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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度过了非常好的一年。我们成功
地将收入增加了29％，这使我们的
营业额增加到2000万欧元以上。在
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将CADMATIC客
户的数量增加了20％。我们的软件
现已被58个国家/地区的1000多家客
户使用。

与客户的密切合作是我们发展业
务的关键因素。当我们的客户成功
时，我们就成功了！

我们专注于易用性和解决方案，
使我们的客户能够提高数据驱动设计
和工厂信息管理的效率。我们的客户
报告说，我们的在线和全球分布式设
计技术非常具有竞争力。当最佳和最
具成本效益的资源可用于同一项目
时，它还可确保高质量。

在本期中，我们有两篇关于工
程公司的文章，这些公司在应用
CADMATIC后报告了显着的效率提
升。来自匈牙利的Pannon 工程公司
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颇有名气，他们
报告说CADMATIC改善了他们与客户
的协商过程，并帮助他们更快，更准

确地工作。意大利的Process Service 
公司专注于化学和制药工厂的设计，
他们强调了CADMATIC的灵活性，
这使他们能够定制设计模型的所有
部分以及与其他规则标准高度集成。

我们还有一篇关于Smurfit Kappa 
皮特奥的文章，这是欧洲最大的牛皮
纸生产商，文章着重介绍了他们使用
激光扫描材料，他们将这些材料导
入CADMATIC模型以指导设计和开
发，在设计项目中使用激光扫描信息
加快了他们的设计过程。

2018年是信息管理解决方案具有突
破性的一年。
许多客户对我们的eShare信息管理
解决方案表现出兴趣。例如，沙特阿
美公司和ENI 这两家世界上最大的石
油和天然气公司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
内使用我们的解决方案来构建他们的
数字双解决方案，并更好地管理他们
的设计，施工和运营数据。

我们在工程，施工和运营流程数
字化方面的持续努力可以在现代应

利用移动，云和AR / VR技术

在本期的工厂杂志中，我们重点介绍了客户对
CADMATIC软件的体验，并展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软
件开发：在手机上使用FollowApp监控三维项目的进展
和eShare for Microsoft HoloLens，这是我们信息管理
产品家庭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成员。

用中看到，包括我们开发的最新AR / 
VR技术集成。

在第20页，我们有一篇文章介
绍了使用AR技术，用微软全息透镜
Microsoft HoloLens进行设计审查的
应用。它在增强现实中提供全新且令
人兴奋的交互式设计和工程体验，
其中数字三维模型存在于现实世界
环境中。

我们还有一篇关于CADMATIC 
FollowApp移动项目监控的文章。该
应用程序目前是免费的，所以我敦促
我们的客户下载它，并开始体验在他
们的手机上跟踪关键CADMATIC设
计项目指标的便利性。

祝大家阅读愉快，欢迎您的反馈。

首席执行官Jukka Rantala



Smurfit Kappa 皮特奥

通过激光扫描技术取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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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些工具，Smurfit Kappa 皮特
奥避免了在项目期间对工厂进行人
工测量的需要，并为工程供应商提
供更精确和更高质的信息作为设计
工作的基础。

Smurfit Kappa 皮特奥与
CADMATIC的业务关系可以追溯
到2000年，当时该公司购买了
eBrowser使用许可供顾问使用来
审查CADMATIC软件设计的工厂模
型。 如今，该公司拥有涵盖工厂部
分的自己的CADMATIC模型和数据
库。 一些分包商还使用CADMATIC 
CoDesigner来分发项目和主副本。

关于Smurfit Kappa 皮特奥的
更多信息

Smurfit Kappa 皮特奥是欧洲
最大的牛皮纸生产商，年产
量为70万吨。该公司成立于
1962年，是Smurfit Kappa集
团（SKG）的一部分。 SKG
是全球领先的纸质包装解决
方案供应商之一，在33个国
家的约350个生产基地拥有约
45,000名员工。 皮特奥的牛
皮纸板厂于1962年完工。最
初，其生产能力为10万吨，但
多年来在更多机械化方面的投
资下其年产能达到了70万吨。
在皮特奥，该公司是私营部门
最大的雇主。

