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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开发中捕捉 IP 的重要性
为何知识资产在以电子方式嵌入到产品模型的数字化文件后价值激增

曾使用 CAD 软件设计过产品的人都会告诉您，
3D 模型的价值通常比其各部分的总价值大得多。
模型的几何，以及模型的适用材料、强度要求、维护需求和其他
相关特征，常常反映在屏幕上的图像中，它们是设计工程师的知
识和远见的结晶。例如，如果未来的产品是设计为在恶劣的环境
下使用的，那么，工程师可能已在产品中另外加入了支柱，或者
已指定了超级坚韧的表面材料。同样，如果产品是提供给那些能
够自己进行基本维护的用户使用的，那么，工程师可能已经使设
计方案符合一些简化的维护和装配程序的要求。

业务模式在变，产品也在变
进入 21 世纪，企业在变，产品在变，驱动产品开发的流程也在变。
行业分析公司 CIMdata 的高级顾问 John MacKrell 指出，产品的成
功不再受制于传统的“时间、成本和质量”方程式。今天，要想
成功，还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

推动创新的商业因素

制造部门经常出于许多原因要求设计工程师减轻产品的重量。或
者，工程部门可能会发出工程变更单 (ECO)，以此要求对设计方
案进行已在相似的产品中进行的更正。
在每种情况下，设计师作出的决策背后的推理都是产品知识资产
(IP) 的重要部分，因此，应通过特别的方式捕捉这些推理，以便
与其他将参与产品开发的技术人员分享。从设计下一代产品的新
设计师，到意欲换用另一种表面材料的制造工程师，都在这些技
术人员之列。

ׂްሗႠ

ඇ൰ࣅ

३ณ้ڦक़

߀ڦ
ׂዊଉ

ইׯڦگԨ

过去，为了捕捉 IP，设计工程师会保存手写的笔记或临时使用的
笔记本，以记录设计决策背后的原因。但是，当今的设计师、设
计团队和产品开发企业可能很难做到密切的个人交流和互动。
在当今的全球化产品开发大环境下，设计团队常常分散在全球各
地，而且团队在设计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动，还有就是，产品由三
个不同国家 / 地区的工程师来设计和测试，之后交由第四个国家 /
地区来制造。
因此，现在对许多产品设计应用程序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自动捕
捉与 CAD 模型关联的所有设计 IP，并以数字化方式将它们作为产
品开发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保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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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CIMdata 提供图片）

• 全球化 — 如今的产品是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设计、制造、营销
和维护的。
• 产品复杂性 — 产品包含的零件越来越多，按单生产模式和批
量定制模式越来越流行，这些变化均增加了设计的复杂性。

白皮书

捕捉 IP

第 2 页（共 3 页）

• 定价压力 — 定价不能再是一种“碰运气”的提议，原因是，
在可以更正价格之前，机会的大门可能已经关上。准确的定价
意味着公司必须预先知道自己的成本，以便能够在固定产品价
格之前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利润。
• 竞争 — 产品差异化也必须更明确，而且，差异化必须始于产
品开发过程（连同收紧的供应链一起），此外还要通过产品本
身体现出来。
面对着这些压力，产品开发公司竭力增强竞争优势就变得比以往
更为重要。CIMdata 的 MacKrell 指出，公司必须促进创新，以此
作为竞争差异化的基本手段。如果没有一个可持续的计划来推动
创新，那么，公司将会受到发展速度更快的竞争对手的威胁。

“随着创新的步伐逐渐加快，任何未能每年替换掉
其收入流 10% 的企业可能会在五年内破产。
”
-《经济学人》杂志

对创新的追求以及知识的作用
“公司实现创新的能力提供竞争优势，而公司的知识
MacKrell 说 ：
资产推动着创新。”
MacKrell 指出，创新是改善许多关键业务领域的中心，这些领域
包括产品开发公司的盈利能力、股东价值和市值等。而持续创新
的关键在于利用知识资产，也即利用公司专业工程人员的知识。
要这样做，产品开发公司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
建立捕捉 IP 的制度

公司应该将全面捕捉 IP 的做法融入到产品设计过程中，而不是让
工程师在事后补记工作内容 — 这种做法可能反复不定、不准确
和不够完善。对于短期的项目，工程师经常没有时间来详细编写
文档 — 他们要忙着进行下一个项目。对于长期的项目（例如造
船项目），设计人员在这些通常持续 10 到 12 年的项目完成之前
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动，因此，如果未将知识作为设计过程本身
的一部分加以记录，就可能会流失大量的知识。

使您的 PDM 或 PLM 存储库达到“图书馆质量”

