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ventor & Vault 设计自动化助力客户提升效率 

蔡益江 Autodesk 上海研发中心 高级客户体验工程师 

学习目标： 

通过本课程, 让听众学习到如果使用 Inventor& Vault 设计自动化工具来全面提高设计效率。提到设计

自动化, 很多用户主要想到的是 iLogic, 其实 iLogic 只是其中一种利器。在此课程中, 我们讲通过实例

让听众学习到, 我们使用不同的自动化工具在不同的适应场景获取巨大的效率的提升。  

 

课程内容： 

• 介绍 Inventor 产品中的 i 系列的自动化功能、资源中心及任务调度器 

• 介绍 Vault 产品中典型提高效率的工具和工作流 

• 典型案例和学习资料的分享 

 

CAD 设计软件的选择，使用的方便性和效率

非常重要，而设计重用和自动化，是提升设计效

率行之有效的手段。设计的重用，不仅包括了在

设计过程中，参数的重用、建模特征和零件的重

用，也包括了设计规则的重用。在 Autodesk 

Inventor 产品中有一系列以字母 i 开头的功能，既

是 Inventor 首字母的缩写，又代表 Intelligent，就

是为了提高设计的重用，让设计过程能简单和快

速，从而提高设计的效率。 

1. Inventor 常用自动化设计功能 

Inventor 中的 i 系列功能包括 iFeature、iPart、

iMate、iAssembly、iCopy 和 iLogic，从不同的级别

来解决用户重用设计的需求。下面我们将从功能和

应用场景的方式来介绍这些功能。 

 

1.1. iFeature  

iFeature 将常用特征提取并保存，便于重复使

用；在重用时，用户可以灵活快速地修改其方向、

位置和尺寸。 

Inventor 的资源中心中，自带了一些常见几

何形状的 iFeature 文件，用户也可以将自己定义

的特征发布到资源中心，共享给其它用户使用。 

此外，钣金零件设计所用的冲压特征，本质

上也是 iFeature， 默认安装在系统的用户目录下，

(X:\Users\Public\Documents\Autodesk\Inventor 

2015\Catalog, Windows 7 系统) 

 

1.2. iPart  

iPart是将标准零件配置为表格驱动的零件。

通过编辑表格可控制参数的数值、特征的状态（启

用或抑制）以及许多其他变量，颜色、材料和零件

代号。 iPart通常生成属于同一个族的多个独特零

件，Inventor 的资源中心（Content Center）就

是基于 iPart机制发布生成的。 



1.3. iAssembly 

iAssembly 是一种装配配置，可以通过表驱动

装配。通过编辑表格可以选择零部件的规格型号，

显示/隐藏、约束的包含/排除、视图/位置/详细等

级表达、各属性参数值、BOM 表结构等。 iAssembly 

通常生成属于同一个族的多个独特部件。 

 

 

 

 

 

 

 

 

 

 

 

 

1.4. iMate 

可以在零部件中定义称为 iMate 的约束对，它

告诉零件和子部件在插入到部件时如何连接。也可

以定义约束对极限的一半以指定允许的运动范围。

通过符号来标识 iMate。符号显示了 iMate 的类

型和状态。  

可以定义 iMate 组，称为组合 iMate。如果组

中的所有约束在放置后与同名且包含相同数量成

员的另一个组合 iMate 匹配，这些约束将被识别。 

iMate主要用来提升装配的效率，放置零部件

时使用 iMate，可以快速进行装配和定位。  

 

1.5. iCopy 

如果说 iAssembly 是按表格中的定义，是对已

经设计好的零部件进行选配的话，那么 iCopy 的优

势就是结合了骨架造型和 Inventor 自适应功能，实

现部件环境下，基于零部件设计中的相似性，快速

生成新的零部件。 

 

1.6. iLogic 

在 Inventor 2010 （Subscription package）版本

中，iLogic 介绍给用户之日起，就一直备受 Inventor

用户的关注。iLogic 通过功能封装，使用户可以以

一种简单的方式捕获和重复使用自己的设计，从而

实现基于规则驱动的设计。iLogic 规则，分为内部

规则和外部规则。 

• 内部规则嵌入并直接保存在 Inventor 文件中，

它仅对当前的文件起作用，易于管理。 

• 外部规则是单独的外部文件，方便创建更加复

杂的规则来驱动多个文件，并且可以分享出来

重复使用。 

iLogic 提供强大的功能来帮助用户进行规则的

创建，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 iLogic 提供很好的函数功能，可以在规则中

使用 Inventor 中的参数包括模型参数、自定

义参数等或任何可由规则驱动的对象来驱

动设计，其中参数类型包括文本参数，布尔

值参数和多值参数等。 

• iLogic 提供强大的自动化函数，可以让没有

编程经验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都可以看懂并

执行 iLogic 自动化函数，使用这些自动化

函数，可以执行如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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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eature、iPart & 

iAssembly 配置  

• 零件和部件特征、装配约

束  

• 钣金的样式及展开 

• 工程图视图、标题栏  

• 零部件属性（材料、颜色、

质量等） 

• BOM 表信息  

• Excel 电子表格文档  

• 消息、输入框  

 