利用激光扫描节省时间
Smurfit Kappa 皮特奥的
CADMATIC软件生态系统最新成员
CADMATIC激光扫描建模软件于
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它与FARO 
Focus 三维激光扫描仪配合使用，该
公司购买此激光扫描仪供自己的工作
人员及分包商的工程人员使用。

使用激光扫描仪生成的点云
可以导入到CADMATIC 三维模型
中，以便在需要修改时作为参考。 
Smurfit Kappa 皮特奥的项目部经理
Peder Ögren先生说，激光扫描仪和
CADMATIC软件的支持彻底改变了

位于瑞典北部的Smurfit Kappa 皮特奥是欧洲最大
的牛皮纸生产商，年产70万吨原纸用于生产高质量
的瓦楞包装。为了提高其工厂设计和改造项目的效
率，该公司投资了激光扫描仪和CADMATIC激光扫
描建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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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奥原纸仓库

项目，从而加快整个设计过程。 任
何针对设计的修改可以在三维模型
中立即且可靠地验证以确定其可行
性。 实际上它消除了做出任何假设
或猜测的需要。“Ögren说。

分包商使用激光扫描仪
一些Smurfit Kappa 皮特奥的工程分
包商也使用FARO激光扫描仪。

“我们的分包商使用激光扫描仪是

他们的工作方式，在改造和修改项目
的过程中更是如此。

“我们希望避免设计人员在工厂内
进行手动测量上浪费宝贵的项目时
间。 这不仅耗费时间，而且人工作
业可能会产生错误，而激光扫描仪
得出的测量结果可以精确到接近毫
米。 在最坏的情况下，人为错误可
能导致操作停机。 现在可以导入精
确的激光扫描信息并将其用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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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激光扫描建模软件的更多信息

CADMATIC激光扫描建模软件是一
种集成解决方案，用于无缝使用从
激光扫描仪到三维模型的数据和施
工数据。它促进了激光扫描技术在
设计项目中的应用。
• 与最常用的激光扫描设备或点云

格式兼容。
• 点云可以在设计过程中使用熟

悉的工具直接在CADMATIC中
使用。

• 在绘制新布局时轻松查看和检查
现有布局。

• 直接使用CADMATIC中的设置，
库和组件来获取正确的属性和
材料。

• 在施工期间检查设计以纠正早期
阶段的错误。

• 显著缩短调查，运行停机时间和
现场访问需求的时间。

• 快速估算变更范围。
• 活跃/非活跃过滤器提高性能。

• 减少有关现有结构的未知数和假
设数，显著减少由于空间几何形
状的精确尺寸的即时可用性而导
致的返工。

• 只需将二进制文件加载到完整
版的eBrowser中即可查看您的
项目。

激光扫描点云导入到CADMATIC 三维模型中，用于指导设计人员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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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奥成功使用了我们的激光扫描建
模软件，他们正在报告效率得到提
升。“CADMATIC高级销售经理Jim 
Nyroos说。

“我们的分包商会在需要时发布
eBrowser模型。 这是一种非常简
单有效的检查状态并对设计进行评
估的方法，因为你可以在同一个地
方看到点云和当前设计的现有模
型。“Ögren说。

越来越多的CADMATIC工厂设计
公司对激光扫描技术和CADMATIC激
光扫描建模软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
趣。 Smurfit Kappa 皮特奥就是如
何有效应用这些技术的一个很好的
例子。

“我们为与Smurfit Kappa 皮特
奥的合作以及我们多年来与他们建
立的良好工作关系感到自豪。 我们
的目标是与各领域的顶级公司建立
联系。 我很高兴Smurfit Kappa 皮

有道理的。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
以精确扫描他们需要处理的区域，并
导入点云以用于项目设计。 这也减
轻了我们方面的工作量，因此这是一
个双赢的局面。“Ögren继续说道。

使用eBrowser跟进设计流程
Smurfit Kappa 皮特奥跟进设计流
程，通过CADMATIC eBrowser审查
其分包商创建的设计模型。

“可以导入精确的激光扫
描信息并将其用于项目设
计，从而加快整个设计过
程。”

皮特奥工厂的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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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一度的CADMATIC用户会议是与
其他CADMATIC软件用户会面和交流
的理想活动，获得最新软件功能的第
一手经验，并影响和深入了解未来的
发展。

