineer4.0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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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Wildfire野火版4.0 增强功能 
处理导入数据 

新的和改进后的“数据导入博士” 
易学易用 

修复、修改和“伪-特征”模式 

“清除曲面”特征 
为分析或制造而简化几何图形 

“特征识别”的强大工具 
清除导入几何体，用相应的参数化特征进
行更换 

访问 www.ptc.com 进行下载，以供Pro/E 
Wildfire野火版4.0使用 

Pro/ENGINEER基础级扩展
版软件包中囊括一切 Pro/engineer4.0新功能

http://www.p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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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Wildfire 野火版4.0再次证明PTC对开放性的承诺 

升级了CAD数据交换处理器 
CATIA V5专用接口 
– 直至V5R17 

UG专用接口 
– NX3和NX4支持，层 

AutoCAD接口 
– AutoCAD 2005/2006支持 
– 即将于MOR版本中支持AutoCAD 2007/2008 

3D PDF接口 
– U3D支持，3D模型图片支持 

ProductView专用接口 
– 精确表示的导入 

Rhino接口 
– Pro/E Wildfire野火版4.0 M020 

新型CAD数据交换处理器 
JT接口 
– 零件和部件的导入/导出 
– 轻型表示或精确表示 

P
ro

/
E
NG

I
N
E
ER
基
础
级
扩
展
版

 

新模块 

Pro/engineer4.0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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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Wildfire 野火版4.0增强了验证和校验过程仿真

Pro/ENGINEER Mechanica结果的增强 

结果中的分解图 

图例客户化 

分解动态查询 

改进了结果几何图形选择 

新的错误记录和诊断 

错误、警告记录在公共用户界面上 

错误评审过程中的模型交互 

不仅知道“什么”，而且知道“为什么”… 

部件互连互通管理 

简化了从几何图形到仿真的过程 

用户可以轻松查看模型将在哪里结合、接触等 ... 

统一安装程序 
安装Pro/ENGINEER Mechanica的步骤的数量减少40% 



© 2006 PTC15

由CETOL科技提供的Pro/ENGINEER公差分
析扩展包 

新模块 

功能 
1D公差累积分析 
真正的统计分析 
完全与Pro/E模型相配 
选择组件、尺寸GTOLS、注解，来创建公差环 
使用起来简单、快捷 
作为Pro/E保存的分析进行实施 
可以保存在模型上 
分析的执行即刻完成！ 
结果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和平方根公差 
每个尺寸对累积的贡献 
查找最容易匹配模型的压力点！ 
好处 
改进细部设计过程 
获得更好的加工设计 
提高设计质量 
可以缩短上市时间 

影片 Pro/engineer4.0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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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Wildfire野火版4.0改进了工具和工厂设备的设计制造 ~ 解决方案功
能更多，宽度更广 

分隔曲面颜色的自动分配 

表面光洁度质量改进 

拐角机加工刀路轨迹 

刀架脱离 
直接NURBS输出 

型腔模机加工刀路轨迹功能板 

机器运动仿真 

支持在Pro/CMM中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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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数据数字化权限管理工作流 
策略在策略服务器上加以定义。 

谁可以访问该文件？ 

他们可以对文件进行哪些操作？ 

策略有效时间多长？ 

可以直接从Pro/ENGINEER中对文件应
用策略 

文件将被加密，然后进行共享 

随后加载，用户验证，Pro/ENGINEER
解密文件，并允许进行特定的操作 
策略可以缓存在客户机上，允许在有限的
时间内脱机工作 

完善的审查功能会详细记录什么人在什么
时候尝试过什么操作 

被保护的Pro/ENGINEER文件 
零件（.PRT） 
部件（.ASM） 
图形（.DRW） 

允许操作 
打开、打印、保存和复制 

新模块 

Pro/engineer4.0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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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Pro/Engineer三大特点



© 2006 PTC19

Pro/E Wildfire：确定了一个新标准

易学易用

确定了一个易用性的新标准

功能强大

高性能，可以完成设计、工程、制
造和管理等工作

互连互通

革命性的Web服务沟通模式

– XML, SOAP, WSDL

– 对等连接

功能强大

互连互通

专注买得起

易学易用

功能强大

互连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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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易学易用

Pro/E Wildfire：确定了一个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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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易用

少花时间学习软件，快速入手并使用

PTC新的Wildfire用户模型
• Wildfire用户模型定义了用户和软件之间的理想交互。
• Wildfire用户模型在整个Pro/E中得到应用，它建立在熟
悉的用户界面标准之上，既能充分发挥可访问性，又
能将这些概念加以扩展，以满足对3D产品设计苛刻要
求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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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Wildfire用户模型
：比以往更加易用

…这是如今! 

