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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如果你不能很好的分析设计数据，就不能更好的优化和制定战略，你需要获得充分的信息

和有效的分析结果以做出及时的决策来提高效率、节省成本。本课程探讨 Vault 数据管理

分析洞见与移动访问的现在和未来，涵盖 Vault 新发布的分析功能和近期即将发布的解决

方案，主要介绍以下三个方面：1. 新发布的基于形状搜索的设计查重和总体状态分析。2.

预览版下一代轻量级 Vault, 使用 Web 浏览器访问读取数据、管理查看文件历史记录, 状态

一览表等等。3. 新发布的手机移动终端 app 解决方案，让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查

看和管理你的设计文件。 

 

讲师 

Olivia Chen 

Olivia 加入 Autodesk 设计与制造产品 4 年，曾负责 3D 查重搜索、衍生式设计、仿真体验

设计等。在此之前的 3.5 年，她为 Honeywell 智能楼宇产品线提供不同平台的端到端解决

方案。 

Tang Pual Quek 

Paul 是负责 Vault 产品系列的首席用户体验设计师，在过去的 5 年中，他一直工作在

Vault 产品上。 

Gerald Chin 

Gerald 在 Autodesk 工作了 4 年，担任用户体验设计师，主要负责 Vault 网页端和手机移动

端的体验。 

Limin Chung 

俐敏是 Autodesk 的一名交互设计师，4 年前至今主要负责 Vault 客户端和插件的用户体

验。 

学习目标 

了解Vault如何帮助公司发现重复零部件设计的情况，帮助设计师更快地查找重用替

换设计，减少下游支出 

了解下一代轻量级的Vault如何帮助您一览全局状态，浏览器访问读取数据、管理查

看文件历史记录等等 

了解Vault手机移动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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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ult 数据管理分析洞见与移动访问的产品故事和使用方法 

人物介绍 

亚当 Adam：CAD 管理员 

艾米莉  Emily： 工程经理 

丹尼 Danny：设计工程师  

肖恩 Shawn: 车间工人 

 

背景介绍 

在一间公司， 一共有 40 名工程师，有两个办公地点 和 3 位外部承包商。基本上，团队有

20 万个 CAD 文件和 10 万个项目。每个月创建并添加 6 千个 CAD 文件和两千 2000 个项

目。  

一．查重数据分析洞见与查重搜索 

1.1.1 管理员的困境 

亚当是管理员，负责 Vault 客户端设置。 

现状: 新建一个部件不仅仅关乎设计时间， 更多的是用来重复记录、验证、生产和管理相

同的部件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 

85%新设计是基于某些现有设计完成的。因此，他认识到复制设计已被许多机械工程师广

泛采用。但亚当要如何帮助公司发现重复零部件设计的情况，并且帮助设计师更快地查找

重用替换设计，减少下游支出呢？ 

1.1.2 管理员的诉求 

“作为我工作中的一部分，我需要帮助公司发现零部件设计的重复情况，并且帮助设计师

更快地查找重用替换设计，减少下游支出。” 

 

1.1.3 重复数据分析解决方案 

亚当只需要设置定义团队成员可以搜索的范围, 然后过程当中,任务管理器会负责,提取历史

的数据 和新的文件会在检入的时候提取特征数据。 

1.1.3.1 建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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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建立索引 

 

可以指定要包含在重复项搜索范围中的文件夹。只有管理员和配置管理员有权配置重复项

搜索设置。  

注意： 禁用“重复项搜索”并再次将其启用时，仅会对先前失败的零件（而不是指定文件

夹中的所有零件）重新建立索引。 

 

详细步骤 

 

1. 在“Vault 设置”对话框的“文件”选项卡中，单击零件的“几何体重复项设

置”部分中的“配置...”。 

2. 确保已选中“启用重复项搜索”框。 

注： 默认情况下，对于新 Vault 和现有 Vault 已启用重复项搜索。 

重要信息：当您禁用重复项搜索时，将删除以前已建立索引的数据。如果重新

启用该功能，需要为数据重新建立索引，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取决于已

建立索引的零件的数量。 

3. 选择文件夹。选定文件夹中的零件将会建立索引并包含在重复项搜索中。 

注： 在选择中将自动包含子文件夹。 

4. 单击  以添加文件夹。如果您没有一个或多个选定文件夹的访问权限，请

与您的管理员联系以获取帮助。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zh-hans/support/vault-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20/CHS/Vault-Admin/files/GUID-8F4DB243-C693-4166-84D0-1A1D91153756-ht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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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需要，请单击  以删除文件夹。 