在今年的活动中，特别关注在设
计和建设项目中使用新数字应用程序
的优势，以及全新的软件界面和虚拟
现实和增强现实等用例。 信息管理是
另一个引起很多关注的重要主题。

此次活动还揭幕了CADMATIC 
FollowApp。 该应用程序允许
CADMATIC设计项目的利益相关者们
通过他们的手机方便地查看各种项目
数据， 例如管道的总长度、管道和

管件总质量以及管道数量等。 这些
数据会在预定时间从CADMATIC工厂
或CADMATIC 舾装项目自动上传到
FollowApp。 有关FollowApp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14页。

参与者还有机会体验Microsoft 
HoloLens与CADMATIC eShare之间
的集成。 Microsoft HoloLens可用于
查看CADMATIC 三维模型。 请参阅
第20页的更多信息。

除了信息丰富的演讲，研讨会和
与产品经理的会议外，活动参与者还
参加了在图尔库附近的Kankainen庄
园举行的节日晚宴。

CADMATIC用户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
2018年9月12日至13日在芬兰图尔库Joki游客和创新中心举行的CADMATIC用户会议
取得了圆满成功。 来自24个国家的近250名与会者参加了为期两天的活动。 活动包
括聚会，CADMATIC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组织的演讲，以及研讨会和晚宴。

9



Pannon 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来自匈牙利的紧凑但重量级的工程公
司。 它位于该国西部边境，是匈牙利石油工业的摇篮。 自2011年使
用CADMATIC软件以来，该公司已报告其石油和天然气工程项目的
效率和准确性的提高。

Pannon 工程
紧凑，但重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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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三维设计包
由于对三维设计的需求不断增
长，Pannon 工程从2010年开始测试
各种三维设计包。该公司的主要要
求是组织且构建良好的数据库，可
以加快他们的工程工作。 2011年，
他们选择了CADMATIC作为首选设
计工具。

“在我们成立公司之前，我们已经
熟悉了CAD方法，即使当时只有二
维方法。在Pannon 工程公司，我们
看到客户对改进设计标准的需求不断
增长，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对三维设计
的需求日益增加。“Pannon 工程的
Zsolt Hadri先生说。

Pannon工程有限公司由匈牙利跨国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MOL Nyrt的前员
工于1999年成立，该公司总部位于
匈牙利布达佩斯。该公司为石油和天
然气行业提供技术工程，控制工程和
电力供应设计。

Pannon工程的创始人在公司成立
之前就有CAD设计的历史。

由Pannon工程设计的科尼亚尔天然气储存和气体
处理站

11



气储存和气体处理站是Pannon工程
最近使用CADMATIC设计的工厂之
一，该项目于2018年完成。设计的
模块设定处理气体的碳氢化合物和水
露点，以满足管道要求。

设计的新颖性主要体现在它与传
统水平布置的对比方式上。 Pannon 
工程为设计创建了垂直布置，这是最
适合技术和空间要求的。另一个重要
方面是模块的紧凑应用。该模块由
Oiltech Ltd.应用。查看图片。

成。“Hadri先生解释道。
Pannon 工程使用CADMATIC设

计了几个较小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设
备及其子装配。

“我们使用CADMATIC来设计分离
器，热交换器，歧管和加热器橇装
置等单元，当然也可以用于一些石
油和天然气工厂，如石油接收和运
营工厂。”

储气罐和气体处理站
位于匈牙利东北部的科尼亚尔天然

“CADMATIC帮助我们更
快，更准确地工作。”

“CADMATIC在第一年就已经实现
了我们的期望。它的结构和数据库符
合我们的要求，为真正的三维设计开
辟了道路。我们使用CADMATIC设
计模块化撬装置和大型工厂。与我们
之前的软件相比，CADMATIC帮助
我们更快，更准确地工作。任何所
需的返工和一些变更都可以迅速完

运输前的Oiltech Kft工厂的水露点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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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部分是宏伟的3D环境以及非常
有效的单线图和布置图功能。我们可
以非常快速和简单地扩展数据库，也
可以快速创建材料预估清单“。

