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概述

KMW Engineering GmbH (KMW) 总部位于德国克
林根塔尔，自 1997 年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稳步增长。

克林根塔尔基地致力于开发和制造面向塑料制造
商的焊接和清洁机械以及面向汽车制造商的冲压、

铣削和成型系统等专业机械。KMW 在德国荷姆布
瑞奇有一家分公司，专门开发和制造专业机械、自
动化和机械手解决方案，如面向汽车供应商的粘
合、夹持和操纵系统。KMW 的工程师具备机械、电
子和编程方面的技能，可以处理完整的生产链的所
有流程。因此，汽车供应商行业中的大型公司都属
于 KMW 的客户。

为了把 KMW 多年来累计起来的、系统性不够的
存档数据实现结构化和系统化，荷姆布瑞奇的
团队对一系列的  PDM 解决方案进行了进一步
研究。他们最终选择购买和引入 Autodesk Vault 

Wo r kgro up，并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

Autodesk Vault PDM 软件的实施和培训仅需一天。

此外，Vault 软件吸引他们的还有其简单易用的特
性，以及可以节省设计和生产的时间和成本。

挑战

KMW Engineering 的开发人员一直使用 Autodesk 

Inventor 作为其设计工具；其位于克林根塔尔的主
基地使用了七台 Inventor 工作站，其荷姆布瑞奇

分公司有五名设计师使用 Inventor。在荷姆布瑞奇
的团队去年开始考虑改善这种状况之前，历年累积
的数据量已经很庞大了。只有长期员工才能理出头
绪，新同事的困难更大。

Robert Popp 是荷姆布瑞奇基地的设计主管兼 CAD 

经理。根据以前的工作经历，他知道 PDM 系统有哪
些特性和优势。因此，他非常希望能够引入一个数
据管理系统，构架和规范非系统性的设计数据存储
（这些数据多年来在 KMW 一直保持有机增长）。

在 Autodesk 专家的帮助下，Popp 调查了设计部门
的情况，并将确定弱点作为目标，以便能对数据管
理系统的潜在优势进行量化。分析提供了许多可以
证明 PDM 软件价值的证据以及可能实现的节省。

Popp 解释说：“过去我们必须依靠个人用户的想法
和知识。如果该员工生病或休假了，我们就会遇到
问题，损失时间。由于无法快速访问现有数据，完
全相同或类似的零件经常以不同的参数并行生产。

我们有一个与项目相关的存档结构，但我们对已购
标准零件的系统性重复使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而无法确保生产的合理化。过去，我们不仅要忍
受重复数据存储和冗余设计数据，还要容忍冗余
生产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成本。我们希望可以根除这
些弱点。”

KMW Engineering 优化了产品
开发流程
Autodesk® 的 PDM 解决方案可帮助提
高数据安全性和效率。

KMW Engineering GmbH

客户成功案例

Autodesk® Vault Workgroup 
Autodesk® Inventor®

我们工作效率的提升可
以证明，Autodesk Vault 
Workgroup 在任何情况下
都值得购买。今后只要在
所有领域进行扩展和深
化，就能让收益加倍。 

—Robert Popp
 设计主管兼 CAD 经理
 KMW Engineering GmbH

窗台的工装夹具 — 图片由 Feige GmbH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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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KMW Engineering 研究并评估了市场上的许多替
代解决方案。最终，他们决定购买并引入 Autodesk 

Vault Workgroup。这款解决方案的成本十分明确。

各项功能可满足该公司的需求，并且其可升级的特
性确保了它能够应对未来可能的需求增长。未来集
成至 ERP 系统、跨基地（如克林根塔尔和荷姆布瑞
奇）交互或系列产品的使用需求（如克林根塔尔所
使用的）等标准在此发挥了作用。

PDM 软件 Autodesk Vault 于 2011 年 1 月引入。实施
和培训仅用了一天时间。前半天时间用于安装和管
理员培训，后半天时间用于用户培训。大约三个月
后，还用一天做了进一步的培训和讨论。这样可以
更加深入地探讨各个主题，并可以讨论未解决的问
题，同时对解决方案进行说明。

更高的安全性 — 更低的成本

与此同时，数据管理将成为常规流程，该软件的
优势也可以轻松显现出来。Popp 解释说：“搜索
现有零部件和设计变得更容易了，查找类似零件
的速度更快了。这可以让我们减少设计工作量，

因为可以使用现有的零件。在生产过程中，这将
有助于提升预生产或小规模系列生产的价值。应
用程序参考很有用。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更改零
部件之后的效果。”

可以通过 Vault Workgroup 中的用户管理工具为所
有用户分配特定的访问权限。设计人员自然比采购
或生产部门的同事拥有更广泛的访问权限。该设
计主管解释说：“我们使用检入/检出功能为设计
过程中的员工保留其设计。只有在检入之后，其它
同事才能重新访问该设计。这样可确保设计人员不
会覆盖其它同事当前的设计数据。”在调整数据管
理的过程中，KMW 开发人员改进了其项目列表。

Popp 说：“我们现在可以使用 Inventor 软件，完美
地自动生成从项目列表到订单列表在内的一切，因
为所有数据都在 CAD 系统中。由于项目列表一直
是手动绘制的，直到最近才变为自动，因而需要一
段时间才能习惯。但是，该软件的优势很明显，每
个人都很信服。”新系统能够自动发布图纸编号，以
确保其唯一性；开发人员不再需要有人来管理编号
的分配。Popp 解释说：“我们必须要应付一个小缺
点：我们曾使用的‘有意义’的编号以及按编号分
配项目的方法已经不复存在了。”

划算的投资

在初步熟悉，花时间进行项目列表组织迁移和数
据管理之后，设计师认识到了新系统的优势。

Popp 表示：“Vault 软件使用起来很简单，我们
现在已经对它很熟悉了。生产部门的同事也都是
一片赞扬：他们现在可以获得通过公司网络读取
和访问所有图纸数据，无需进行耗时的搜索，并

且可以使用 DWF Viewer 查看它们。甚至客户的图
纸也是以电子格式存储在系统中，很容易查找。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引入 PDM 软件的成本与预期相差不多。该设计主
管说：“我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作效率
的提升，这证明，这笔投资是绝对正确的。今后只
要在所有领域进行扩展和深化，就能让收益加倍。

我们已经决定在克林根塔尔基地也使用 Autodesk 

Vault Workgroup。”荷姆布瑞奇的经验将有助于克
林根塔尔基地的快速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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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现有零部件和设计变得更容易了，查找类似零件的
速度更快了。

Vault 软件使用起来很简单，我们现在已经对它很熟悉了。
我们生产部门的同事现在可以通过公司网络读取和访问
所有图纸数据，无需进行耗时的搜索，并且可以使用 DWF 
Viewer 查看它们。甚至客户的图纸也是以电子格式存储在
系统中，很容易查找。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Robert Popp
 设计主管兼 CAD 经理
 KMW Engineering GmbH

CAD 扰流板的粘合系统 — 图片由 Feige GmbH 提供

窗户的焊接和清洗线——图片由 Feige GmbH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