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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 在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教学及科研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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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Inventor是一个用于三维参数化实体零件的制作 ,装配及工程制图的最新电脑辅助设计

软件 。本文从工业设计及工程设计的角度出发 ,运用最新的教学及科研的经验和实例 ,报告如何在计

算机辅助工业设计教学及科研中应用这一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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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ventor功能评介

Inventor是美国AutoDesk 公司于 1999年底推出的最新三维

参数化实体模拟软件。与其它同类产品相比 , Inventor 在用户界

面简单,三维运算速度和显示着色功能方面有突破的进展。

Inventor建立在 ACIS 三维实体模拟核心之上。它摒弃许

多不必要的操作而保留最常用的基于特征的模拟功能。

Inventor大量简化如何使用光照 , 材质和颜色。但提供最简便

的方式来增强零件和装配体的真实感。 Inventor 不仅简化了

用户界面和缩短了学习周期 ,而且大大加快了运算及着色速

度。这样就缩短了用户设计意图的产生与系统反应时间之间

的距离。从而最小限度的影响设计人员的创意和发挥。

Inventor是基于特征的三维实体模拟系统 , 在 Inventor 中 ,

主要有两种特征:以草图生成的三维特征和放置的特征(如抽

壳和倒角)。以草图生成的三维特征由画草图的方式作成。

而放置的特征则通过提供位置和参数的方式而产生。另外工

作特征可以用来构造和建立各种特征之间的相对关系。

在 Inventor中有三种装配方式。在第一种方式下 ,首先将所

有的三维实体零件设计好,然后在装配文件中将这些三维实体零

件逐一装配在一起。在第二种方式下,零件可以在装配的过程中

临时构造 ,那就是说 ,读者可以从一个装配文件开始 ,因需要而在

装配的过程中构造新的零件。在装配的环境中工作可增强对于

现有的实体零件以及新零件的需求的直感和视觉化的映象。第

三种方式则是第一二种的组合。在这种方式下,可以事先作好一

些实体零件然后再开始一个装配文件 ,将这些零件装配好 ,然后

继续构造新的零件。当一个装配件完成后,系统可产生一个材料

清单以供连接到其他的资料库中。

在基本的实体零件和装配模拟功能之上 , Inventor 提供了

一系列的更为深化的模拟技术:

· 在 Inventor中二维图案布局可用来试验和评估一个机

械原理。有了二维的设置布局更有利于三维零件的设计。

· Inventor 首次在三维模拟和装配中使用自适应的技术。

通过应用自适应的技术 , 一个零件及其特征可以自动去适应

另一个零件及其特征 ,从而保证这些零件在装配的时候能够

相互吻合。

· 另外 , 在 Inventor中可以用扩展表来控制一系列实体零

件的尺寸集。实体的特征可以重新使用。一个实体零件的特

征可以转变为设计清单中的一个设计元素而使其可以在其他

零件的设计过程中得以采用。

· 为了充分利用互联网和自联网的优势,一个设计组的多个

设计师可以使用一个共同的设计组搜索路径和共用文件搜索路

径来协同工作。Inventor在这方面与其它软件相比具有很大的优

势。它可直接与微软的网上会议相联进行实时协同设计。

· 在一个现代化的数位工厂中 , 实体零件及装配件的设

计资料可以直接传送到后续的加工和制造部门。然而 ,在许

多情况下为了与其他设计师和工程师进行合作和沟通 , 二维

的投影工程图纸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Inventor提供了简单而

充足的从三维的实体零件和装配来产生工程图纸的功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Inventor 中的功能以设计支持系统的

方式提供 , 用户界面以视觉语集方式快速引导用户。各个命

令的功能一目了然并要求最少的键盘输入。 Inventor 与

3DStudio和 AutoCAD等其它软件兼容性强。 其输出文件可直

接或转化成为快速成型 STL文件和 STEP等文件。

2　Inventor和其它开发的软件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系开设的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学分

制课程要求学生在 20个学时(五周)内通过实际的产品设计

项目来掌握参数化实体模拟的技能 , 这些技能包括制作和修

改草图 , 制作由拉伸 ,旋转 , 放样 ,扫移 , 穿孔 ,挖壳及环圈实体

特征构成的零件 , 并在零件上放置圆边 , 倒角 , 斜面 , 线性阵

列 , 环形阵列 ,镜向重复特征。在零件制作的过程中特别强调

工作点 , 工作轴和工作面的建立和使用以培养学生的空间概

念及构造复杂零件的能力。

在装配方面则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四种基本装配约束条件

的应用 , 这四种装配约束条件包括:结合 , 角度 , 切面和插入。

在这个基础上 , 更进一步要求学生了解导出的约束条件的使

用及在装配的状态下制作新的零件。在此基础上 , 学生可进

一步理解自适应技术的重要性。

作为与工程师交流的一种方式 , 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仍

然需要掌握足够的工程制图技能 。但有了较强的三维实体零

件模拟和装配的技能 , 用计算机制作并标注二维工程图纸的

过程就相对来说较为简单。

基于课程的这些要求 , 我们选择了 Inventor这一最新软

件 , 并根据与英国剑桥大学开展的一项有关移动电话外壳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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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科研合作项目为基础 ,对学生提出了如下的设计要求。