与客户互动咨询
“在与科尼亚尔项目的客户互动咨询
期间，CADMATIC是一个很好的帮
手。向客户展示屏幕上现成的技术单
元真是太棒了，这使得体验更加真
实。合同方和我们公司之间的工程工
作也更具互动性和可追踪性。我们可
以在设计阶段将3D模型发送给承包
商，这有助于我们减少碰撞。”Hadri
先生说。

当被问及CADMATIC最有用的功
能时，Hadri先生表示“CADMATIC的

气体存储和气体处理站的3D模型

Pannon 工程的首席执行官Zsolt Hadri先生对
CADMATIC在该公司提供的效率提升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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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MATIC 最近推出
的 FollowApp 移动应用
程序是最大限度地利用
移动和云应用程序开发
CADMATIC 解决方案的
结果。

该应用程序目前免费提供，允许用
户通过移动设备方便地监控关键的
CADMATIC设计项目指标。它减少
了项目进度的不确定性和新项目的成
本估算。可以将数据与之前项目中的
其他类似数据进行比较，从而使用户
能够很好地了解项目的状态。

该应用程序可从Google Play
和Apple Store下载。

可以使用FollowApp监控的项目指标
包括：项目三维模型进度，管道总长
度，管道和管道配件的总质量和数
量，管道，设备，电缆，电缆桥架和
风管。在流程设计和文档制作过程中
也可以监控管道及仪表流程图(P&ID)
的进度。这些指标会在预定时间从
CADMATIC设计应用程序自动上传
到FollowApp。

存储在云服务中
指标存储在CADMATIC提供的云服
务中。实际设计数据不会发布，对服
务的访问仅限于由系统管理员控制的
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

该应用程序让用户能够监控项目
进度，并可灵活调整所涵盖的时段和
指标。该应用程序可从Google Play
和Apple Store中下载。

CADMATIC 
FollowApp用于移动项
目监控

CADMATIC 
FollowApp简介：
• 通过适用于您的移动设备的应

用程序，将您的业务决策提升
到一个新的水平 ——准确和
最新的项目进度。

• 无论您的实际位置如何，应用
内的报告都可以提供关键项目
指标的可见性。

• 易于将项目进度与目标水平进
行比较。

• 指标存储在CADMATIC提供
的云服务中。

• 自动，预定发布。
• 在没有CADMATIC项目或许

可的情况下可以在应用程序内
访问演示数据。

• 使用该应用程序目前是免费
的。

“我们对FollowApp为客户提
供的服务感到非常兴奋。项目
经理正变得越来越移动化，无论
他们身在何处， 他们需要信息触
手可及。 FollowApp为我们的软
件用户提供这种信息，无论他们身
在何处，允许他们在必要时迅速作
出反应。“CADMATIC工厂部门副总
裁Sami Kopone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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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FollowApp监控设计项目中弯头数量

使用FollowApp监控设计项目中管道的长度和管道
及仪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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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服务（Process Service）
卓越的制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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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服务（Process Service）
是一家专注于化学和制药工
厂设计的意大利工程公司。
自2017年底以来，这家总部
位于米兰的公司已成功使用
CADMATIC进行要求严格的
制药厂设计。该公司特别满意
CADMATIC与其他软件包的集
成以及可以轻松共享和修改模
型。
根据Process Service的总经理Alessandro 
Pietra先生的说法，该公司于2017年底开始
使用CADMATIC进行新项目的管道设计。在
使用CADMATIC之前，该公司一直在寻找适
合制药厂建模的三维设计软件。

“因为我们当时不了解这个软件，考虑该
项目的重要性，使用CADMATIC是一个经过
计算的风险之举。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
值得冒的风险。“Alessandro说。

在制药厂设计中整合不同规则
在制药项目中，管道，电缆布线，空调，仪
器和电气设备，结构元件和制药墙等不同学
科的整合尤为重要。根据客户要求，可以轻
松修改工厂模型，这一点至关重要。

“使用CADMATIC，你可以自定义
模型的每个部分，并且还可以与
其他规则进行大量集成。”

流程服务（Process Service）
卓越的制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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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Process Service为Fabbrica Italiana Sintetici SpA
设计的原料药厂的三维模型

