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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設計模型資訊間的關連性是連結整個設計的基礎，一般在產品開發過程中，如果使用相同的

CAD 系統建構模型，設計間的關連性建立並無太大的問題。但在許多企業內部或協力廠間，使用

異質 CAD 系統進行協同設計開發是很普遍的情形，而要在這些異質 CAD 系統間交換設計資料並

維持設計關連，往往成為產品協同開發過程中最亟待解決之問題。 

本研究即針對異質設計環境，以國際標準產品資料交換規範 ─ STEP 格式為基礎，使用目前

業界普遍使用的實體模型資料交換之邊界表示法(B-rep)方式，進行建立產品幾何及拓樸相關的關

連性協同設計。在方法上，以應用程式界面(API)將輸出系統之設計資料予以固定的對應編碼後，

成為輸入端系統的複製幾何設計特徵，透過這些在異質 CAD 系統間傳遞的關連幾何資料，使輸

出、入系統間的幾何資料關連性得以保持。並藉由骨架模型檔案的使用，傳遞需要關連的輸入幾

何資料到所有關連設計輸出檔案中，進行即時的協同產品開發。研究最後以滑鼠產品模型實例，

驗證說明本研究計畫之具體可行性。 

 

關鍵詞: 協同產品開發、異質 CAD 系統、實體模型、產品資料交換、邊界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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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協同設計是一種將產品開發過程，以透過多

人同步分工進行的策略方式。而在許多已存在的

系統間進行協同設計上，異質性的探討向來是設

計人員亟欲克服的問題。一般企業在進行協同產

品開發時，相關人員所援引的設計資料來源常常

是多樣性的，產品的雛型可能來自專業的設計公

司或企業本身的工業設計部門，進行到機構設計

單位後，往往由於所使用的 CAD 系統的不同，

但卻又必須使這些設計資料具有相互關連性以

進行整合設計，才能使團隊能發揮最大的效益並

縮短產品的開發時程。 

以往，在異質 CAD 系統進行協同設計，大

部份著重於設計資料與 CAD 系統的辨識與重

現，若這些輸入資料與原系統對應資料，在關連

性不完整下，往往易造成圖形在轉換或轉檔過程

中，資料遺失或圖形破損，而必須花大量的人

力，進行修補。本研究目的在解決此一問題，並

探討異質 CAD 系統間如何建立設計資料之關連

性。在方法上藉由將接受端 CAD 系統的輸入資

料作為與輸出端 CAD 系統的關連性建立橋樑，

從輸出端複製接受端設計所須的幾何參考，而非

完全取代其全部的內容為考量，達成使傳遞資料

輕量化，並隨時保持一致性。研究上，最後以滑

鼠造型設計為例，以 Unigraphics 軟體進行造型

工業設計，再利用本研究所建立之對應編碼轉換

方式，說明異質設計環境的關連性設計運作模

式，最後在 Pro/E 軟體下，完成整合異質 CAD

系統的協同設計開發與轉換。 

 

  

2. 文獻探討 

本 研 究 採 用 目 前 業 界 最 普 遍 使 用 的

STEP(STandard for the Exchange of Product 

Model Data)檔為基礎，作為異質 CAD 系統的關

連資料溝通橋樑，並以 CAD 實體模型架構傳遞

輸入的關連幾何資料到整個設計，以達成整個資

料交換的目的。相關文獻探討包含三項：(1) 異

質 CAD 介面(2) CAD 實體模型(3) STEP 與幾何

實體模型。具體說明如下。 

 

2.1 異質 CAD 介面 

異質設計資料的溝通有兩種方式 ─ 直接

界面(Direct Translator)與中介檔(Neutral File)。目

前許多市場佔率較高的廠商已漸漸提供直接界

面，例如：Pro/E, CATIA, Unigraphics, I-DEAS,...

等。直接界面是效果最佳的方式，但因是封閉型

的方式，在任二種軟體之間皆必須建立對應界

面，因此若有 n 個軟體，就必須建立 ( 1)n n− 個

界面，造成維護須花很多的工夫，且若每增加一

個系統在現有的 n 個系統中，即必須重新增寫

2n 個轉換介面。而中介檔在軟體轉換介面數量

較少，對於 n 個系統，總共需要 2n 個轉換介

面，如圖 1 所示[1]。 

 

 

(a) CAD 系統間直接介面 

 



 133

 
(b) CAD 系統間中介檔界面 

圖 1 直接介面與中介檔界面示意圖 

 

 

過去因為軟體系統廠商間的保護主義，雖然

有提供其他廠商撰寫直接界面，但因效果不好，

且通常無法提供更新版次的界面，效果常常會打

折扣，現在因為不同軟體間資料的溝通已漸成趨

勢，越來越多的系統廠商，已提供更多的直接界

面給使用者。中介檔界面，如：DXF, IGES, STEP, 

VDA,...等。依照廣泛度或開放性的需求，不同的

界面格式均有其本身定位與使用環境的需求

[2]。DXF(Drawing eXchange Format)是 AutoCAD

軟體提供以 2D 為主的交換格式；IGES(Initial 

Graphic Exchange Specification)是目前業界使用

最普遍的格式；STEP 因定義的資料標準越來越

完整，且可提供產品生命週期中完整資料定義，

普及率有越來越高的趨勢[3]。 

一般亦有以中介檔界面的幾何核心格式

(Geometric Kernel Format)，如：Parasolid, ASIC, ..

