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程师讨厌的五个流程

（及原因）



简介
机械工程是全球最好的工作之一。发明新事物和解决问题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创造力。但是，事情并不总是如此轻松有趣。即使

是蝙蝠侠也时不时地要做回布鲁斯韦恩。其中一些最关键的任务往往单调或低效，这与工程师的期望大相径庭。关键是要确定让

人痛苦的流程，了解导致焦虑的因素，并找出解决方案。毕竟，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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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审核落实到位，以确保设计满足他们的特定要求。这些要求

可能是产品特定的、项目特定的，甚至是客户特定的。有时，设

计审核属于公司政策，甚至是政府规定。

设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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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 消费者期望产品按市场定位的那样运行。

质量 – 使用的材料、外观、耐用性和可靠性影响产品

的感知质量。

可制造性 – 为了确保制造产品的可行性，可能需要调

整设计。

环保/可持续性 – 需要密切考虑影响设计的合规性和 
法规。

让利益相关方权衡设计能否达到/超过各种预期和规范，

例如：

由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确定潜在问题，以便：

可以及早发现合规性或法规问题，从而预先避免罚款。

可以在生产之前发现设计问题，从而保障产品的盈利

能力。

为什么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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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存在实实在在的数学问题

这种类型的批评可能是最容易听到的。这里并没
有数学与科学的争论，需要一些重新计算也更容
易让人接受。 

没有人喜欢同行的批评，但这却是必不可少的。反馈分为以下几类：

没有人喜欢被批评。没有人愿意在同行面前被指指点点。设计需要个人投资，而感知价值对于涉及的其他人可能

有所不同。设计审核往往在最后一刻产生返工，这又增加了一层困难。

主观偏好，个人品味不同

这种类型的反馈向工程师提出挑战，即做事不
要掺杂过多个人因素。外观、颜色、饰面的变
更以及最后的润色似乎微不足道，但可能与您
的品味背道而驰。要应对这些变更，就得脸皮
厚一些，心态开放一些。
 

最后时刻的变更

早期没有提出的问题并没有消失。那些需要在
设计审核会后做出的变更可能带来一些不必要
的返工，还会导致人们相互指责是谁错过了这
个细节。 

为何我们“讨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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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确定要求

没有人愿意去经历艰难的审计审核。提出计划，使它简单易行、可重复。提
醒自己，出现在设计审核会上的每个专家都事出有因，您越多地征求他们的
意见和反馈，他们以后提出的质疑越少。

在过程中保持自信

保持开放的心态，设计审核会上的专家们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可能预
示着潜在客户的意见。

在整个过程中成为领导者

专注地倾听，做好笔记，并跟进其他人，了解如何能够或不能纳入他们的 
想法。

预测和接受提出的变更

审时度势的能力让您可以在出现意外时处理难题。

怎样才能得到改善？
在早期提出问题，创建一个请求变更清单并保持可见。



6

孤军奋战都不长远，协作联合才能让您锦上添花，让产品尽善尽

美，让组织前程锦绣。

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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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归根到底就是在组织内外与所有类型的工程师和数据协同工作。有时，它是设计审核过程中的第二双法眼，帮助捕获错误并生成

更好的结果。其他时候，它可能就是与建筑物内部或世界各地的工程师一起，协作处理复杂的机械配件。

努力缩短设计周期并将产品快速推向市场都需要协作，某些工程任务可以同时执行。 

为什么这样做呢？
要制造优质的产品，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在设计中纳入的观点越多，您会发现新创意或改进的可能性越大，而单凭

自己可能会错失这些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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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讨厌”它？

强制协作感觉就像重新再上一遍学。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

作为协作的结果，我们额外执行的工作似乎无果而终。

从其他人那里继承的交付内容可能进展缓慢，甚至可能不会提升设

计。如果他们使用的软件与您自己的软件不同，那么导入和转换模

型可能是一个充满挑战且耗费大量时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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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成为障碍。

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问一些能带来宝
贵建议的问题。

时机是关键。

让其他人太早参与其中可能会导致人员拥挤，
可能会给设计流程的其余阶段增加困难并设定
一个负面基调。

让其他人太晚参与其中往往导致最后时刻出现
问题，从而产生焦虑和恐慌。

设置一个系统而非电子邮件进行沟通。

借助 CAD 共享功能访问轻型文件。这样，在
向其他人提供必需的信息以便于其为您提供支
持时，可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按照有组织和可追溯的方式生成反馈。通过创
建一个位置来收集和组织所收到的输入，可简
化整合多方数据的工作。

怎样才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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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图纸和制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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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图纸和制造说明允许非工程师访问他们所需的信息，例如：面向制造、服务或技术出版物的二维打印或装配/拆装说明。