注： 如果删除文件夹，所有已建立索引的数据也将随之删除如果重新启用该

功能，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为数据重新建立索引。 

6. 单击“确定”开始建立索引。您可以在重复项面板中查看有关重复零件的数

据。 

 
 

1.1.3.2 重复项面板 

为文件建立索引后, 亚当可以在 Vault 客户端中，单击“重复项面板”查看重复零件数

据。面板中包含 重复零件数据, 索引数据 

 

在“重复项搜索设置”对话框中指定的文件夹已建立索引时，数据才可用。 

 

详细步骤 

 

1. 若要访问该面板，请从 Vault Client 的导航窗格中单击“重复项面板”。 

2. 查看有关重复零件和已建立索引的零件的数据。 

3. 单击  可刷新“重复项面板”中的数据。 

有关讯息/说明 

查看重复项报告 单击该选项可显示重复零件的报告。您可以将其

导出为 Excel、PDF 或 Word 格式。 

重复项概述 显示已建立索引的零件的概述 

已建立索引的重复

项总数 

显示指定文件夹中相同形状的重复零件的数量。 

已建立索引的数据

概述 

显示已建立索引的零件的概述。 

已建立索引的零件

文件数量 

已建立索引的指定文件夹中的 Inventor 零件文

件的数量。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zh-hans/support/vault-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20/CHS/Vault-General/files/GUID-2508C93A-437D-4F97-B97A-BF1027C28839-htm.html
https://knowledge.autodesk.com/zh-hans/support/vault-products/learn-explore/caas/CloudHelp/cloudhelp/2020/CHS/Vault-General/files/GUID-C1797A3C-D1EC-4D82-A88D-0EBC30B11EBD-ht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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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索引的零件

文件总数 

要建立索引的指定文件夹中的 Inventor 零件文

件的数量 

Vault 中的零件文

件总数 

显示 Vault 中 Inventor 零件文件的总数。 

重复率 表示重复零件的数量除以指定文件夹中的零件文

件总数。 

 

 

 
1.1.3.3 查看和导出报告 

详细步骤 

在“重复项面板”中查看数据后。亚当单击“重复项面板”右上部分中的 “查看重复

项报告”, 将显示一个报告，可以将其中显示的重复组和零件，导出为 Excel、PDF 或 

Word 格式转发给大老板和工程经理们。 

大老板意识到公司重复零件情况的严重性，要求工程经理们予以重视，针对手上正在进行

中的项目及时处理重复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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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设计经理/审阅人的困境 

艾米莉是工程经理，也是 A 项目的审阅人。 

她面对 A项目里几千个设计零部件，怎么查？她查到绝望。 

1.2.2 设计经理/审阅人的诉求 

“作为我工作中的一部分，我需要在审阅的过程中识别由内部或外部的设计师们创建的重

复的部件，并把结果告诉相关的机械设计师。” 

 

1.2.3 查重搜索解决方案 

有了查重搜索，艾米莉只需要一键对整个装配进行快速的检查。 

o 步骤 

1) 指定要搜索的输入几何图元 - 选择零件、部件或子部件。 

2) 在 Vault 工具栏中单击  “查找重复项”。 

3) 可选：选中“检查资源中心零件”框，以在搜索重复项期间检查部件中的资源中

心零件。 

4) 可选：选中“检查已发布的零件”框，以在搜索重复项期间检查部件中已发布的

零件。 

5) 单击“搜索”。 

6) 查看搜索结果。对于装配部件，其中有重复形状的零件都会显示在总结性的列

表页面。 

发现了这些重复组之后，艾米莉截了个图，要求她团队中的设计师丹尼清理并重用已有的

设计。 

 

1.3.1 设计师的困境 

丹尼是 A 项目的设计师之一。设计师有个公开的秘密：新建模一个部件比搜索来的快。

他不知道数十万计的 Vault 数据里哪一个是对应的重复件，还有很多设计曾经是外包出去

的。 

当输入一个关键词搜索“衬套”，他搜到了数以百个包含这个关键词的文件，在这个成百上

千的文件里，怎么才能找到那些完全一样的形状？ 

他毫无头绪。。。 

1.3.2 设计师的诉求 

“我想继续拥有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自由的设计，同时我想要在最终发布之前知道有没有