等探討，其效果雖不若直接界面來的好，但比一

般常使用的 IGES 或 STEP 佳，也是業界越來越

採用的方式。由於使用相同幾何核心之 CAD 系

統廠商，通常會提供該格式作為較一般中介檔更

佳的溝通選擇，但使用不同核心的系統，則無法 

 

(a) CSG 模型建構方式 

 
(b) B-rep 模型建構方式 

圖 2 CSG 與 B-rep 模型建構示意圖 

 

提供他種核心界面格式，進行資料交換，是目前

的問題點。 

 

2.2 CAD 實體模型 

直接界面方式，在協同設計運用上，雖然

可能使 CAD 資料轉換的效果較好，但卻無法維

持設計關連性。目前的 CAD 系統資料架構中，

以特徵方式建構實體模型，是最能將設計內涵保

留的方式。而欲以實體模型的架構，達到不同

CAD 系統的設計關連，必須先瞭解設計實體模

型資料的格式。一般在 CAD 實體模型中，有兩

種主要表現的方式  ─ 邊界表示法 (Boundary 

Representation, B-rep) 與 建 構 實 體 幾 何 法

(Constructive Solid Geometry, CSG)。 

CSG 像高階語言，是程序性且具有設計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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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資 料 表 現 方 式 ， 透 過 系 統 提 供 的 圖 素

(Primitives)交集、聯集或差集的布林(Boolean)運

算，得到需要的幾何外型，圖 2(a)中的 CSG 實

體模型的表示方式為：主特徵 0(直向長料) −  

特徵 1(直向切除) −  特徵 2(孔) −  特徵 3(切

槽)。每一操作(特徵)以語意學方式記錄，具有與

實際加工類似的特性，除了這些建構特徵的組合

形成最終的幾何造型外，特徵次序的不同也會有

不同的結果產生。 

在 CSG 中記錄了實體模型的設計建構過程

與拘束條件，卻無法表現細部的幾何資料，尤其

透過 STEP 界面轉換之後，不同的 CAD 系統對

於實體特徵(Solid Feature)在運算的方式上，並不

相同，短期內要統一並不是件容易的事，雖然已

有學者提出在 STEP 中透過 Express 語言在 CAD

軟 體 內 之 應 用 程 式 界 面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中定義 external 方式，讓

接收方以本身的運算處理接收到 CSG 資料[6]，

但是對於設計資料關連性的建立仍無法具體達

成。雖然如此，CSG 的設計特徵中部分內容，仍

可作為關連設計的參考。 

B-rep 是一種類似低階程式語言，但能夠細

部描述實體幾何及相關拓樸資料的方式，B-rep

方式的 3D 實體幾何模型，包括幾何(Geometry)

圖形資料與拓樸(Topology)資料。幾何圖形包含

點、曲線與曲面等。拓樸資料是表示幾何圖形其

圖元間的關係，例如：頂點(Vertex)、邊(Edge) 、

迴圈(Loop) 、面(Face) …等資料。圖 2(b)是 B-rep

的表示方式，其依序由端點、邊線、面而至最終

形成的實體幾何。表 1 說明其幾何與拓樸關係

表。 

 

 

端點 邊線 面 

V1 – 1 1 1, ,x y z  

V2 – 2 2 2, ,x y z

V3 – 3 3 3, ,x y z

V4 – 4 4 4, ,x y z

V5 – 5 5 5, ,x y z

V6 – 6 6 6, ,x y z

E1 – V1,V2 

E2 – V2,V3 

E3 – V1,V3 

E4 – V4,V5 

E5 – V5,V6 

E6 – V4,V6 

E7 – V1,V4 

E8 – V2,V5 

E9 – V3,V6 

F1 – E1,E2,E3 

F2 –

E1,E4,E7,E8 

F3 –

E3,E6,E7,E9 

F4 –

E2,E5,E8,E9 

F5 – E4,E5,E6 

表 1 圖 2(b)圖形資料與拓樸關係 

 

 

CSG 與 B-rep 兩者各有其優缺點；對於加工

與量測檢驗單位而言，因為需要細部與實際的幾

何尺寸，B-rep 可提供細部的資料。而組裝與製

程安排，因 CSG 參數模型建構過程與其相當類

似，如果可直接引用，更可將設計意涵加以保

留，成為企業知識庫的內容。目前業界使用的

CAD 系統作法是兼用兩種方式於資料的處理與

轉換[4]。 

 

2.3 STEP 與幾何實體模型 

STEP 是目前廣泛使用的 3D CAD 實體模型

間資料交換標準。在各種常見的中界面，透過

STEP 界面的研究目前是最多的。由於 STEP 是

在 IGES 之 後 由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tandard, ISO)所制定的標準 ─ 