这种类型的数据对于那些无权访问（或需要访问）CAD 工具的用户来说至关重要。采购是一个典型示例，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所有的数

据和公式，而需要 BOM 表和测量值，以确保购买正确的材料。

在某些情况下，法规要求二维图纸和服务手册作为最终交付内容的一部分。当在设计审核过程中与他们共享预制设计时，最希望拥有

的就是二维图纸。

为什么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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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数据的需求通常会中断自然的工程流。创建这些文档是一个手动的繁琐过程，并导致创造力和宝贵的时间从产品转移到文书 
工作。

交付内容本身也可能会产生问题。丰富三维数据的二维视图可能很容易被误解，需要我们花费时间与接收者澄清重要的细节。

为何我们“讨厌”它？



怎样才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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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将三维模型设为主副本，或作为图纸的补充信息提供。这可以

通过来自 CAD 供应商的文件查看器或通过 3D PDF 等通用格式来完

成。如果将三维模型作为数据和尺寸的主要来源，则可以降低误解

或人为错误的风险。

尽可能自动化文档编制过程，并记得要利用所有可用的资源。设计

在三维环境中敲定后，实习生或初级工程师便可负责创建下游文档。

通过在三维环境中共享设计，对数据进行解释的必要性会

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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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并在前期拥有正确的工具可简化工作流程。

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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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就是在一个有序且可搜索的位置维护设计文

件及相关工程数据。积极主动的数据管理方法可维护数据的完整性，确保数据

已保存、备份且位于适当的位置。

版本控制是防止文件丢失或被覆盖的关键所在。使用错误或老旧设计带来的时

间和金钱损失可能相当可观。而且还会导致不必要的返工，来重新创建已经存

在的内容。

在数据管理上花费一天的时间，很可能在设计和工程过程中节省出两倍的时间。

为什么这样做呢？
正确的数据管理允许快速简便地重用数据。



“ ”
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的技术人员在非增值数据 

管理活动上每周花费相当于一天 (20%) 的时间。
                                                          Tech-Clarity 研究报告

产品数据管理通常被误以为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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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讨厌”它？

人们期望的是，数据管理可以/应该是自动的，而不是一个永无止境的

签入和签出循环。

将 BOM 表信息手动添加到 CAD 或 ERP 是产生错误和人工数据输入的

另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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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Clarity 的研究表明，国际一流水平的制造商 30% 以上愿意使用 PDM 
或 PLM 系统管理其设计数据。

有了数据管理系统，您就不必再浪费时间来执行查找所需文件或手动复制

设计供新项目使用等操作了。与此同时，还会减少出现重复性工作的可

能，因为您始终知道谁正在做什么。

将数据管理集成到下游流程（例如 BOM 表生成）能够防止费时且容易出错

的重复输入。

怎样才能得到改善？
使用数据管理系统，可减少当前流程中的大量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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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变更单 (ECO) 流程用于记录对设计所做的所有变更，并由组

织内外的特定审批者签字。

工程变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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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对设计所做的变更可减少错误，并允许更快速地实施这

些变更。某些变更单会导致成本降低，有效的 ECO 管理允

许更快速地实施这些变更。

正确实施 ECO 可确保所做变更不会引入新的问题。如果在

没有正确 ECO 的情况下实施所做变更，那么可预防的多米

诺效应可能会催生重大问题和成本上扬。

为什么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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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词汇，特别是当它不可预见并且扰乱 
创造性设计阶段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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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ECO 需要多次折衷和妥协，这些在早期设计阶段可以轻而

易举地实现，但是，随着产品接近其发布日期，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ECO 很少只影响一个项目，因为需要对相邻或相连项目进行分析，来确定

它们是否也需要调整。同样地，如果已经创建下游数据和交付内容，那么

它们很可能需要更新。

批准的变更需要体现在多个系统中，例如 CAD、ERP 以及潜在的很多其他

系统。

为何我们“讨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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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执行影响分析，用于确定设计的使用位置。

模拟

所提议变更的影响，以防止引入新的问题。

怎样才能得到改善？

考虑

对于具有较小影响的变更实施快速 ECO，尽量减少管
理工作并简化流程。

利用

正确的数据管理自动执行更新所有下游数据的过程，
从而避免重复工作。



结论
机械工程师不喜欢做的事情有很多，但这五项对您的业务至关重要，需要引起您的关注。

设计审核 | 协作 | 创建图纸和制造说明 | 数据管理 | 工程变更单

 您的时间应该更多地花在客户产品增值活动上。提出可改进产品性能或使您的产品更经济实惠的想法。确定和消除所有的徒劳， 
可确保集中精力处理最重要的活动。

 电子书标题    |     电子书章节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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