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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即正确：在方案阶段优化设计

在产品规划和方案设计阶段即做出正确选择——奠定成功设计、
开发和制造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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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近年来，借助于CAE技术，详细设计过程已得到极大的改进，但在概念设计阶段仍然存在明显的提升空间。在开发初始的关
键时期，产品规划和目标设定时，首先要保证设计质量和精确性，其次是速度和评估最佳概念设计方案	——	上述这些关键
因素联手作用、缺一不可，推动产品设计最终成功。如果在概念设计阶段决策失误，后期的修正工作将困难重重且代价巨
大。这也意味着高质量的概念设计在整个开发过程中至关重要，它是保证项目顺利高效进展的关键。然而，在传动系统开发
过程中，某些严重的缺陷和失之交臂的机会往往发现得太晚，最终难以修正。更糟糕的是，这些问题很有可能在产品已经投
入市场后才暴露出来，将遭受昂贵的质保损失。

更早地发现、探索并解决问题正是Romax“首次即正确”理念的精髓所在。在设计初期即应用强大的建模和分析软件，辅以
改进的工作流程，着眼于关键问题，在多约束条件中获取平衡，提供更有建设性的决策，帮助客户开发更高质量、更具创新
性的传动神品，以更低的成本将其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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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关注重要的设计问题

想仅用几秒钟的时间优化齿轮速比而
不是几天？需要更早地根据精确的轴
承力确定箱体设计？那么，概念设计
即为您真正的创新阶段。简而言之，
在设计开发中尽早使用“首次即正
确”方法，将使您更加专注于准确、
高效的概念建模和分析工作，辅之以
优化后的设计流程，您将大大降低出
错的概率，以更低的开发成本获取更
高的产品质量，以更先进的可视化与
协同合作促进创新，使设计风险得以
有效控制。

创新蓝图

概念设计为传动系统工程师、设计
师、分析师提供真正的创新蓝图。此
前设计经验的积累，配合先进的现代
制造能力，即形成完整的设计空间。
所以，为什么您还踯躅不前？拥有先
进的虚拟仿真技术，一切皆有可能。
从此开始，每一项决策都伴随着约
束、风险或利益。这也是为什么通过
分析得到的验证结果显得如此重要。
然而近年来的现实情况是，在产品规
划和概念设计阶段，大部分公司仍未
拥有更加严谨、恰当的建模、分析和
决策方法。	

提早关注重要的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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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 减少重复工作并加速推向市场：快速有效地评估更多的设计方案
• 提高精度：消除多软件间重复录入数据而导致的错误
• 更加高效，助您做出明智决策，减少对专家资源的依赖
• 零件选型和尺寸计算转化为专业工具模块，不再需要手工计算（如Excel表格）



通往成功之路的壁垒

若分析工具在产品规划和概念设计阶
段存在局限性，则意味着许多问题和
错误只能在后期浮出水面，即详细设
计、样机测试、甚至量产阶段。后期
的修缮工作，尤其在质保期内，将会
导致高额的成本。尽管有些错误只能
在晚期才会出现，但大多数错误可以
在设计早期发现并解决。

零零散散的方法

概念设计通常由最具经验和能力的工
程师主持，但是大多公司没有系统的
方法。在概念设计阶段，设计师已应
该考虑和平衡设计问题，如：轴和齿
轮的布局、中心距、齿轮和轴承的尺
寸、箱体的载荷、接口尺寸的限制、
加工工艺和NVH性能等。

如今，这通常意味着要使用更广泛的
离散化系统、过程和特定的方法，从
电子表格计算转变为计算机辅助设
计——大量的迭代计算。这样的方法
在数据交换时难免会遇到瓶颈，因为
大量数据在转换时会频繁出错。除了
组织中的零散过程，这些瓶颈甚至在
主机厂、整机制造厂、零部件供应商
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产品开
发过程中他们之间会频繁进行数据交
换。这里我们再次看出由封闭而暴露
出的局限性。现代技术和先进的工具
将会弥补这一切，在概念设计、CAD
和详细设计工具之间实现开放数据交
换至关重要。