ISO10303，其對於實體資料的定義較為完整，且

具備敘述產品在生命週期中的相關資訊的能

力，並針對不同的產業與應用，包含：電機、電

子、機械、船舶、航太…等，STEP 都有專門的

標準。在 STEP 的基礎上所定義的整合資源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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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Resources)中，ISO10303-41(產品敘述

與支援基礎)、ISO10303-42(幾何與拓樸表示)、

ISO10303-43(產品結構表示)、ISO10303-44 (產品

結構定義)，在現有商業軟體中，已很普遍被使

用。但 ISO10303-108(內涵產品資料幾何模型的

參數與拘束條件定義)，目前卻很難定義出符合

大部分參數系統軟體廠商可接受的標準[4]，因在

其被完整定義前，由於參數實體模型快速發展，

形成如果所定義出來的標準若與本身的核心系

統相差太多，系統廠商將需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修

改，甚至遭到淘汰的命運。 

目前無論以 CSG 或 B-rep 方式，直接作為

資料的傳遞，仍有實際的困難。Chen[5]等提出

透過建立異質 CAD 系統使用者操作記錄檔的中

介巨集指令對應檔，使在接受端系統以本身的設

計特徵指令重塑原來的設計模型，但同樣面臨與

直接界面方式溝通必須建立所有不同 CAD 系統

對應表的問題，且建立使用者操作記錄檔與系統

設計特徵的處理，本身就是相當繁複的工程，對

於複雜的模型的轉換，具有高度的困難性。Fu[6]

等則藉由將輸入的 B-rep 幾何與拓樸資料予以階

層式分解成定義的設計與製造特徵，以取得設

計、製造與流程的資料，唯仍不夠完整。 

本研究即是將在工程設計中常見的異質

CAD 系統結合，達成改善目前不同的設計人

員，因使用異質 CAD 系統所形成的溝通藩籬予

以排除，以 B-rep 實體模型的架構下，將輸出之

STEP 設計資料予以固定的對應編碼後，成為輸

入端系統的複製幾何設計特徵，達成異質 CAD

轉換，以建構出整合性的設計開發環境。 

 

 

 

3. 異質設計環境之關連性建立 

目前在異質設計環境間的關連性使用層

次，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 

(1) 毫無關連；接收端將輸出端轉出的資料讀入

後，將這些資料視為設計內容的一部分，與

輸出端無任何關連，輸出系統中匯出的資料

的改變，不會影響輸入系統的資料。 

(2) 與輸入端的整體資料產生關連；接收端將輸

出端轉出的資料讀入後與其產生關連，輸入

端的資料可透過輸出端資料的重新輸出而更

新，但輸入端若與這些輸入資料有關連的部

分，將不會隨之更新。 

(3) 輸入資料的內含幾何與輸出端有完整關連；

透過中界資料之間的完整關連，在異質系統

的設計資料能進行協同設計。 

 

上述三種方法中，唯有透過第 3 種異質系統

間完整的關連性設計，才是合乎使用者需求的方

式。配合將前端輸出系統的幾何設計資料，傳達

到後端輸入系統，成為控制延續設計的關鍵幾何

參考 ─ 骨架模型(Skeleton Model)，進行不同系

統的串接，達成協同設計開發的目的。 

 

3.1 設計資料之幾何與拓樸關連 

在以 B-rep 方式的實體模型幾何中，其資料

是以階層的方式來構建出整個實體資料。依序由

座標點、頂點、邊、迴圈、面，而至實體，如圖

3。這些幾何資料之間並保持相互間的拓樸關連

性。這些 B-rep 資料其實也就是使用者經過 CAD

系統使用界面以 CSG 方式建立幾何模型的細部

分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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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B-rep 方式的幾何圖形與拓樸資料 

 

 

圖 4 長方體實體模型 

 

 

由於幾乎市面上的 CAD 系統都有其特有的

核心運算處理方式，每一個系統的幾何與拓樸架

構也有各自獨立的型態，如前所述，要透過直接

界面將不同 CAD 系統結合起來進行協同關連性

設計，目前實屬不可能，唯有透過調整過的中介

檔界面才是目前較可行的方式。一般實體幾何模

型資料的內容在輸出成中界檔格式時，會依序以

流水號方式累加。每一次的輸出與之前的輸出並

無關連。 

圖 4 為長方體實體模型 (20 10 15)× × ，其

所轉出的 STEP 檔案中，有關幾何與拓樸資料的

部分內容，說明如下： 

 

 

 

 

 

 

 

 

 

 

 

 

 

 

 

 

 

 

 

 

 

 

 

 

 

 

DATA; 

#1=DIRECTION('',(1.E0,0.E0,0.E0)); 

#2=VECTOR('',#1,2.E1); 

#3=CARTESIAN_POINT('',(0.E0,0.E0,0.E0)); 

#4=LINE('',#3,#2); /*向量直線*/ 

… 

#49=CARTESIAN_POINT('',(0.E0,0.E0,0.E0)); /*座

標點*/ 

#50=CARTESIAN_POINT('',(2.E1,0.E0,0.E0)); 

#51= CARTESIAN_POINT('',(2.E1,1.E1,0.E0)); 

#52= CARTESIAN_POINT('',(0.E0,1.E1,0.E0)); 

#53= VERTEX_POINT('',#49); /*頂點*/ 

#54= VERTEX_POINT('',#50); 

#55=VERTEX_POINT('',#51); 

#56=VERTEX_POINT('',#52); 

... 