布局和设备图纸而言，从根本上显着
减少了用于建模的小时数。”

在典型的Process Service项目
中，模型的结构部分是使用另一个软
件包开发的，它被转换为IFC文件并
导入到项目中，例如带门、窗和吊灯
的药房就以这种方式完成。

开发新的管道部件
Alessandro强调了在需要时开发新管
道部件的重要性。 Process Service

“CADMATIC完美地满足了这些要
求。此外，我们还使用eBrower在工
厂开发期间共享模型，这是制药厂项
目的成功战略。我们每周与客户分享
阅读权限和非常轻量的文件，以提
供技术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工作进
展。通常在已经设计好管道和风管
时，客户会经常改变他们对技术解
决方案的看法。 在施工前能够看到
工厂的三维模型可以大大减少返工
量。“Alessandro说。

他指出，制药厂需要许多标准库
中没有的“特殊部件”。在这方面，他
对CADMATIC建模及通过正确的连
接插入定制设备的能力也很满意。

 “使用CADMATIC，你可以自定
义模型的每个部分，并且还可以与
其他规则进行大量集成。在Process 
Service，我们经常使用“CADMATIC 
什么都吃”这个形象的表达方式。能
够插入由其他技术部门开发的模型，
例如土木和结构工程，这对制药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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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可以在项目的任何阶段完
成。”Alessandro总结道。

他们欣赏的其他CADMATIC功能
时，Alessandro强调了跨规则进行碰
撞检查的能力。他指出，碰撞往往是
制药厂问题的第一个来源。

“碰撞检查工具运行良好，导入的
对象也可以使用。使用该工具，出错
的可能性非常低“。

Process Service对材料清单提取
也非常满意。

“我们可以很快地根据各种标准
提取材料清单。它不仅速度快，

与CADMATIC技术支持部门合作，
开发了两个原来标准库中没有的新
管道类。

“我们根据ASME-BPE标准开发
了卫生级管道和阀门，并根据DIN 
2848标准开发了PTFE级管道、部件
和阀门。我们从头开始为管道建模
创建组件和规则。我们现在可以为管
道，工厂和草图进行建模和提取最终
文档，成果优异。“Alessandro说。

当被问及在Process Service

关于Process Service的更多信息

Process Service由一群化学工艺学
家于1986年创立。

该公司多年来稳步发展，目前
为新的精细化工和制药厂或工厂改
造提供全面的设计服务。

该公司与客户部门合作，优化
工艺路线和工厂定义，以综合全面
的方法进行工艺设计和安全设计。

主要服务领域：

工艺开发和可行性研究
基本设计和投资成本估算
详细设计和采购
EPCM合同
施工监理
预调试
调试和启动

 流程服务工厂：

精细化工厂
API生产工厂
高效 -  API实验室和生产
工厂
无菌API生产工厂
制药厂
生物技术和发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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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MATIC客户表现出对虚拟和增强现实
技术的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通常，兴趣
并不是非常具体。新技术和硬件的发展以
及尝试新事物的愿望推动了它的发展。

eShare for HoloLens
的增强现实技术
AR技术应用于设计审查的幕后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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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Lens中，它对于宽敞的办公室
走廊来说都太大了。

最初基于“从眼到手再到大脑”概
念的建模理念随着HoloLens而变
化。

“当你在现场环境中看到设计的
实际规模时，它可以提升你的想象
力。它让您体验项目即将带来的变
化。“Mikko说。

推出CADMATIC HoloLens
该团队在2018用户大会的研讨会上
展示了新的HoloLens应用程序。当
下的反馈非常正面积极。

“很高兴看到人们有多兴奋。 我们
收集的反馈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灵感
来源。 讨论期间提出的可行案例包
括将产品用于设计评审、向相关人员
展示设计、远程人员参与项目交流、
建立过程控制和模拟、替换小规模
激光扫描仪使用的可能性、放弃使
用纸质图纸以及安装和生产说明等
等。“Mikko说。

“当你在现场环境中看到设
计的实际规模时，它可以
提升你的想象力。”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设计师也喜欢在建
造阶段看到项目，以便真正了解正在
设计的内容。它允许设计师体验实际
环境并注意到不匹配，不可行的设计
或人体工程学问题。所有这一切现在
都可以实现，而且不需要昂贵且往往
无法实现的现场勘察。即使在新项目

