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DENAS的智能化搜索功能将所需标准、 
外购和自制零部件模型快速呈现在使用者面前

让结果代替搜索



22

直观的搜索方式

工程师和采购人员都认为搜寻到正确的零部件数据信息变得越来
越困难和繁琐：

 � 多地协同
 � 语言障碍
 � 部门间竞争
 � 信息获取困难
 � 复杂而无序的商业流程
 � 众多系统并存
 � 不完整的基础数据
 � 缺少分类体系

CADENAS为工程师和采购人员在产品数据，特别是标准件、
外购件和自制零部件的模型数据检索方面提供了全新的智能化
解决方案。

CADENAS创新性的数据检索解决方案是对传统数据分类方式
的有效补充。该解决方案可复合运用多种数据检索方式，令工
程师和采购人员快捷而直观的找到所需零部件。

非常直观的搜索方式

» ...产品研发人员大约70%的时间和
精力往往被细枝末节的工作所消耗，
比如，27%被用于检索资料，18%被用
于创建物料，还有23%的时间被用来
进行模型数据的配置。«

ABERDEEN 集团，零部件供应管理部门  

2002年3月

如果以40年的工作生涯来计算， 
那么工程师的工作年限将被如此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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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图搜索(2D)

应用价值

 � 简便快捷的构建2D草图
 � 无需CAD系统的支持
 � 与语言语种无关
 � 与专业术语无关

应用实例
需要寻找零部件，却不知道在目录和样本中
这个零部件是如何被描述和命名的？

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简单的步骤轻松找到它： 

1. 勾勒零部件草图
2. 在零部件模型库中进行检索
3.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挑选并调用

一副图片胜过千言万语!

工程师和采购人员往往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但有时却难以准确的进行描述。为找到所需零部件，通过徒手
勾勒的方式往往比文字描述更加简便快捷，CADENAS解决方案提供了基于该观点的2D草图搜索功能。

在不借助CAD系统或外部文档的情况下，通过简单勾勒的2D草图， 
即可以帮助使用者快速准确的找到所需零部件。

草图搜索(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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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索

项

几何相似性搜索(3D)

几何相似性搜索(3D)

几何相似性搜索GeoSearch可对来自于不同CAD系统的三维模型进行检索和比对。

几何相似性搜索让大海捞针成为可能！

搜索项可以是简单构建的三维模型，也可以是现成的标准件、外购件和自制件模型， 
搜索方式与传统搜索引擎相似，在指定的模型数据库中进行比对。 

搜索结果被以“相似度”方式排序的方式进行显示。



5几何相似性搜索(3D)

1. 创建模型
在CAD系统中简单绘制所需模型的轮廓，然后利
用CADENAS几何相似性搜索功能在模型库中进行
检索。

 
2. 模型比对
搜索结果可与搜索项进行重叠比对

3. 模型替换
之后即可将在CAD系统下简单创建的轮廓模型替换
为搜索结果中显示的标准件、外购件或自制件。

应用价值

 � 提高零部件重复使用比例
 � 减少设计中的相似件
 � 提高标准化水平
 � 多供应商产品对比

30分钟

6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

创建3D模型

创建2D工艺图

NC编程

准备工作

新建零部件

简单创建模型 
 
选取所需零部件

大概2分钟 
 
大概4分钟

零部件重复利用

为工程师节省近90%的时间

通过零部件模型重复利用可以节省成本近1000欧元

模型简单创建

搜索结果比较

替换简单创建的零部件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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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搜索

 

 

通过CADENAS的组件搜索可以将拆分装配体中的组件并在已有的单体和装配体中进行相似件搜索。

益处

 � 要搜索的组件在其它单体和装配体中进行详
细搜索

 � 组件和工作流程可以重复利用
 � 一次性完成同样加工，减少工具的多次使用

借助组件搜索可以找到很小的组件和复杂体中的单个组件。以此同样的工
作流程和已有工具可以被直接利用。

组件搜索

开发中在实际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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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坯搜索

在创建新的零部件模型前，需要判断企业中是否
已经存在几何尺寸与之相匹配的毛坯件或半成品
件。CADENAS的毛坯搜索将发挥这样的功能， 
帮助使用者在当前模型库中找到合适的毛坯。 