#65=CARTESIAN_POINT('',(0.E0,0.E0,0.E0)); 

#66=DIRECTION('',(0.E0,0.E0,1.E0)); 

#67=DIRECTION('',(1.E0,0.E0,0.E0)); 

#68=AXIS2_PLACEMENT_3D('',#65,#66,#67); 

#69=PLANE('',#68); 

… 

#70=EDGE_CURVE('',#53,#54,#4,.T.);  

#72=EDGE_CURVE('',#54,#55,#8,.T.); 

#74=EDGE_CURVE('',#55,#56,#12,.T.); 

#76=EDGE_CURVE('',#56,#53,#16,.T.); 

… 

#71=ORIENTED_EDGE('',*,*,#70,.T.); /*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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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資料格式中，#49, #50, #51, #52 分別

代 表 空 間 中 的 卡 氏 座 標 點 (0,0,0) 、 (20,0,0) 、

(20,10,0)與(0,10,0)。#53, #54, #55 與#56 為位於

以上四個座標點的頂點。由#65 的座標點加上#66, 

#67 兩個方向點定出#68 中的兩向量。#69 則為

#68 兩向量決定的平面。#70, #72, #74 與#76 是

分別以#53, #54, #55, #56 四個頂點與#4, #8, #10, 

#12 四條直線構成的邊界曲線。#71, #73, #75 與

#77 分別對應#70, #72, #74 與#76 成為具方向的

邊線。此四個邊線形成#78 的封閉迴圈。該封閉

迴圈定義出#80 的面。最後由#80, #95, #109, #123, 

#136, #148 六個面封閉定義出#149 封閉薄殼形

成的實體#150。 

上述的 STEP 檔案中可看出，每一行開頭的

流水號純粹以模型中輸出幾何的次序排列。當需

要匯出的幾何資料再度轉出時，中界檔中的幾何

資料流水號會重新排序，原先與接收輸入幾何的

個別關連將不復存在。 

故如果要維持原先的設計關連，除非接收系

統所參考的幾何圖素的編號保持固定，也就是相

同的對應編碼(ID, Identity)，在不同的輸出時皆

能維持固定。一般除了輸出時的控制外，輸入端

系統亦必須讓從中界檔輸入的幾何與顯示在輸

入系統中的對應圖素編碼維持一致。並提供一可

隨時偵測輸入資料的來源幾何，即輸出系統原先

輸出資料，是否幾何內容已有改變？藉以作為輸

入端參考資料與相關連後續設計是否需要更新

之參考。 

 

3.2 骨架模型建立 

工程設計是從客戶需求定義，概念設計，細

部設計，設計驗證到分析…等程序中互動的過

程。而整個設計程序的基礎是建立在一致性的管

理，與設計的拘束條件、關連性加以推展與應

用。不論是設計空間的配置或組合件中各組成元

件的配合關係，是由幾何、幾何拘束條件、尺寸

與工程關係所合成[7]。 

關連性設計中，骨架模型是很重要的要

素。透過骨架模型的使用，零件與組件可概略視

為由點、線、面等圖素所構成。幾何圖素之間的

尺寸與拘束條件，控制模型內特徵的大小與位

置。組件中的零件或零件中的特徵可設定為固定

值或可變化的。組件內的元件適當的設定關連，

可使進行的設計在設計變更時自動調整相關的

變化到整個系統(圖 5)。 

    

 

 

#73=ORIENTED_EDGE('',*,*,#72,.T.); 

#75=ORIENTED_EDGE('',*,*,#74,.T.); 

#77=ORIENTED_EDGE('',*,*,#76,.T.); 

#78=EDGE_LOOP('',(#71,#73,#75,#77)); /*迴圈*/ 

#79=FACE_OUTER_BOUND('',#78,.F.); 

#80=ADVANCED_FACE('',(#79),#69,.F.); /*面*/ 

... 