• 使用 iLogic 可以创建自定义界面，运用规

则将自定义界面直接与零部件设计参数关

联，增强规则的易用性。 

• 通过在 iLogic 规则中直接使用 VB.NET，

您可以： 

o 直接使用 Inventor API 函数 

o 读取和写入 HTML 文件、文本文件、

Word 文档和其他格式的文件 

o 与其他 Windows 应用程序进行通信 

o 以 DWF 格式或其他文件格式自动发

布 

o 启动外部应用程序和现有的 VBA 宏 

o 连接到外部数据库应用程序，例如 

Microsoft® Access 或 SQL Server 

当规则创建完成后，我们可以使用 iLogic 让规

则的运行成为标准化的、自动执行的过程。这个不

得不提到 iLogic 提供的事件触发器。我们可以把创

建的 iLogic 规则添加到事件触发器中。当相应的事

件触发时，规则将自动运行。 

 

 对于 iLogic 在实际的使用，由于篇幅有限，我

们将在下期详细介绍。 

1.7. 资源中心 

Inventor 提供多种标准的特征和零件库，用户

可以选择需要的标准件放置到装配设计中，很大

程度上提供用户的设计效率。 

• 提供多种类型和用途的标准件库 

• 支持用户创建自定义标准件库 

• 支持特征和零件的发布，方便企业和个人标准件

库的管理和重用 

• 标准件库可以支持部署在本地和 Vault 服务器端 

 

1.8. 任务调度器 

任务调度器是单独的工具，主要用来批量处

理文件的更新、移植和文件类型的转换和导出。 

• 批量处理文件，包含移植文件、更新设计、导出

文件、自定义任务等等 

• 使用于软件升级时，批量升级数据；同时也可以

帮助用户节省重复劳动时间，批量处理来提高效

率 

• 支持处理 Vault 中文件，批量检出，然后更新设计

或移植文件，然后检入 

 

2. Vault 常用自动化设计功能 

2.1. Vault 复制设计 



Vault 复制设计是单独的工具，主要用来根据

用户的需要和设置进行数据重用。 

• Vault 复制设计功能复制现有数据来创建新设计

对象进行重用。 

• 复制设计包括复制工程图及其相关的文件，或者

将整个设计结构连同三维模型的相关二维工程图

一起复制，这取决于您使用的数据重用目标。 

• “Copy Design”功能创建的设计副本具有与源文件

相同的结构，同时可以选择复制、重用、替换、

排除或删除现有设计的哪些部分。 

 

2.2. Vault Job Processor 

Job Processor 是单独的工具，主要用来批量处

理和分担客户端的重复工具。可以创建任务在后

台进行批量处理。 

• 单独的应用程序，可以保留已排队的作业并将其

从作业服务器调出以进行处理。 

• 随 Vault 客户端一起安装，因此具有合适 Vault 

版本的所有工作站均可用于处理作业。  

• 可从暂停和继续处理、设置用来处理作业的 Vault 

用户帐户以及查看配置 Job Processor 处理的作

业类型 

 

 

 

2.3. Autoloader 

Autoloader 是单独的工具，主要用来批量上传

既有数据到 Vault，同时在 Vault 保证其文件之间

的关系。 

• Autoloader 将数据批量上传到 Vault 

• Autoloader 不会影响原始源文件 

• 用户在登录到 Vault 时，可以同时在单独的工作

站上运行多个 Autoloader 实例 

 

2.4. Vault 文件生命周期规则 

• 建立好对应的生命周期文件规则，如果此文件只

要使用了这个生命周期，就自动执行规则 



 

• 建立好对应的规则，如果文件使用了本规则，可

以自动带出其定义的关键属性，同时应用已建立

好的生命周期 

 

 

2.5. Vault 文件生命周期及属性的映射 

• 当创建了对应的文件，则会自动应用该生命周期

（例如本生命周期要求产生文件即可发布，则会

自动发布，同时创建右侧特性网格中的属性） 

 

• 对应的属性曾经被与文件进行相互映射，同时可

以反向编辑，编辑的结果相当于直接修改了图纸，

无需直接打开图纸即可完成图纸某些信息的修改 

 

 