客户就技术和开发可能性进行了多
次讨论。

很明显，首要任务是将三维模型
上传到HoloLens以及基本的审查功
能。这些包括获取对象属性，测量距
离以及将数字模型与真实对象对齐，
即将3D模型带到AR并保持信息已经
可用于3D几何体之上。eShare服务
器被证明是最合适的平台，所有项目
数据都可集中连接在该平台。

“我们希望在2018年9月的两年一
次的用户会议上展示新的发展。首
先，与客户分享我们的兴奋，其次是
讨论可能的用例。这构成了一些时
间限制，以使其准备就绪并发布到
Windows应用商店。在此之前，我
们考虑了几个用例，这些用例是审
查新建和改造设计项目的3D模型的
典型用例。我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
识，可以为各种目的创建和使用3D
数据。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扩展我们
的想象力，可以在实际尺寸和真实
环境中看到3D模型，而不是在屏幕
上。“MikkoYllikäinen描述了导致UM 
2018的发展。

“办公室里的每个人几
乎都想在最初几天尝试
HoloLens。”

团队注意到HoloLens立刻改变了对
三维和空间的感知。例如，带有一
些管道的平台的测试模型的一部分
在设计应用程序和eBrowser中可能
看起来像一小块，但是一旦加载到

几年前，CADMATIC并未认为该技
术尚可行，但一直关注该领域的发
展。本文介绍了AR技术的发展及其
在CADMATIC中的应用，还有我们
重磅推出的HoloLens for eShare 。

2016年初推出的第一个版本的
微软 HoloLens证明了增强现实技
术看起来已足够成熟，这足以说服
CADMATIC开发人员自己尝试。当
时，购买MS HoloLens并非易事。

“在我们办公室所在的任何一个国
家订购第一套微软HoloLens都被证
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过程也
相当复杂。最终，我们设法从爱尔兰
直接向微软订购。我们希望了解它如
何适合我们的信息管理产品以及如何
扩展设计工具和技术。“信息管理解
决方案负责人MikkoYllikäinen说。

早期实验
一旦包裹到达办公室，CADMATIC产
品创建团队就开始尝试使用
HoloLens，但实际的开发早就已经
迈出了第一步：他们有一个原型版
本，允许用户在AR中看到3D模型。

“几乎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想在最
初几天尝试HoloLens。尽管可以使
用几种类似的更便宜的设备，但该技
术仍然是最先进的。看到人们戴着头
戴式耳机走在走廊里而没有立即回
应他人，这很有趣。”Mikko描述了
HoloLens到来后的第一天。

找到合适的焦点区域
最初，开发团队有很多想法如何将
CAD模型与耳机一起使用。在将范
围限制在可管理范围之前，他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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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ko Yllikäinen在2018年用户大会上向客户展示了
如何查看三维对象数据。

在增强现实中，耳机将计算机渲染的3D全息图投射
到用户的视野中，但是用户仍然能够看到他们的真
实环境，而虚拟现实头戴式耳机显示计算机生成内
容的360度视图。当用户围绕它们移动时，全息图保
持其位置不变。

Mikko Yllikäinen, Product Owne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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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是CADMATIC日常业务的一部分。
“作为一家创新型公司，我们努

力保持最新的硬件，新的编码库和
聪明而热情的人才——这些都是
CADMATIC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公
司的快速发展和对最新技术的实验，
我们欢迎年轻人才，看看什么最符
合我们服务客户的目标，并保留最
具创新性的CAD供应商。“Mikko总
结道。

批准或投入建造之前，也可以以最
现实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呈现给股东。

AR技术目前不是CADMATIC发展
计划的核心焦点。然而，开发遵循敏
捷原则，开发团队一直在寻找为客户
提供优势的新方法。

“我们专注于设计项目的解决方
案，并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建
造和生产。利用可以连接所有项目相
关数据的信息管理平台扩展传统设计
解决方案的限制，使我们的客户可