#149=CLOSED_SHELL('',(#80,#95,#109,#123,#136

,#148)); 

#150=MANIFOLD_SOLID_BREP('',#149); /*實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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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骨架開展狀態 

   

(b) 骨架折合狀態 

圖 5 使用骨架模型管理設計 

 

 

運用骨架模型具有以下之功能: 

(1) 機身組件配置與尺寸控制 

利用簡單之外形線做空間規劃與控制尺

寸，可使用不同之顏色或層加以管理，甚

至宣告成不同之群組供個別使用者分別參

考。 

(2) 組裝參考控制 

 模型作為中介，有效管理整個設計之關連

性與組裝基準。在機構中使用基準面與曲

面，作為次組件設計之共同基準或組立參

考是常見的運用。以下是常用之骨架模型

內容及其運用場合。 

(a) 點：關節點，依定義方式可模擬各種

接頭。 

(b) 軸線：旋轉軸或軸心，類似 pin 接頭

或圓柱、圓管軸心。 

(c) 基準平面：配合面，類似滑動配合面或 

基準面。 

(d) 座標系統：定位基準，次組件設計之原

點參考。 

(e) 曲線：細長件簡化形體。 

(f) 曲面：配合面，有範圍之面，不限於平

面，具有邊界，可做尺寸範圍之參考。 

由於骨架模型中使用許多必須以 B-rep 方

可表示的 3D 幾何與拓樸資料。本研究的內容也

以 B-rep 方式作為異質設計環境間的關連性建立

的主要方式。在企業現行的資料交換作業中，以

協同設計需求量很大的汽車業為例，其整體的設

計資料量很龐大，在不同部品的資料參考僅須萃

取部分的幾何資料，從原先封閉曲面的實體模型

中複製部分的曲面或曲線供協同設計者參照，以

B-rep 方式作為傳遞關連資料是可行的方式[8]，

透過拓樸資料的編碼也可以將龐大的資料量予

以大幅縮小[9]，這在網際網路頻寬有限的地區，

可提高設計資料傳遞的速率。 

 

 

4. 現有異質 CAD 系統之關連設計 

現有異質 CAD 系統間的關連設計技術，以

參 數 科 技 公 司 (PTC, Parametric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在西元 2000 年所提出的關連拓樸

匯流排(Associated Topology Bus, ATB)與其配合

使用的 Neutral 中界檔方式是最接近使用者需求

的方式[10]，其方式內容如下： 

4.1 關連拓樸匯流排 

關連拓樸匯流排是藉由建立一連結不同

CAD 系統間，幾何與拓樸資料轉移的對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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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機制，擴展原先在相同 CAD 系統中使用的協

同設計方式到不同 CAD 系統之間。 

在輸出端輸出的任何幾何與拓樸圖素，皆被

賦與獨一的編號在中界檔中，此編號與輸出、輸

入端對應的關係會保持住，因此在輸出端的資料

再次輸出到輸入端時，輸入端系統會依原先的對

應關係更新幾何與拓樸資料。達到由輸出端的設

計變更，可不斷驅動輸出端關連設計資料的更

新。 

圖 6 中所顯示的是一曲面與構成此曲面的

邊線的拓樸關係。以此曲面為例，在輸出端 CAD

系統中曲面與四個邊線在內部儲存時有代表此

圖素的唯一 ID 編號。 

 

 

圖 6 曲面與構造的邊線拓樸關係 

 

例如：在 CAD 系統 A 中其編號分別為

Surf_sys_a_1, Edge_sys_a_1, Edge_sys_a_2, 

Edge_sys_a_3 與 Edge_sys_a_4。在 ATB 與 CAD

系統 B 相同的幾何也有類似對應編號。表 2 所列

為此曲面的拓樸資料，由 CAD 系統 A 經過 ATB

介面而至 CAD 系統 B 編號對應傳遞內容。 

 

 

 

 

表 2  ATB 拓樸資料與異質 CAD 系統對應表 

 

 

 

理論上無論經過幾次的轉換 Surf_sys_a_1, 

Surf_ATB_1 與 Surf_sys_b_1 其實代表相同的幾

何 ， 其 對 應 關 係 必 須 維 持 住 。 相 同 的 ，

Edge_sys_a_1, Edge_ATB_1 與 Edge_sys_b_1 也

是 一 樣 ， 再 依 此 類 推 ， 對 於 任 一 幾 何 特 徵

Geometry_sys_a_n, 必定有 Geometry_ATB_n 與

Geometry_sys_b_n 為相同的幾何關係機制維持

著。後續的子關連設計，藉由此機制得以保持設

計的關連性。故在 CAD 系統 A 中的曲面 S1，由

邊線 E1, E2, E3, E4 所構成，經過轉換介面輸入

到 CAD 系統 B 進行後續機構設計，仍可以得到

如圖 7 所示的幾何圖形。 

 

 

圖 7 將圖 6 轉換後的設計資料 

 

若繼續建立圖形的拓樸關連，圖 8 為例，新

增加的實體幾何其組成曲面 S2，與輸入曲面 S1

以共用邊線 E5 產生拓樸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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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輸入端輸入後進行相關設計 

 

 
圖 9 輸出原始資料改變 

 

 

另外在 CAD 系統 A 中的曲面 S1 的曲線(邊

線 E1，E3)變更時，S1 因在同一系統中，外形可

隨之同步更新，如圖 9 所示。 

CAD 系統 A 將先前輸出到 CAD 系統 B 的

資料再次輸出，接受端 CAD 系統在 ATB 選項中

可隨時偵測所有輸入的輸入參考資料是否已被

變更。 

如果輸入資料已有變更，則將關連的後續資

料進行更新，圖 10 中的 S2 因與輸入的曲面 S1

有中介的共用邊線 E5 有拓樸關連，因而隨之更

新。 

 