规避风险的设计：沉闷的创新？

另一方面，概念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在
尝试创新时会变得小心谨慎，目的是
减小后期的失效风险。然而这限制了
工程师们的设计潜力。事实上，更长
的开发周期意味着高成本。除此之
外，规避风险的设计方法通常还会在
一定时期内导致极低的创新产出，而
与此同时，一些低成本、高可靠性、
高效率、极具创新的竞争产品正与日
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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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初期的分析和仿真会使得90%的
产品满足质量和成本目标，并按时投
放市场。” - Aberdeen Research。

2010年，一家名为Aberdeen的机构
在一个项目中研究：产品开发初期进
行仿真工作在设计、运营、工艺上带
来的效益。这项调查表明，设计初期
的分析和仿真工作会使得90%的产品
满足质量和成本目标，并按时投放市
场。而且，许多设计问题得以避免，
可降低6%的生产成本，在投入市场的
前两年即有超过15%的利润提升。若
这些问题在设计后期才发现，相应的
修正工作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导致
高昂的费用。

信息要素：尽早建模、准确建模

Aberdeen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与
Romax工程师、客户的经验高度一
致。道理很简单：在未来的传动系
统设计开发中，能够促成机遇和成
功的关键元素恰恰是那些在当前概
念工程方法中代表主要缺陷的关键
元素。比如，在设计过程中，如何处
理零碎和封闭的方法带来的一系列
瓶颈。Romax工程师们已经证实了将
CAE工具链应用在概念设计阶段的有
效性和恰当性，这将成为创新的激
励，更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利器。这种
方法对产品质量带来良性的连锁反
应，延伸至后期的开发和制造阶段。
根据这些关键指标，如：质量、性能
和成本等，工程师们可以更好地评估
和优化设计方案。	使用专业工具的能
力尤为重要，通过统一的集成平台交
流思想、共享设计和结果数据，不仅
支持协作创新，而且降低由于单独分
析而导致的风险。

更早关注：产品规划和目标设定

在设计工作初始阶段就应用这种系统
方法意味着工程师和设计师们将更加
自信，产品的目标、规格、设定将具
有竞争力、挑战性和创新性，同时保
证符合实际要求，平衡关键的约束条
件，如：质量、性能、鲁棒性和制造
成本等。在产品规划和目标设定阶段
使用强大的分析仿真方法，可实现更
多的鲁棒性和复杂性对比，例如，
新、老方案的对比、与竞争对手产品
的对比。产品的规格参数能够以一
种更加智能化和多样化的方式进行优
化，甚至在正式设计开始之前，已经
设定了潜在的优化目标，设计出高质
量、高创新、富有竞争力的产品。

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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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工具

首次即正确：在方案阶段优化设计

CAE和CAD：二者孰为先手？

在接近设计定稿时，CAD模型的频繁更改将成为产品几何参数和设计数据交换的基础；概念设计出现在模型建立
之前，或者尚未达到允许使用模型的阶段之前。一些公司倾向于在概念设计前使用CAD工具建立概念设计的几何
参数，然而这样的方法存在较大的风险，因为很有可能您锁定的设计并不是最优的方案。基于在概念设计阶段的
仿真分析得到的结果，构建初始的CAD模型更合乎精确度要求。

在大型公司在，还存在很多其他可能倾向于首先使用CAD建模的原因。但无论哪种情况，提供一个集CAE和CAD
于一体的平台，在概念设计、CAD和详细设计工具之间无缝对接数据交换，将是至关重要的竞争条件。这种方法
促进了CAE、CAD和其它的外部或内部设计工具之间数据交换的可靠性、有效性。通过这种方式，“工具链”能
够支持更多的创新设计工作，同时支持有效的数据共享和更高效的协作，而且也不会与合作者产生工艺冲突。

手动变速器

培养建模和分析专家通常十分很困
难，而且其费用较高。理论上讲，这
些高级技术人员应集中精力处理最重
要、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如今，不断
进步的分析方法和CAE仿真软件已变得
非常强大。然而，专业人员的技术水
平和专业技能却在下降。这意味着，
由于分析技能和动手能力有限，新一
代的设计师们将更多依赖于智能化的
设计工具。