以节省时间。它确保以三维模型为
中心和以自然方式构建的数据的可
用性。它还帮助客户消除代价高昂
的设计错误。“MikkoYllikäinen解释
了开发重点。

未来 - 具有挑战性的设计限制
AR解决方案为挑战传统设计的高墙
打开了大门，真正唤醒了想象力。新
技术比以前更快，更方便地进入市
场。尝试这些新技术并选择可行的技

eShare for HoloLens –关键点

eShare for HoloLens是一款应
用程序，允许用户将Microsoft 
HoloLens 与CADMATIC eShare连
接。它在增强现实中提供全新的交
互式设计和工程体验，其中数字
3D模型存在于现实环境中。

从eShare服务器加载模型
并离线使用它们

将3D模型与现有环境对齐

从eShare或任何已连接的
系统加载和可视化对象数据

测量数字项目，数字和真实
项目之间或实际项目之间的
距离

在多用户环境中协作的共享
体验

该应用程序对CADMATIC 
eShare版本2018T3及更高
版本的用户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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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确保分布式CAD项目的保护

由于项目复杂性的增长以及对数字3D模型和建筑数据的需求不断增长，组织
的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越来越多地存储在数字项目环境中。这提出了一个关
键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护分布式CAD环境中的知识产权（IPR）？

同时访问3D模型以及通过查看器文件共享设计的能力是现代CAD系统的一些最重要的功能。这些功能是业务
驱动的：组织通常需要将部分设计工作外包给利基专家，或者利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资源。分布式CAD设计
系统的实现允许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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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分布式环境中的高价值资产
通过共享三维模型和相关数据，公司
可以访问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同时，
他们还可以获得外部知识和专业知
识。除了众所周知的并行设计工具
外，大多数现代CAD软件都能够在
分布式环境中工作，来自不同公司和
位置的参与者可以访问相同的CAD
项目数据。此过程通常由各种法律协
议和合同支持，通常包括保密协议。
这些措施是否足够，CAD在这方面
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必须首先承认CAD软件提供商不
再仅仅是设计工具的供应商。它们已
经深深植根于设计项目生命周期中创
造的价值中：CAD软件已经发展成
为知识中心。它根据各种标准，内置
设计规则和规范，预定义模块和典型
单元存储零件和配件库。

CAD在工厂设计项目和资产管理
中的作用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发展。从
知识促进或简单建模到知识共享，在
这种情况下，还有知识保护。

CAD分布式项目中的知识产权
工厂CAD软件供应商必须平衡促进
知识创建和信息共享的冲突需求以
及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监管
框架几乎没有提供帮助。例如，欧
盟CAD软件中的知识产权法规没有
为分布式CAD环境中的数据共享设
定特定条件。这使得CAD提供商能

够决定如何确保客户的知识产权得
到保护，而不会损害设计和后续资
产生命周期阶段中脆弱的价值共同
创造过程。

通过共享3D模型和相关数
据，公司可以访问其最有价
值的资产。

第一站是识别可能的信息泄漏源。近
年来，软件工具之间的接口数量增长
强劲，自然值得仔细研究。传统上，
软件供应商避免构建与其他供应商产
品的接口，正如他们试图避免披露其
数据库结构并提供对其核心数据的访
问一样。但是，IFC，JT或STEP等中
性数据格式的开发减轻了这些问题。
这些接口通常是单独许可的，可以通
过简单的管理设置轻松控制。

机械CAD也有类似的过程，虽然
这个过程非常简单。机械CAD模型“
更轻”，并且不包含工业工厂设计中
常见的拓扑数据和元数据。因此，将
机械CAD与PDM/PLM软件集成比包
含所有工程学科的完整工厂的CAD
模型更容易。

限制对项目数据的访问
用于保护敏感信息的最常用机制是

限制对某些区域或数据库部分的访
问。所谓的过滤复制为连接的站点提
供访问控制。

例如，项目中的主要设计公司可
以控制项目的哪些部分对其他参与者
可见。此过程通常很复杂，需要额外
的定义和系统设置。但是，可以从设
计者的角度来看它：使用3D空间限
制来定义区域。这种方法与设计团队
的工作分离方式非常相似。它通过将
每个区域的责任放在团队内部并仅控
制所有团队参与的重叠区域来确保设
计的完整性。见图1。