可用的重复的部件并且进行快速的替换。” 

1.3.3 替换重复零件解决方案 

1.3.3.1 结合属性与形状搜索对整个装配进行查重 

丹尼进一步调整了搜索的范围，结合属性与形状搜索。在这里可以快速的设置除了形状相

同外是否需要材质也相同，是否需要包含镜像的零件、精确匹配以及其他自定义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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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实际搜索重复项之前或在搜索之后指定过滤器。所有过滤器将自动保存，以供下一

次搜索或检查下一组时使用。 

步骤： 

一．在搜索之前设置结果过滤器  

1. 查找重复零件。  

2. 如果需要，请选中“与输入几何体相同的材料”框，以仅过滤具有相同材料的重复

项。  

3. 单击“高级过滤器” 

4. 在“设置过滤器”对话框中，指定应用于选定部件中所有零件的过滤条件，然后单击

“确定”。  

5. 在“查找重复项”面板中单击“搜索”。  

6. 单击 “设置过滤器”以更改过滤条件。 

二．在零件搜索后设置结果过滤器  

1. 查找重复零件。  

2. 选择一组重复项。  

3. 单击 “设置过滤器”。  

4. 选择所需的过滤器。  

• 与输入几何体相同的材料：仅过滤具有相同材料的重复项。  

• 精确匹配：在过滤器中包含精确匹配结果。注意：如果选中该选项，可能需

要一些时间才能显示过滤后的结果。  

• 包含镜像零件：在结果过滤器中包含镜像零件。  

5. 单击“应用”。  

6. 如果需要，设置其他过滤条件。单击“高级过滤器”。  

7. 更改过滤条件时，结果会在“查找重复项”面板中自动更新。  

三．在部件搜索后设置结果过滤器  

1. 查找重复零件。  

2. 单击 “设置过滤器”。  

3. 在“结果过滤器”区域中，选择所需的过滤器。  

4. 如果需要，设置其他过滤条件。单击“高级过滤器”。  

5. 请注意，当您更改过滤条件时，其他组的结果数量不会自动更新。单击 “刷新”

以更新所有组的结果数量。  

提示：为节省时间，可以单击其他组的结果以查看结果详细信息。单击“刷新”以更新每个

组的结果数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1.3.3.2 查看对比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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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上出现了很多结果怎么样才能快速的查看属性呢？不用担心，有多种方法。 

• 方法一：切换成表格模式来快速对比最主要的的属性 

 

 详细信息视图 

 

 
方法一、详细信息视图 

o 小提示 

1) 可以把查重面板吸附到侧边或 Inventor 的底部 

2) 可以单击标题对某一列属性进行排序调整 

• 方法二：显示详细信息 

显示有关零件的详细信息，例如版本数或使用位置。 

• 方法三：打开 

单击搜索结果零件旁的  ，在 Inventor 中打开选定的零件。 

• 方法四：装入结果 

单击搜索结果零件旁的  ，将选定零件放置到激活的部件。 

• 方法五：转至 Vault 

单击搜索结果零件旁的  ，在 Vault 中打开选定的零件。 

 
方法二、方法三、方法四、方法五 

 

1.3.3.3 直接替换结果 

步骤： 

1. 执行搜索以查找重复零件。 

http://help.autodesk.com/view/VAULT/2021/CHS/?guid=GUID-1AF4571B-142A-40A3-BBBD-E3DF3B49E6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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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搜索结果”列表中选择搜索结果组。 

3. 单击所需零件旁边的  按钮。 

4. 从菜单中选择“全部替换”。 

如果在部件或子部件内执行了搜索，则选定部件或子部件级别以及内部的所有子级

别的所有零件引用都将被替换。 

如果对零件执行了搜索，则选定零件所属的部件及子部件级别的所有零件引用都将

被替换。 

并非所有搜索结果都是完全相同的重复项（单击此处可查找有关重复零件的定

义）。系统会显示一条消息，确认您是否要将不完全相同的重复项替换为建议的搜

索结果。 

注： 并非所有实例都必须替换。 

5. 系统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已替换了多少实例。 

 

 