 
圖 10 輸入端相關設計更新 

透過 ATB 的技術，異質的 CAD 系統可將設

計變更的幾何資料從原始系統不斷的輸出，而輸

入 CAD 系統也一致的進行關連設計更新。這在

產品開發過程中，除了可保持異質系統間相關設

計資料的一致性外，也可大幅縮短後續設計工程

繁瑣的重建工作。 

 

4.2 Neutral Format 界面檔 

前述中使用的關連性中介界面檔 ─ Neutral 

Format，為參數科技所制定並符合在異質 CAD

系統間建立關連設計的中介界面檔格式。每行起

頭的數字代表此行資料內容的層次。 

以下為前述圖 4 中的長方體，以 Neutral 

Format 檔格式輸出的 B-rep 部分內容。 

 

 

 

 

 

 

 

 

 

 

 

 

 

 

 

 

 

 

 

# Protrusion 

3 id 43 

3 user_name NULL 

3 suppressed 0 

… 

4 surface_ids 46,51,56,58,60,62  /*Protrusion 
id 43 由 surface id 46,51,56,58,60,62 所組成

*/ 
1 surfaces [6] 

2 surfaces  

3 id 46 

… 

5 edge_ids [4] 

6 edge_ids 47,48,49,50 /*Surface id 46 由 edge 
id 47,48,49,50 所組成*/ 
3 surface_type 34 

3 surface(plane)  

…. 
1 edges [12] 

2 e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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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內容可看出，Neutral Format 表示

實體的資料是由上而下分解的方式，先敘述實

體，再敘述組成此實體的曲面，組成個別曲面的

邊線，最後才是構成邊線的點與方向。每個圖元

皆有代表的獨一 ID 編號。所有代表不同圖元的

編號，不論經過幾次的輸出，一定不會改變，這

就是為甚麼在 ATB 的處理下，在原始資料設計

變更變後，後續異質 CAD 系統能保持相同圖素

資料的對應關係而進行更新的關鍵。 

 

 

5. 系統架構 

5.1 關連設計運作模式 

本研究提出的協同作業模式為設計資料的

關連性建立而非取代。上游設計資料的設計變更

仍維持以原來系統處理，以維持傳輸資料在整個

協同設計過程的單一與一致性，經由重覆將改變

過的幾何資料匯出到接受端系統進行輸入資料

與後續關連設計資料的更新。 

目前 CAD 系統，其內部資料的處理方式為

兼具 CSG 與 B-rep 兩種方式的結合，為了兼顧

關連因此在輸出系統中取得的 B-rep 幾何資料，

到輸入系統成為 CSG 資料的設計特徵。設計關

連資料的傳遞並非只限定一次，而可多次隨時選

取需要的幾何資料進行傳送，而非傳統將所有上

游模型資料全部轉移。圖 11 中在 CAD 系統 A

中的幾何 2 與 3(B-rep 資料)輸出到系統 B 中成為

其輸入特徵 1(CSG 資料，內容為從 CAD 系統 A

複製的幾何 2 與 3)。同樣 CAD 系統 A 中的幾何

5 與 6 與系統 B 中輸入特徵 2 的內容 ─ 複製幾

何 5 與 6 也具有相同對應關連。 

 

 

圖 11 異質 CAD 系統關連設計 

 

 

雖然此種關連作業模式可以在不同系統之

間相互引用，但為了不使彼此之間的關連變得錯

綜複雜難以管理，儘量以單向方式由上至下運

用。如果有反向的關連需求，則須避免關連迴圈

的產生。 

相同的輸出參考幾何在不同的輸出、入轉

換中，被重覆選取傳送至接受端系統的幾何因其

與原系統原來的幾何對應相同，也避免在傳統資

料轉移因無關連性產生混淆問題。接受端 CAD

系統的輸入資料可作為由上至下的結構化規劃

設計(Top-Down Design)的骨架模型，串接在接受

端 CAD 系統的整個設計產品組立架構。 

此關連設計資料的傳遞流程，如圖 12 所

示，包含了本研究的兩個關鍵內容 ─ 連結異質 

3 id 47 

3 surface_ids [2] 

4 surface_ids 46,56  /*Edge id 47 與 surface id 
46,56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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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關連設計資料流傳遞方式 

 

 

CAD 系統的關連性中介檔與傳遞輸入資料到各

個需要引用此資料零件模型的骨架模型。 

 

5.2 新異質 CAD 系統關連設計模型 

雖然 Neutral Format 是符合異質 CAD 系統

關連設計的中界格式，但目前僅有部分 CAD 系

統支援此格式，例如：I-DEAS, Cimatron,…等。

如果要使異質 CAD 系統關連設計擴展到其他的

CAD 軟體，勢必使用大部分軟體能接受的格

式。在 B-rep 方式下，是異質 CAD 系統建立關

連設計很理想的方式，將前述的圖素 ID 編號觀

念應用到 STEP 中，達到相同的效果，達成建立

STEP 檔之異質關連性設計。在資料輸出、入 CAD

系統 A 與 B 間，建立圖 13 的應用程式界面作為

異質資料交換的前、後處理模組。 

此前、後處理模組的主要工作是在建立

CAD 系統中 B-rep 資料的 ID 編號與經調整過的

STEP 檔中，代表相同幾何資料 ID 的對應關係。

因此需要撰寫的 API 程式與 CAD 系統的輸出、

入轉換程式數量相同。如前所述，如果有 n 個系

統，即需要撰寫 2n 個程式，但已較直接介面減

少許多，且需要的技術層次並不要求太高，而易

於達成。 

 