工作在模型上

简单事情简单做

引导还是跟随

体验即时通晓的快感

提供了一个新型用户界面以及一个经过优化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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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深度

拖柄

鼠标右键弹出式菜单

方向箭头
选取来反转方向

“大屏幕”格式

¤ 尺寸最大化的图形区域

所见即所得

¤ 即时图形预览可以让您

决定接受或继续定义      

关注焦点

¤ 拖放修改

随处进行直观的捕捉

¤ 深度和参考的捕捉处理

¤ 自装配组件

“大屏幕”格式

¤ 尺寸最大化的图形区域

所见即所得

¤ 即时图形预览可以让您

决定接受或继续定义      

关注焦点

¤ 拖放修改

随处进行直观的捕捉

¤ 深度和参考的捕捉处理

¤ 自装配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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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lid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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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事情简单做
更加简单的特征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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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即时通晓的快感

外观

Windows XP特色

新型颜色方案，可以
减轻眼睛疲劳

紧凑的桌面集成

文档>发送到…

感觉

基于鼠标的可单手完成的视图操纵

一致的选择模式

拖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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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易用

Solidworks
2004

Pro/ENGINEER
Wildfire 2.0

80

60

40

20

0

时间
(分钟)

Solidworks
2004

Pro/ENGINEER
Wildfire 2.0

120

80

40

0

时间
(分钟)

Solidworks
2004

Pro/ENGINEER
Wildfire 2.0

35

30

25

20

15

10

5

0

时间
(分钟)

Solidworks
2004

Pro/ENGINEER
Wildfire 2.0

25

20

15

10

5

0

时间
(分钟)

快了43%
快了62%

快了31% 快了48%

资料来源：
tool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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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UL
功能强大

Pro/E Wildfire：确定了一个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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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强大

概念设计

技术
曲面处理

渲染

模型
标准

组件

布线 ECAD
接口

管道铺设

逆向
工程

优化 公差分析动力学 结构、热传导
和模式分析

运动学

模具多面体加工

钣金

多轴加工 车削加工

2D
布局

钣金NC

¤从概念到产品

设计讨论 项目管理 项目协同 过程自动化

配置和
发布管理

更改
控制过程

异构CAD
管理

企业系统
集成

交互l
曲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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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概念和工业设计

借助直观工具捕捉设计思想，用于概
念形成和工业设计 

用于概念研究和工业设计的一体化、柔性
而直观的工具

在2D或3D环境下工作，使用曲线和曲
面，导入草图 

高级图像渲染功能，用于星形产品的一致
化，并改进沟通效果 



© 2006 PTC30

Pro/ENGINEER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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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of Single 
Source of Design Intent

Ben in San Francisco defines 
the interfaces between the 
subsystems and a rough 

definition of they should look 
like. This is the skeleton.

Top Down Design Tools

Delegating Design Subsystems and 
the Skeletons

Jen in New 
York is 

delegated the 
task of 

building the 
alternator

George in Sydney is 
delegated the task of 

creating the pump

Sven in Holland 
is delegated the 
task of creating 

the overhead 
cam

Top Down Design Tools

Ben assigns the team the different 
subsystems that must be created. 
Along with it, he gives everyone 

access to the skeleton.

Jen in New 
York uses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keleton to 

start the 
alternator 

design

George in Sydney 
starts his oil pump 
work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keleton

Sven in Holland 
uses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keleton to 

initiated the 
overhead cam 

subsystem

Top Down Design Tools

Contributors reference skeletons 
and populate subsystems

Ben can track everyone’s progress 
including how the assembly is 

updating. He can make sure 
they’re creating all the right 

relationships.

Jen in New 
York fills out 
her alternator 

design

George in Sydney 
details the oil pump.

Sven in Holland 
continues work 
on the overhead 
cam subsystem.

Top Down Design Tools

Assembly is populated 
simultaneously by all contributors
Many team members beyond Jen, 
Sven and George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contribution. Reference 
Control and the Global Reference 

Viewer let Ben manage it.

George in Sydney 
finalizes the oil pump.

Sven in Holland 
completes the 
overhead cam 

subsystem.

Top Down Design Tools

Design is complete with all 
delegated design tasks propagating 

to top level
All the work done at the 

subsystem level shows up at this 
higher level. 

Jen in New 
York finishes 

up her 
alternator 

design.