1.3.4 大功告成，通过审核发布 

设计师丹尼把文件的状态由”正在工作”改为“审阅中”。工程经理艾米莉审阅后把这个零

件发布了，交由工艺工程师肖恩准备工艺文档。 

 

 

 

2.1 丹尼和肖恩的痛点 

以前，丹尼必须下载相关数据，通过电子邮件把不同的数据链接共享给肖恩，只是为了通

知他即将发生的变化。 

   

不仅如此，肖恩必须安装 Vault 客户端，从电子邮件中打开数据链接来了解即将发生的变

化。 在检查了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之后，肖恩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决定告知艾米

莉。 

 

2.1.1 肖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肖恩只需要在他喜欢的网页浏览器中输入他的轻量级网页版 Vault 的地址. 

例. http://172.16.81.100/AutodeskTC/VaultDemo/Login  

 

肖恩转到“文件”工作区，然后导航到其中一项更改。为确保更改正确，肖恩将启动特性网

格.他就可以找到所有丹尼更改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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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点击进入到详细信息页面中的视图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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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Vault Mobile App 序幕 

为了在批准之前启动变跟单流程，肖恩创建了变跟单。通过 thin 

client，肖恩可以轻松地将链接发送到艾米丽，并轻松启动变跟单流程。 

 

3.2 痛点 

最初在Vault 

Mobile之前，艾米丽会担心与工作相关的更改，并且直到第二天她才能检查工作进度。每

当她下班时，这都会导致她不必要的压力和分心。 

 

3.3 Vault Mobile 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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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了 Vault Mobile，即使艾米莉在回家的路上，或者与其他时区的同事或者舒适地

待在家里，艾米丽也能够从她的同事和团队那里获得即时的实时更新。 

 

3.4.1 随时随地使用 Vault Mobile 

在收到肖恩 

发送的电子邮件链接后，艾米丽甚至可以在回家的路上启动变跟单流程，从而可以查看变

跟单。 

 

3.4.2 查看变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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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ault Mobile App 上，艾米莉将能够在 Vault Mobile App 的本机查看变跟单和与变跟单 

相关的设计文件。从那里，艾米丽可以进行屏幕截图并做一个标记，并将其与注释一起附

加到变跟单。 

 

3.4.3 从 Vault Mobile 变跟单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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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发表评论后，肖恩将收到来自Autodesk Vault 

通知系统的电子邮件，其中指出艾米莉已发表评论 

 
3.5.1 与 Vault Explorer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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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艾米丽发送的评论和标记中，肖恩会进行更改。他在 Vault Explorer 的变跟单上添加了

一条注释，说明已完成更改。 

 

3.5.2 

收到电子邮件后，艾米丽将转到 Vault Mobile App 以查看更改。 

 
 

3.6.1 从 Vault Mobile App 更改变跟单状态 

当所有更改均由艾米丽批准后，艾米丽 

会将变跟单的状态更改为“已批准”。然后，肖恩将从Autodesk Vault 

通知系统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说明变跟单已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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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进行更改 

肖恩收到来自 Autodesk Vault 通知中心的电子邮件。他进入网页版 Vault 并审阅了电子邮

件中提到的更改。肖恩注意到是艾米莉发起了事件，他立即向艾米莉发送了一封电子邮

件，通知她一切都 OK，可以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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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我们致力于提供更加现代化、实时互联、富有洞见的体验。 

• 基于形状的查重搜索和洞见，帮助您进行 3D 搜索、更好地重用、减少重复的

成本浪费。 

• 网页浏览器登录, 多方无缝沟通变更, 无需安装，快速简单地浏览数据。 

• 及时信息，快速决策. 

同时我们提供更多样化的平台选择. 

• 对于设计者，可以使用内嵌于 CAD 建模软件的数据管理插件或者移动端体验，来

满足高频使用和设计相关的需求。 

• 对于下游参与者，我们提供网页版和移动端体验，以满足高频使用和下游工程即装

即用的需求。 

• 对于管理员，我们提供更全面的客户端体验，来满足软件部署、备份、安全管理、

标准件管理、审核新的发布等的需求。 

以下是 Vault 未来研发的路线图链接，您可以打开网页查看详情。注：目前仅提供英文

版。 

https://www.autodesk.com/campaigns/vault-roadmap/overview 

https://www.autodesk.com/campaigns/vault-roadmap/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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