3. 典型案例分析 

3.1. iFeature 钣金百叶窗设计 

Inventor中自带了一些常用的冲压特征, 比如

连接器开口、腰孔等，用户也可以按照 iFeature

的定义方式来自定义特征。 

以钣金零件中的百叶窗特征为例，用 Inventor

的建模特征创建出百叶窗的形状。 

百叶窗冲压特征 

注意：钣金冲压特征，应基于钣金模板创建零件； 

iFeature 在放置时，需要定义相应的定位中心

和依附的草图； 

接下来选择需要的特征提取 iFeature。 



 

同时我们可以使用 iFeature 编辑器对提取的

iFeature 生成同一个族的多个独特特征。 

 

在接下来的设计中，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型号

来放置 iFeature。 

3.2. iPart 同时解决钣金造型和展开出图

的需求 

对于下图中的钣金零件，由于我们创建了这种

方向上的冲压，导致此钣金零件没办法展开，但是

在钣金下料中，展开结果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如何用 iPart巧妙解决此局限性呢？其

实我们可以用 iPart 来设置零件的两种状态，其一就

是用来进行三维零件模型的展示，不需要抑制冲

压；其二就是用来展开结果生成，需要抑制冲压。 

  

 

 

 

 

 

当 iPart 生成后，我们可以生成它的成员零件来

进行装配或者出展开工程图。 

3.3. iCopy 助力楼梯设计 

以 Inventor 帮助中的教程为例（见下图），每一

块软梯踏板的长度随高度而变化，利用 iCopy，将

踏板长度变化这一设计的相似性“提取”出来，实

现零部件创建的自动化。 

 

首先，软梯的设计包括了两个要素，软梯的外形布

局，和踏板的骨架。 

 
外形布局和骨架文件 

第二步，使用 iCopy 编写器将设计相似性“提取”

出来，在该例中，踏板的长度(踏板骨架模型中的

70.349 为自适应的驱动尺寸，其两端的端点（图*

中的几何图元点 2、点 3）分别落在外形布局中的

样条线上（图*中线 1）。 

 

iCopy 规则编写器 

第三步，基于轨迹放置 iCopy 部件，即可生成

每一组踏板。 



 

3.4. iLogic 自动生成装配 

iLogic 在 Inventor 2019 提供自动生成装配，可

以根据创建的规则，放置零部件，然后根据对

零件图元进行标签，对其进行装配。 

 

3.5. iLogic 自动填写 GB 模板工程图标题

栏的比例和质量 

iLogic 通过提供的工程图自动化函数对标题栏

内容进行填写。首先需要创建两个属性““比例”

和“质量”，然后把属性添加到标题栏，通过自

动化函数进行复制到属性，最后通过事件进行

自动触发。 

 

3.6. iLogic 基于 Excel 来自动生成轴类零

件 

首先创建轴类零件模板，把关键参数定义好，

然后定义一个下拉列值自定义参数作为轴类规

格。通过在 excel 中给每种规则定义参数值，列

头是关键参数名，行是每种参数的值，通过

iLogic 提供的 excel 的自动化函数读取的 excel

的数据，然后赋值到模型参数，完成设计更新。 

 

3.7. iLogic 实际案例 

客户的实际案例，主要解决钢包的重心在合适

的位置，而不会发生倾覆。首先就是根据钢包

的设计参数进行建模，并设定关键参数驱动钢

包翻转，然后获取其重心坐标进行导出到 excel

表中。通过对翻转角度的取值，进而获取不同

的钢包重心坐标。 

 

4. 回顾和总结 

• Inventor 常用的设计自动化功能 

o Inventor i 系列功能 

o 资源中心 

o 任务调度器 

• Vault 常用的设计自动化功能 

o Vault 复制设计 

o Job Processor 

o Autoloader 

o 生命周期及属性规则和映射 

• 典型案列分析 

o iFeature 之百叶窗设计 

o iPart 同时解决钣金造型和展开出图的

需求 



o iCopy 助力楼梯设计 

o iLogic 自动生成装配 

o iLogic 自动填写 GB 模板工程图标题栏

的比例和质量 

o iLogic 基于 Excel 来自动生成轴类零件 

o iLogic 实际案例 

 

5. 学习资料和渠道 

• http://modthemachine.typepad.com/ 

• http://usa.autodesk.com/adsk/servlet/

index?siteID=123112&id=1079044  

• http://apps.exchange.autodesk.com/INV

PROSA/zh-CN/Home/Index?from=welcome

screen 

• http://forums.autodesk.com/t5/Invento

r-Customization/bd-p/120 

• 相关 AU 课程: 如何用 Inventor 实现高效

设计自动化： Inventor iLogic + Inventor 

API - IM47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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