· 设计一个具有下列特征(见表 1)的移动电话的外壳并

作手画的草图。

· 使用 Inventor 作移动电话的草图 ,三维实体零件并将零

件装配 ,输出二维工程图纸。

· 产生用于快速成型的文件并将移动电话的外壳模型快

速成型。

表 1　移动电话外型的特征要求

好看 重量轻 操作容易

小而紧凑 使用舒适 给人映象深刻

式样新颖 容易携带 上手

表 1所列举的部份特征是在与英国剑桥大学的科研合作

中根据香港的市场调查而得出的较为抽象的市场要求。这些

要求必需首先转化为具体的设计参数才能着手进行三维实体

模拟。在这一方面 ,为了充分发挥同学的设计才能 , 我们要求
每个同学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并用手画设计草图 , 其目的是

提醒学生在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的同时必需首先注重创

意和革新。
在教学的过程中 ,除了讲解必要的基本操作和三维模拟

技能(如建立工作点 , 工作轴 , 工作面 , 放样 , 扫移 ,布尔操作 ,

放置装配约束条件等)外 , 主要让学生自己探索 Inventor 的功

能。5 周的教学进程计划如表 2所示。

表 2　用 Inventor 进行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教学进程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基本操作

二维草图

实体零件

模拟

装配模拟

装配约束

工程制图

图纸标注

快速成型

总结

在这一个课程中 ,我们也使用了剑桥大学开发的两个软

件(PROSUS和WEBCADET)以作为借鉴和比较。 PROSUS 是一

个以流程为基础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PROSUS 使用一个

设计过程矩阵来支持设计过程。设计的每一个零件或装配都
和一个矩阵相联。这个矩阵包括一系列参数和三个设计支持

系统:综合 , 分析和评价。矩阵中的每一点都与一个和多个设

计工具相联。PROSUS 可记录设计的全部过程[ 2] 。将 PROSUS

与 Inventor相结合 , 正好弥补了 Inventor 在过程设计方面的不

足。而 Inventor的三维模拟功能正好填补了 PROSUS 的欠缺。

WEBCADET 是一个基于互 联网的设 计评价系 统。

WEBCADET存储有一系列的规则用于对设计参数的数量化和

评估。例如 ,“好看”这一设计要求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用一

系列的数量参数来描述。“好看”是规则的结论 , 数量参数的

值域是规则的前题。如果某一设计满足这一规则的前题 , 那

么这个设计便可以评价为“好看” 。由于英国与香港在设计评
价标准方面的差异 ,学生的移动电话设计实例就成为进一步

完善修改WEBCADET的珍贵资料。

3　结果与讨论

在五个星期以内 ,学生都能熟练掌握 Inventor的主要功能

并完成移动电话外壳的模拟。图 1显示部份学生提交的最后

设计模型。

绝大多数学生认为 Inventor易学且具有较强的三维实体

模拟功能。学生的作品显示 Inventor可以模拟较为复杂的工

业产品形状。许多学生都能在模拟过程中使用非对称的曲面

实体。全部学生都能掌握零件的装配和工程图纸的输出。

然而 , 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光靠实体模拟难以表达他们所

希望的产品形状 , 尽管 Inventor能以最短的时间让他们掌握基

本的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技巧 ,他们仍希望在后续的课程中

能将 Inventor与其它软件结合 , 例如 3DStudioVIZ , 以提高在表

面模拟 、着色 、光照及动画方面的技能。学生的这些意见对我

们在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后续课程设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由于 Inventor 与 3DStudioVIZ 兼容 , 所以在后续课程中引
入 3DStudioVIZ将是可行的。

在教学中使用在科研中新开发的软件有一定的风险 ,通常

在科研中新开发的软件的用户界面差 ,较难为学生所喜欢。在这

个课程中 Inventor由于其先进的用户界面在三维模拟方面起了

主导作用。PROSUS 对设计方案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
与其它软件包括数据库的集成有待进一步完善。学生用 Inventor

开发的设计成果现正用WEBCADET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学生在这一课程中积累的意见和数据对于我们在香港理

工大学设计学系设计技术研究中心开展的计算机辅助工业设

计应用软件开发有很大的帮助。设计技术研究中心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人工智能及知识系统在设计方面的应用[ 3] 。目前 ,

这些数据正在被用来建造基于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的集成化

的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系统以及在ACIS 下的与 Inventor兼容

的自动装配工具。

图 1　部份学生完成的 Inventor 三维实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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