借助生成的报告清单，使用者可以清楚的了解毛坯
件的材质及其应用领域。此外CADENAS的毛坯搜
索功能可以计算出使用该毛坯件获得成品件所需的
切削量。 

在搜索结果中，使用者可以将成品件与对应毛坯进
行重叠对比和差异显示，并通过设置最大切削量，
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

应用价值

 � 计算切削用量
 � 重叠显示并对比成品件与对应毛坯
 � 依据毛坯划分成品件类型
 � 辅助对毛坯件的标准化管理
 � 更可用于对铸造件的在加工环节

通过应用PARTsolutions，使用者可以通过
成品零部件在现有的模型库中查找到对应的
毛坯件模型。

软件模块可以准确检测出成品件的尺寸轮廓
是否小于毛坯，从而保证毛坯件可经机械加
工等变为所需的成品件。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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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搜索

拓扑搜索

试图搜索一个长度大于20mm，且带有至少三个直径为10 mm±1 mm通孔的角钢。

CADENAS的拓扑搜索将根据这些细部特征，找到符合要求的零部件。

在不远的将来，工程师和采购人员都将习
惯于依据几何轮廓来描述所需的零部件！

通过拓扑搜索可以在企业零部件库中根据
具体的技术特征进行搜索，搜索结果以此
将更加精确。

应用价值

 � 可以通过外观尺寸、基本形状、 
孔径、角度等过滤零部件搜索

 � 自动提取CAD模型的全部特征值，
无需手动分类

 � 没有类别限制，搜索功能可以被自
由的排列组合

2 mm_

Ø 10 mm_

68 mm_

α90 °_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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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搜索

工程师和采购人员可以依据颜色信息在零部件模型库中进行数据检索， 
这是对众多创新性搜索功能的有益补充和辅助。

 

   

 

  

 

应用价值

 � 颜色搜索可被复合应用于其它搜索功能中
 � 可以依据调色板设置精确的色值
 � 零部件模型的颜色信息可被精确识别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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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ENAS的全文搜索是针对标准件、 
外购件和自制件模型库最有效的搜索功能。

PARTsolutions会检测出输入关键字可能带有的拼写和
书写错误，并给出修改建议。全文搜索不局限于零部
件模型的定义内容，更囊括其数据族表中包含的全部
文本信息。

全文搜索

例如当搜索定义为>>螺栓<<时， 
PARTsolutions同样也可以识别如>>沉头<<
等近义词。通过点击该定义可以进行全文组
合搜索。

您可以在搜索定义中添加入L>200和D>40
等逻辑运算，您将搜索到所有长度大于
200mm直径大于40mm的螺栓。

应用价值 

 � 包含逻辑运算功能的全文搜索
 � 多种搜索模式可被复合调用
 � 容错式模糊搜索
 � 多语言支持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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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零部件在不同厂商中往往存在不同的名称或定义， 
这种情况造成文本搜索往往很难查找到全部结果。

CADENAS的战略性零部件管理系统PARTsolutions可在模型库中寻找近义词进行补充和修正。

近义搜索

应用价值

 � 超越特征的搜索方式
 � 显示推荐的近义词
 � 多语言支持
 � 可以创建和维护自定义的近义词汇库

当在PARTsolutions系统中搜索“销柱”时， 
“螺杆”和“柄”将被视为近义搜索词， 
并显示出全部相关的搜索结果。

近义搜索

轴

紧固件

柄

铆钉

斜楔

螺杆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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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角

ø > 

50 mm

钢

 

 
 

 

 
 

分类

分类

零部件基础数据的分类化管理，可以帮助工程师和采购人员快速有效的查找到所需零部件。 
然而手动对模型数据进行分类却是一件非常繁琐的工作。

以半自动方式构建清晰明了的零部件模型数据库

通过PARTwarehause软件系统半自动进行基础数据的分类可以大大节省通过手动来完成数据分类的工作量。

基于文本和几何模型的CADENAS解决方案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找到相应零部件而且可以有效清理混乱的零部件
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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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warehouse通过综合运用几何与非几何
（文本）信息来识别和判断具有相似属性的零
部件，并据此进行半自动分类。

该解决方案可以有效减少手动分类的工作量，
并使这项工作变得快捷而有效。

应用价值 

 � 整合和清理混乱的零部件基础数据
 � 基于类别和参量的精确搜索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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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搜索

价格搜索

供应商 1
 

供应商 2

供应商3

 

 