控制只读文件的内容
较少参与核心设计过程的业务经理和
其他参与者通常利用三维查看器来访
问设计功能。 这些文件包含有限数
量的数据，不会造成巨大的知识产权
风险。 然而，在特定领域中使用的
设计解决方案可能被视为设计公司的
宝贵资产，应予以保护。

如前所述，过滤后的复制过程可
用于将特定站点上的只读文件的内容
仅限制到选定区域。 还可以限制查
看器文件的有效性以提供额外的安
全层。 设计所有者通常需要在设计
和施工阶段通过3D虚拟绕行访问，
但希望在项目完成后限制对整个模
型的访问，以避免复制他们的设计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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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设计模型

图1.过滤复制：如果公司希望分包商只能访问他们的项目部分，现在就可
行。 分包商A在副本A区域工作，分包商B在副本B区域中工作。

分包商A的访问仅限于A区

复制模型：区域A

区域B

区域A

仅复制
区域B

复制模型：区域B

分包商B的访问仅限于B区

仅复制
区域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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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MATIC的知识产权方法
CADMATIC的分布式设计解决方案
是基于以数据库为中心的智能客户服
务器系统，可在数据库服务器系统
托管的主数据库和副本数据库中高效
存储三维工厂模型，文档和组件库。

始终确保项目数据的完整性和安
全性是最重要的。在全球分布式项目
中，数据通过在线网络（例如安全的
互联网连接）在远程设计站点之间以
设定的间隔更新，或者简单地在电子
邮件附件中交换文件。

CADMATIC提供过滤复制以保护
知识产权。如果公司希望分包商只能
访问他们自己的项目部分，无需额外
的许可或工具即可实施。项目复制
设置可以包括通过基于三维框选择
的三维对象的过滤器。这样，远程
设计团队只能访问其任务所需的三
维模型部分。

通过过滤复制，分包商只能访问
项目的指定区域，并且无法发布整个

项目的只读模型。创建图纸时，可以
使用图纸蒙版框来限制图纸视图中的
可见性。完全位于遮罩框内的对象不
会在图纸视图中显示。部分位于遮罩
框内的对象会在可视化中被剪切，并
且框内的部分对象将不可见。只读文
件的到期日提供了在完成后访问设计
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控制，这确保了过
期文件将不会被使用。

CADMATIC易于设置的复制
机制，无需额外的模块或费
用，可提供有效的工具来保
护三维设计的知识产权。

CADMATIC为所有用户提供易于设
置的复制机制，无需额外的模块或
费用，以及保护三维设计知识产权
的有效工具。

结论
在设计项目期间和之后增加的数据共
享，以及软件产品之间不断增加的集
成，增强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 
提供有效的机制来保护分布式环境中
的知识产权并确保根据访问权限进行
数据过滤是不可协商的。

在CADMATIC，我们开发了一些
工具，使设计所有者能够有效地控制
对其设计的访问，从而保护他们最
重要的资产。 过滤复制技术的使用
是CADMATIC分布式设计解决方案
的核心组件。

本文是Ludmila Seppälä（MSc，MBA）
在2017年新加坡第18届国际造船计算机
应用大会（ICCAS）上发表的论文的缩
短版本：“保护分布式CAD环境中的知
识产权”。

图2. 三维模型中的可视否定框 - 复制分布式项目中
的受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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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MATIC
Linnankatu 52

20100 Turku, Finland

 +358 2 412 4500

sales@cadmatic.com

www.cadmatic.com

www.cadmatic.com/contactus

CADMATIC的总部位于芬兰的图
尔库和荷兰的格罗宁根。

我们在澳大利亚，中国，匈牙利，
印度，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
西班牙和阿联酋都有工作人员。

我们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15个国
家/地区拥有经过认证的经销商和合
作支持伙伴。我们不断增长的客户
群包括58个国家的1000多个客户
组织。

电话

CADMATIC是船舶和海洋工程，流程工业和能源工业领先的3D设计和信息管
理软件开发商和供应商。

CADMATIC全球办事处，请参阅

芬兰

CADMATIC 中国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2025号
1808-09室
邮政编码：200235
电话：+86-21-69910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