更改通过机油
泵来传送

更改通过顶置凸轮
子系统来传送

自顶向下的设计工具

更改可以从一个地方初始化…骨架

既然子系统已经与骨架连在一起，如

果要初始化一个主要更改，Ben需要
做的一切，就是改变骨架。

更改通过交流发
电机来传送

Top-Down自顶向下高级装配设计
功能

把一个单一参数化设计转变为整个产
品族系，或者作为配置使用

可以让小组成员在一个受控环境中对
设计内容起作用

借助单向相关性，生成制造和加工模
型的衍生体 

好处

停止重复开发。重复利用现有设计以
及从现有设计中衍变

人多力量大。借助团队努力而及早完
成工作

让下游参与者获取它们所需的资料，
而不会造成数据管理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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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顶向下设计”概览

设计任务书

定义产品结构

总体设计

骨架模型

详细设计捕捉设计意图

几何复制与发布 

PDMLink
Pro/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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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生产解决方案

通过把数字化产品的价值扩展到工具开发和刀路轨
迹的创建中，来提高生产效率 
模具

型芯/模腔的自动设计
集成的模具充填分析 
模架设计 
级进模开发 

NC编程
刀路轨迹的自动生成 
– 2-5轴铣削 
– 2-4轴车削和活动加工 
– 2-4轴线切割 
– 冲-压 

NC仿真、校验、后处理 
质量保证

CMM编程
首批产品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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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仿真

构成： 
Structure 结构受力分析
Vibration 振动分析
Thermal 热分析
Fatigue 疲劳分析
运动和动力学分析

分析领域：

结构强度与变形分析

模态分析、动态时域（频域）分
析、随机振动分析

稳态（瞬态）热分析、温度场分
析、热-结构耦合分析
疲劳寿命预测

灵敏度研究、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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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
互连互通

Pro/E Wildfire：确定了一个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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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AD  Vault

制造部门制造部门

其它工程师

CAD  Vault

市场部门市场部门

Overnight
Delivery

ERP

设计伙伴设计伙伴

您的客户您的客户

CAD

CAD

EngineerEngineer

可以顾及到偏远

的制造区域

Email

创建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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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

2002中

à设计协同有多重要 ?

2003中

非常重要

轻度重要

34%

54%

12%

72%

22%

6%

设计协同促成更多业务关系…
企业认为设计协同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

2002

à 您在协同工作中的角色 ? 

2003 40%

30% 4%

38%

产品更快投入市场

à 您的协同目标是什么 ?

74%
减低产品成本 48%
提高产品质量 32%

Source: Forrester Research

互连互通

非常重要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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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Web服务…
基于标准的Microsoft 或Mozilla
组件
熟识、健壮且安全的web浏览
…支持文档结构浏览…
对本地、网络和基于Web的文件
夹结构的集成浏览
包括3D缩微预览
直接拖-放到图形窗口

互连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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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PTC公司无折衷的产品开发制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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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Mathcad科学计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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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006:  PTC 收购 Mathsoft
20多年领先工程计算工具提供商

总部美国麻省剑桥，员工130名，年营业额$20M

Mathcad 是其主打产品名称

财富1000强中的90%是其客户

现有>25万的跨各行业的专业人员使用

特别是全球2000所大学中遍布50多万个使用者

众多奖项获得者

 2006 4月   Desktop Engineering   - readers pick 
for Product of the Year

2004 11月  PC Magazine -four-star rating from

………

2006年4月，PTC持现$63.3M收购整个公司，

3M 
Airbus 

BAE Systems 
Bechtel Corp. 

Boeing 
Caterpillar 

DuPont 
Eli Lilly 

General Dynamics 
Hewlett-Packard 

Honeywell 
Hyundai Heavy 

Lockheed Martin Corp. 
Los Alamos National Lab 

NASA 
Northrop Grumman Corp. 

Parson Brinkerhoff 
Raytheon 

Rolls Royce 
Schlumberger

Siemens 
Universal Studios 

Westing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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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公司无折衷的产品开发制造模式

MathCAD主要功能有：代数运算、线性代数、微积分、符号运算、2D和3D图表、动画、
函数、程序编写、逻辑运算、变量与单位的定义和计算等。

直观的四则运算

包括工程函数和数学函数

复数的计算

单位换算

定义变量和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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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NGINEER 和 Mathcad 的集成

Pro/ENGINEER 和 
Mathcad之间的双向集成
两个应用间的直接集成保证
了两者的数据交换效率和精
度

支持动态、实时地对计算和
CAD模型的更新

– Mathcad中的计算结果驱动
Pro/e模型中的参数和尺寸

– Pro/e模型中的参数和尺寸
可以传递到Mathcad 做进一
步的计算

 

Visit 

Mathcad & 

Pro/E 

Booths in 

Showcase!