1,26 €
2,07 €

CADENAS战略性零部件数据管理系统PARTsolutions
的价格搜索在设计阶段就考虑零部件成本因素。使集
约化成本的系统中进行新产品开发成为可能。

应用价值

 � 降低零部件成本的第一步
 � 设计阶段影响产品成本
 � 优化产品研发与物流采购的协同工作流程

借助价格搜索可以找到具有价格优势且符合设计要求的零部件。 
这种既符合设计要求又可以降低成本的搜索方式让设计流程变得更加便捷。

1,01 €

DIN
 6330 M

16

应用实例

10,53 CNY

17,29 CNY

8,44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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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放并作为优先选择
已开放
没有开放，未分配物料编码

状态显示

角色和权限

角色和权限

CADENAS PARTsolutions系统的角色和权
限管理可以显示被采购人员认可的零部件。
它为工程设计和采购之间协同工作降低产品
成本提供了有力支持。

应用价值

 � 可识别优选与禁用零部件
 � 提高成熟零部件的重复调用比例
 � 避免未审核的采购申请

在大多数企业中，工程师可以访问整个零部件模型库。 
因此其在产品研发环节中调用的零部件数据未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且位于技术与经济两方面的最佳平衡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成本往往因为采购数量偏少而攀升，且这个过程中缺少对供应商之间的价格比较。

CADENAS战略性零部
件数据管理系统PART-
solutions的角色和权限
管理为工程师提示哪些
是优先零部件和优选供
应商，这样既保证零部
件的选择也让选择变得
可控而有效。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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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导航

云导航

云式导航是战略性零部件数据管理系统PARTsolutions的一项具有创新性的搜索功能，为在众多的数据中搜索所
需零部件提供快速而清晰的导航，无需考虑准确的零部件命名。

搜索项可以是一个零部件模型，一个草图或是一个搜索定义。搜索结果会像云彩一样以最初的零部件或搜索定
义为中心进行显示。根据搜索结果用户可以继续细分，这样的多层搜索进程使得整个搜索历史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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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与所需零部件类似的CAD模型导入云导航模块，之后点选最接近的搜索结果以重新定义搜索方式， 
借助文本搜索、价格搜索或2D草图搜索可以衍生和细化其它搜索结果。

应用价值

 � 搜索结果可以深化细化并清晰可见
 � 同几何相似性搜索，草图搜索及全文搜索组合
 � 记录当前搜索情况

依据放射状衍生的云导航图形，可以点击任意云端结果，以延伸导航。 
使用者同时可以任意云端作为搜索的起始点进行延伸和扩展。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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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搜索方式组合

多种搜索方式组合

 CADENAS为工程师和采购人员提供了多种创新性功能来找到标准件， 
外购件，自制件的零部件信息及CAD模型。

相对于传统的基础数据分类，用户无需学习分类系统知识，也不需要改变搜索习惯。

CADENAS的搜索功能完全是按照工程师和采购人员的需求进行开发和优化， 
所需零部件可以通过这些功能快速智能化地找到。

所有搜索功能也可以相互组合，配合使用。

拓扑搜索: L 150 mm _

草图搜索(2D)

颜色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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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ARTsolutions您可以构建一个2D草图进行草
图搜索，从而获得数量众多的搜索结果列表。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如果您定义尺寸如长20mm，
孔数量和孔径大小就可以通过CADENAS的拓扑搜
索来细化搜索结果。

颜色搜索

应用价值

 � 全文搜索，草图搜索， 
几何相似性搜索和拓扑搜索多重组合

 � 无需分类系统

+ =

草图搜索(2D)

拓扑搜索： Ø 90 mm _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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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FINDING

总结

总结

优势

得益于CADENAS提供的智能化搜索功能， 
使用者在零部件数据搜索中所耗费的时间显著减少。

在数据库搜索索引方面无 
需更多时间和人力消耗

智能化的搜索方式可被集成于
当前的CAD, PLM和ERP系统。

所有的搜索功能均适用于：

外购件自制件

标准件

智能搜索和传统的几何相似性搜索比较

智能搜索的适用范围 几何相似性搜索的优势所在

标准件 
和外购件    自制件

全文搜索
 ■ 近义
 ■ 使用过的搜索定义
 ■ 关键字

颜色搜索

草图搜索(2D)

几何相似性搜索(3D)