 

圖 13 異質系統間資料前、後處理 

 

 

圖 13 前處理模組比對從 CAD 系統 A 輸出

資料其所含幾何的 ID 編碼在 ID 對應資料檔是否

已有資料，如果在 ID 資料檔已存在的圖素則直

接取得並沿用原有 ID 編號，新的圖素則給予新

的編號，並將新的 ID 對應資料記錄到輸出 ID 資

料檔中。完成所有輸出資料的對應關係後，建立

累加的輸出檔版序，最後輸出調整過的 STEP 檔。 

後處理模組在 CAD 系統 B 中偵測是否有新

從 CAD 系統 A 轉出的輸出檔。當 CAD 系統 A

輸入新的 STEP 檔時，進行比對 STEP 檔中的幾

何資料的 ID 編號是否在 ID 資料檔已存在。若為

新的資料，則給予新的 ID 編號並記錄到輸入 ID

資料檔中。已存在的圖素資料則更新原有輸入對

應圖素資料。原已有輸入但新的輸入資料中沒有

的圖素則予以刪除(圖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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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圖素

STEP檔 

輸入圖素

更新對應圖素資料

加入新ID對應資料
到對應檔 

加入新ID對應資料
到對應檔 

CAD系統A

CAD系統B

建立輸出檔版序

檢查輸入檔版序

在ID對應檔是
否已有資料

建立輸出圖素
ID對應

在ID對應檔是
否已有資料

是

否

是

否

 

圖 14 本研究異質資料轉換程序 

 

 

以下是將前述相同的長方體 STEP 檔案經過

前處理編碼後的特殊 STEP 檔案格式，其內容已

加入固定的 ID 編碼。 

 

 

 

 

 

 

 

 

 

 

 

 

 

 

 

 

 

 

 

 

 

 

 

 

 

 

 

 

 

 

 

 

除了在 STEP 輸出時維持圖素的 ID 值固定

外，輸入系統在讀入的處理也須修正成能在輸入

時對應輸入圖素與先前輸入的資料作更新。 

 

 

6. 異質 CAD 系統關連設計實例 

在許多協同開發設計策略中，Top-Down 

Design 是常見的方式。應用該技術於異質 CAD

系統間資料的關連設計，是具體可行的協同開發

DATA; 

#49=CARTESIAN_POINT('',(0.E0,0.E0,0.E0)); 

#50=CARTESIAN_POINT('',(2.E1,0.E0,0.E0)); 

#51=VERTEX_POINT('',#49); 

#52=ID 11; /*前處理產生*/);  
#53=VERTEX_POINT('',#50); 
#54=ID 12; /*前處理產生*/ 
#55=CARTESIAN_POINT('',(2.E1,1.E1,0.E0)); 

#56=VERTEX_POINT('',#53); 
#57=ID 13; /*前處理產生*/ 
... 
#65=CARTESIAN_POINT('',(0.E0,0.E0,0.E0)); 
#66=DIRECTION('',(0.E0,0.E0,1.E0)); 
#67=DIRECTION('',(1.E0,0.E0,0.E0)); 
#68=AXIS2_PLACEMENT_3D('',#65,#66,#67); 
#69=PLANE('',#68); 
#71=ORIENTED_EDGE('',*,*,#70,.T.); 
#72=ID 101; /*前處理產生*/ 
#73=ORIENTED_EDGE('',*,*,#72,.T.); 
#74=ID 102; /*前處理產生*/ 
#75=ORIENTED_EDGE('',*,*,#74,.T.); 
#76=ID 103; /*前處理產生*/ 
#77=ORIENTED_EDGE('',*,*,#76,.T.); 
#78=ID 104; /*前處理產生*/ 

#79=EDGE_LOOP('',(#71,#73,#75,#77)); 

#80=ID 201; /*前處理產生*/ 

#81=FACE_OUTER_BOUND('',#78,.F.); 

#82=ID 301; /*前處理產生*/ 

#83=ADVANCED_FACE('',(#79),#69,.F.); 

#84=ID 401; /*前處理產生*/ 

... 