Great PDS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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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公司无折衷的产品开发制造模式

Abortext Isodraw技术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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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并购 ITEDO 软件 – 2006年10月

1990年，成立于德国

1996年在美国建立分支机构

先前的技术发布与插图经验（始自1984年）

CGM 开放协会的联合创始會員与领导廠商

参与到不同行业标准的制定，如S10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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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rocess)
Illustrations are often 
redrawn from scratch

Manual, inefficient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ublications

Static publications that 
quickly become stale

技术插图填补了CAD与技术出版物之间的空白(II)
工程设计

技术发布/出版

技术插图

一个更好的过程

插图由 CAD直接生成

(制图者无需从设计方面获取图形)

在插图中自动捕获设计信息

高质量的输出将后期修补工作降至最低

技术出版物可以轻松地而随着设计变更而更新

益处

入市时间更快 
(products cannot ship without documentation)

简化程序

提升客户满意度

高质量的发布,随着信息的变动随时保持动态更新 

产品设计
卖方部件
图表
其他遗留数据

用户指南
维修指南
服务维修手册
培训手册
零部件目录

分解图
透视插图
追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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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ortext IsoDraw – 适用于所有插图任务的工具

充分利用 3D CAD 数据的优势
制图者可轻松获取3D数据; 直观处理
–丰富的3D模型处理功能

–把设计师从准备插图资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HLR 并优化高质量2D技术插图

–极大地减少了后期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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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PTC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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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20年帮助客户创造卓越产品的丰富经验 

航空/航天与
国防 

汽车制造业 高科技/电子 工业设备 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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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客户效益 

•技术出版物的100多个内容源减少为1个 
•新产品数据创建时间削减了一半 
•技术出版物由年度更新转变为月度更新 

•技术出版物内容分发时间缩短80% 
•技术出版物错误率降低90% 
•技术出版物产出量提高35% 

•设计评审周期时间缩短45% 

•数据冗余减少40% 
•产品上市时间缩短15% 

•产品开发成本降低20% 
•设计和开发周期缩短10% 

•上市时间缩短70%
•产品质量提高30% 

•上市时间加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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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客户案例

格特拉克(江西)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GETRAG (Jiangxi) Transmission Co., Ltd

Results

使用Pro/ENGINEER之后，产品上市时间大幅缩短,下面是公司获得的部分显著
成果::

• 避免实物演示等，利用3D设计，降低产品开发成本约15%•

• 解决部件或产品的动态干涉检查，避免在产品试制阶段的返工设计修改,缩短开
发周期

– 设计和确定最优化的齿轮参数

齿轮的修形与热处理变形的控制

– 齿轮的寿命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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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客户案例
Pro/E在三兴模具的成功应用
辽阳三兴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由台湾全兴国际集团
日本三拓工业株式会社、辽阳金兴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经营，

是集日本、台湾与金兴三方技术于一体的专业生产汽内、外饰模具、

工装和设备以及相关产品的企业集团公司总资产2.4 亿人民币。总固定资产1.9亿。
目标

提高公司的设计效率和产品质量

解决方案

 产品设计：Pro/ENGINEER Foundation, ISDX, Pro/模具设计
Pro/E Top-down 一体化的模具设计方式，设计变更自动传递
建立系列产品库并提高产品设计的借用率，提高设计效率．

 模架设计：Pro/EMX 完善的模架库使模架的设计效率更高．
 模流分析： Pro/PLASTIC Advisor 用来分析浇口位置
 模具制造：Pro/E 五轴加工灵活的加工解决方案，使复杂模具的加工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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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E在洛阳卓航测控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功应用

Pro/E Foundation：进行产品的三维零件建模装配，静动态的干涉检查，二维工程图。

Pro/E AAX：进行产品的整机装配。

Pro/INTRALINK数据管理包：进行工作组级的协同设计管理。

Pro/E Piping and cabling：进行管路电缆的设计。

Pro/E MECHANICA：对重要的零部件进行分析校核。

使用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和我们以前的设计思路完全是一样的，而且骨架模型变化以

后会自动传递到零件中，真正做的了设计是由我们设计主管进行控制的，项目组成员

所有完成的部分会自动装配到我的骨架上，使我能比较方便的控制设计进度。而且使

用INTRALINK实现了项目成员之间的协同设计，并且提升了数据管理的水平。

——夏学军（设计室主任

PTC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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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客户案例

乐家卫浴使用Pro/ENGINEER Wildfire提升设计效率

  目前企业内部从研发到模具设计使用不同的软件系统，导致流程效率的降低。

  洁具产品对于曲面光顺的要求非常高，以前的设计工具无法满足设计的需要。

• 在研发部门和模具设计部门全面推广使用推行Pro/ENGINEER Wildfire，使用交互曲面功能来设计
高质

量的自由曲面，同时使得设计变更更加方便。

  使用统一的设计平台，提升了个人效率和流程效率，新产品整体研发周期缩短了30%。

挑战

乐家卫浴使用Pro/ENGINEER Wildfire提升设计效率

解决方案

‘Pro/ENGINEER Wildfire的交互曲面功能提升了我们的设计品质，使得新产品研发人员能够方便地
进行创

意设计。’

－乐家卫浴产品部经理陈建宁

结果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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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