高级的产品数据管理 (PDM) 或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系统不能
自动确保知识存储库达到图书馆质量 ：信息质量仅与随设计文件
一起存储的文档一样好。在科研图书馆中，信息通常经过审查以
确保准确和完整。产品开发公司需要对其 PDM/PLM 存储库中的
文档做同样的事情。例如，设计工程师应尽可能在其文档中包含
第三方归属信息 ；或者，如果工程师使用了某本参考书中的公式，
则应在文档中引述该资源。这种程度的记录保留做法既需要一致
的行动，也需要高级管理层的清晰指示。
记录设计中失败和成功的地方

信息完整性要求记录设计项目的每个方面（正面和负面），原因
是，对于涉及到跨团队的情况，文档现在比以往更重要。例如，
对于时间紧迫或费用浩大的产品开发项目，让质量保证团队先
于制造和测试团队尽早参与到过程中很重要。这样做要求文档
完整和可靠。
利用技术工具

随着数字化信息变得越来越无处不在，最佳的 IP 捕捉做法对于
各种规模的产品开发公司变得更为可行。这种无处不在的例子有
PLM 和 PDM 系统 ：一旦将数字化信息输入到零件文件中，它就
保留在文件中，直到文件不存在为止。另一个例子是自动化的工
作流程，这是因为它们会创建有关审阅和批准、警示及其他产品
开发元素的清晰追踪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参考这些追踪信息来洞
悉产品设计的决策和行动。
对工程师而言，
以电子方式捕捉 IP 的宝贵工具就是工程计算软件，
例如 PTC 的 Mathcad®。全球有数千家公司现正使用工程计算软件，
原因是使用这些工具可以轻松地在设计阶段中（不是之后）捕捉
信息，以及执行可在以后参考以作验证的计算。工程计算软件还
帮助公司建立规范和准则，以帮助建立捕捉 IP 的制度。以下是一
些例子 ：
• 记录名称和常量值 — 工程计算软件使计算变得易于被理解 ；例
如，可以突出显示在计算中使用的常量（例如材料属性或弹性
模量），以方便参考。此外，可以使用计算软件来记录注释、
过程名称甚至运算背后的推理。
• 使用计算图形 — 各种各样的图形选择使工程师能够轻松地显
现许多种类型的计算的结果。计算软件越高级，它可以支持的
图形类型就越多。例如，Mathcad 覆盖了所有常见的工程绘图
类型，以及 3D 绘图（带有缩放、角度调整和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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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观点 ：使用 Mathcad 来捕捉 IP

估量捕捉 IP 的益处

工程计算软件是宝贵的“使能器”
，可帮助产品开发公司捕捉 IP。
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功能强大并且直观易用 ：功能要强大到足以
支持非常复杂的工程公式和符号，然而又要足够直观易用，以便
设计工程师无需停下手上的工作就知道如何输入和处理数据。

不管您喜不喜欢，今天的产品开发环境与 20 年前的环境大为不
同。如今，产品设计团队和公司的供应链可能延伸到全球各地。
而竞争对手也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并且随时都会出现，这是由现代
商业“全天候”运营的性质造成的。

Mathcad 满足这两个标准。

通过捕捉与产品设计关联的所有工程 IP，今天的产品开发公司可
以迈进一大步，帮助自己克服当今的各种挑战 — 甚至走向繁荣
兴旺。

Mathcad 易于使用而又足够先进，可以执行高端数值运算、微分
方程求解和其他任务。它轻松支持实时的符号、向量和矩阵处理
以及范围广泛的数据分析，此外还提供多种显示和图形选择。
同时，Mathcad 非常直观，原因是它允许工程师以近乎自由的
方式输入方程和文本 — 直接在工作表中的任何地方键入数据。
与使用专门的编程语言来执行计算的其他计算应用程序不同，
Mathcad 使用自然的数学符号，便于其他人阅读和理解内容。工
程师可以混用各种测量单位，然后自动检查并在必要时更正这些
单位。而且，Mathcad 允许工程师在相同的工作表上输入方程、
文本和图形，从而支持记录过程。

全面捕捉知识还帮助公司通过重复使用设计方案节约预算，以及
通过实现更快的产品开发过程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捕捉 IP 也帮
助公司不断改善产品的质量和人机工效，而不是常常要通过新的
产品设计来“从头做起”。此外，捕捉 IP 有助于将经验非常丰富
的专家的宝贵知识传授给无经验的工程师，以便将重要的概念和
精深的技能保留下来，使它们不会因为工作变动或工程师退休而
流失。
可能最重要的是，全面捕捉 IP 增加了公司的核心价值 ；而且，随
着该价值的增长，此做法使公司能够拥有更出色的产品和更好的
业务流程，从而占据越来越有利的位置，突显出自身与竞争对手
的不同。

上图 ：在 Mathcad 工作表中完整记录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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