拓扑搜索

采购分析
 ■ 供应商优选
 ■ 自制还是购买 
 ■ 价格搜索

云导航

标准件 
和外购件    自制件

全文搜索
 ■ 近义
 ■ 使用过的搜索定义
 ■ 关键字

颜色搜索

草图搜索(2D)

几何相似性搜索(3D)

拓扑搜索

采购分析
 ■ 供应商优选
 ■ 自制还是购买 
 ■ 价格搜索

云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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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PLM系统实现集成

得益于与Keytech软件公司的紧密合作，CADENAS
的智能搜索功能被深度集成应用于PLM系统，且无需
进行系统切换。

同CAD系统集成

CADENAS的智能搜索功能可被用于当前的各类CAD
系统，如CATIA®, Autodesk® Inventor®,  
SolidWorks®, Creo™ Parametric , NX™,  
AutoCAD® 和 Solid Edge® 等等.

与其它系统集成开展成本分析

通过TOOL4TOOL与CADENAS几何相似性搜索的
结合，开发了专门用于工具和模具设计及计算的新
扩展解决方案TOOL4SEARCH。

总结

系统集成

CADENAS的PARTsolutions解决方案不仅可针对系统内的标准件、外购件和自制件进行复合搜索， 
其强大而富有创新性的搜索方式更可被集成应用于其它周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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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2008年空客优质奖

项目»应用GEOsearch几何相似性搜索«荣获空客优质奖。
 
A380项目成果

 � 通过几何相似性搜索重复使用率提高了近40%
 � 在试验性项目中大大节省了设计成本 
 � 客户决定，将智能化零部件数据管理系统的几何相似性搜索作为短期的搜索
方式引入到实际工作中

实际应用

几何相似性搜索在 
MAN Truck & Bus AG的成功应用

对于设计有用的重要搜索功能都集成在
CADENAS的智能化零部件管理系统中.
 

带来的效果: 

 � 强化了搜索零部件的主观意愿
 � 提高了标准件和外观件的重复使用率
 � 只需要短时间的培训

例如:在设计中进行直接搜索
几何相似性搜索给工程设计带来优势

PARTsolutions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特别是在工程
设计方面，几何相似性搜索作为亮点是PARTsolu-
tions最重要的功能组成部分。

简单便捷的搜索功能有助于工程师对于现有的零部
件库进行搜索，这样显著提高了MAN零部件的重
复使用率。

以在某种CAD系统下
创建的模型作为3D模
型搜索项进行搜索

PARTsolutions中几何
相似性搜素结果将显示
在列表中并按照几何相
似程度逐一列出。

搜索到相似的几何模型
可以以3D视图形式同粗
略创建的零部件进行比
对和测量。PARTsolutions优势显而易见

Lutz GinsberG 

城市公交车开发部经理 

MAn truck & bus AG

» PARTsolutions提供的搜索功能是对工程设计中搜索的彻底颠覆。 

特别在结合分类和几何相似性方面可以说是个重大创新。 

对于3D零部件模型搜索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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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ENAS–制订标准

CADENAS是一家在零部件数据管理，零部件缩减(PARTsolutions)和制作产品电子目录 
(eCATALOGsolutions)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软件开发商。

通过我们研发的软件解决方案将零部件供应商和产品及采购商有效地连接在一起， 
CADENAS在其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CADENAS(西班牙语，流程链)在软件开发，零部件数据管理咨询， 
流程优化方面成功运行了19年，先全球拥有300多名员工和14家子公司。

CADENAS在产品创新中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 
这些创新表现在： 

 � CAD模型的拓扑搜索
 � 后台进行的CAD模型的相似性搜索
 � CAD模型通过草图搜索
 � 毛坯搜索域云导航

CADENAS–制订标准

查看更多最新技术创新信息请直接访问我们公司网页 
www.caden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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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模型智能搜索和自动分类

几何相似性搜索

降低标准件, 外购件, 自制件的采购和设计成本

战略性零部件数据管理系统

CADENAS产品和服务  
针对零部件生产商&供应商

CADENAS  产品和服务  
针对使用零部件的整机企业

优化零部件采购和设计部
门的协同工作

协同采购设计部门

针对设计研发同外部服务商的沟通
平台

供应商网上平台

CADENAS 连接
零部件生产商&供应商 

和 

工业领域整机企业!

产品电子目录

立体市场推广平台

产品电子目录创建和市场推广解决
方案

数量众多的零部件推广平台发布您的产品电子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