如今，项目中的分析工作通常由专业
团队来完成。然而，通过专门的团队
处理所有分析需求也必然会带来开发
流程上的瓶颈，且会妨碍创新。在更
快的设计节奏下，快速迭代和分析设
计、布局、接口尺寸至关重要，更多
的基础分析和仿真应由设计工程师直
接完成，而不是转交给专门的分析团
队。可通过同时适用于设计和分析工
程师的CAE工具来实现此目标，设计
团队在概念设计阶段使用此工具，而
分析专家在高级分析时使用。

此方法的另一特点是能够确保管理策
略积极地促进改善各部门间的合作与
交流——必要时还可扩展到第三个部
门，由灵活开放的技术平台作支撑，
促进简单安全的数据共享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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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软件是由工程师和设计师
开发，其初衷是让用户能够快速高效
地建立齿轮箱、变速器或传动链模
型，并采用系统方法来分析传动链的
性能。CONCEPT能够更快地进行系
统布局设计和零件选型、校核，与
RomaxDESIGNER无缝对接，实现“
首次即正确的”的设计理念。

提升概念工程的有效性

CONCEPT软件的特点是易用性，例
如：拖拽式操作可以让经验丰富的工
程师快速高效地访问不同的设计选
项，同时，内置模版可以帮助经验较
少的工程师快速判断设计方案的适用
性。利用同一个模型，即可计算耐久
度、噪声、效率等性能。其功能如
下：

车辆性能仿真

• 预测车辆性能
• 确定齿轮箱的最优速比满足设计

性能要求

轴承力计算、推荐轴承选型

• 内置世界领先的轴承供应商数据
库

• 预测传递到箱体上的轴承力
• 轴承选型工具为您推荐合适的轴

承
• 允许在在设计早期进行轴承选型

详细齿轮设计、制造和校核

• 优化速比以满足设计性能要求
• 向导式详细齿轮参数设计和分析

方法
• 丰富的齿轮设计工具，包括：直

齿轮、斜齿轮、行星齿轮
• 自动齿轮优化功能

成本、效率、耐久度和NVH评估

• 用户定义的模型来计算单位成本
• 齿轮和轴承耐久度计算
• 在设计早期评估系统NVH性能

实现方法

GKN公司的设计和产品必须达到“首次即正确”才能满足市场竞争的要求。Romax帮助我们实现，我们也因此能够

持续改进方法和产品，让客户满意。	 
Theo Gassmann, GKN	传动链公司高级工程副总裁



加速设计和开发——Romax助您提升业绩

我们的角色是帮助您改变现状：提供完整的“首次即正确”方案、专家意见、最好的行业实践经验、高级仿真软件、工程服务，解决

您面临的工程挑战和流程困扰。

Romax总部位于英国诺丁汉，在欧洲、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和印度设有12家分公司，其全球250名员工，为超过220个客户提供

专业技术服务。作为国际一流的工程技术和服务公司，Romax帮助客户解决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特别是降低开发周期和成本，提高利

润、可持续发展。

通过与世界知名的设备制造商、供应商、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合作，我们的研发能力持续提升，始终保持在世界领先水平。

CONCEPT RomaxDESIGNER Dynamic FUSIONCAD FUSIONCONCEPT RomaxDESIGNER Dynamic FUSION

产品规划

设计咨询 & 技术支持

“首次即正确”解决方案

CAD FUSION

经过实际工程验证的完整分析工具和平台
用于优化设计、缩短开发周期

对变速器或传动链进行快速建
模分析，完成系统布局设计和

零部件选型和强度校核。

实现CAD和CAE软件数据之间的
智能联接，使快速一体化设计

成为可能。

针对变速器和传动链的详细仿
真分析，实现最优化性能：耐

久性、效率、NVH性能。

快速建立传动链的多体动力学
模型，实现智能准确的多体动

力学分析。

生产

战略咨询、工艺改进、设计开发、高级分
析、测试、解决疑难问题——快速开发高

质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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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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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100027

中国	-	重庆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未来国际大
厦17-4

For more information

为您的业务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动力及
解决方案

17-4 Room Future International 
Mansion Guanyin Qiao Plaza 
Jiang Bei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 
4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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