#149=CLOSED_SHELL('',(#80,#95,#109 

,#123,#136,#148)); 

#150=ID 501; /*前處理產生*/ 

#151=MANIFOLD_SOLID_BREP('',#149); 

#152=ID 502 /*前處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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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藉由相關應用程式界面，以達成異質設計

系統間關連資料轉換的目標。 

本研究最後以 Unigraphics 與 Pro/E 分別作為

工業造型與機構協同設計的應用實例說明。圖

15 為利用 Unigraphics 中進行電腦滑鼠的工業造

型設計與提案，當造型確定時，將外觀曲面與分

件曲線轉出 STEP 檔。 

 

 

圖 15  Unigraphics 下工業設計造型 

 

在 Pro/E 中運用 Top-Down Design 的方式建

立產品架構，並以輸入 STEP 檔資料的骨架模型

作為控制整體外型的依據。 

圖 16 中的組裝檔 00-MOUSE-ASM.ASM 中

有包含骨架檔 00-MOUSE-ASM_SKEL.PRT 在內

的 5 個元件。00-MOUSE-ASM_SKEL.PRT 的內

容為從 Unigraphics 輸入的 STEP 資料(Import 

Feature id 5)，其他的 4 個滑鼠元件則為設計初始

階段時定義產品架構所建立的空白檔案。依實際

需要可為次組裝檔或不可再分件之零件檔。 

 

 

 

 
圖 16 產品設計架構 

 

 

圖 17  元件細部設計 

 

 

進入細部設計階段時，滑鼠的個別元件從骨

架模型複製需要的參考資料進行後續實際的內

容細部設計，將幾何外形完整建立。在個別元件

中的複製幾何資料與骨架檔保持設計的關連

性，形成從 Unigraphics 的初始設計、Pro/E 的組

裝骨架檔到個別元件的整體關連性。圖 17 為滑

鼠上殼 00-MOUSE-UP.PRT 的資料內容，複製幾

何 資 料 (Copy Geometry id 754) 為 從 骨 架 檔

00-MOUSE-ASM_SKEL.PRT 複製外型曲面與按

鍵分界曲線的設計特徵。 

滑鼠其他元件的作法與滑鼠上殼一致。分別

完成後可得到圖 18 的整體機構設計。整個設計

的關連從 Unigraphics 的外觀造型曲線、曲面，

中介 STEP 檔，傳遞到整個滑鼠機構組立的骨架

模型檔而至個別的組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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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Pro/E 下整體機構設計 

 

個別的組成元件間在設計過程中避免相互

參照產生無謂的關連性，以免整體間的關連性過

於複雜而不易管理。如元件間有配合等關連性的

需要，則將該配合條件建立於骨架檔中，個別元

件使用前述的方式將其複製到元件中作為設計

參考。因此元件間彼此不會有參照的關係，而僅

與骨架相關連。 

當 Unigraphics 的設計資料改變時，將外型

幾何資料再轉出 STEP 檔進入到滑鼠骨架模型

檔，作為進行驅動整個設計變更的媒介，構成整

個異質 CAD 系統關連性設計的環境。圖 19 為設

計變更後的滑鼠產品造型。 

 

 

(a) Unigraphics 下設計變更 

 

 
(b) Pro/E 下關連對應設計變更 

圖 19 ID 設計變更更新機構設計 

 

 

7. 結論 

本研究提出以邊界表示法(B-rep)進行異質

CAD 模型關連設計，並利用 STEP 為主之檔案轉

換格式，進行資料轉換，建立幾何及拓樸相關的

關連性創新協同設計，達成建立產品 CAD 圖

形，在點(包含頂點)、曲線(包含直線)、曲面(包

含平面)之設計關連性的探討。雖然透過中介檔

案進行建立異質 CAD 系統之關連性設計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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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現有相同 CAD 系統可運用其單一資料庫的優

勢作到即時性的設計關連資料的更新。但對於設

計開發團隊的協同作業確已提供一可行的解決

方案。 

除了本研究使用中介檔案進行建立異質

CAD 系統之關連性設計外，目前一些市場主流

的 CAD 系統已開始支援直接界面的關連性設

計，例如：Pro/E, CATIA, Unigraphics,…等。但

其應用必須同時使用輸出與輸入兩套 CAD 系

統，資料轉換時必須將整個模型檔案重新處理，

其資料量大且在維護這些直接界面的對應版本

上，仍面臨前面所述的問題。本研究因為關連性

資料具有輕量化的特性，在網際網路頻寬有限的

地區，也可因此減少資料傳輸的時間。 

除了設計關連資料的轉移與建立。未來，可

進一步探討，在異地協同開發環境中，透過區域

或網際網路將關連性中界檔傳送到不同地理位

置之協同人員處，達到同樣的異質 CAD 系統關

連設計環境的建立。使得整個異地協同開發作業

更即時與更有效率。對於企業朝向國際化的目

標，在異地協同開發設計、協同生產的實踐更可

以具體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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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ssociated design is thought as the basis for linking the design models in different systems. During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if using the same CAD software for system modeling, there is no problem. But in most enterprises 

or incorporated companies, heterogeneous CAD systems are used very often. CAD model data transfer will become the 

key issue for products data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is dedicated to build the associated design for heterogeneous CAD 

system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data transfer standard ─ STEP, and using the CAD solid model ─ Boundary 

representation method, the product geometry and topology relative relations can be built. This research is to establish an 

associated collaborative design process among heterogeneous CAD systems. The output design data can be processed 

with application programmed interface (API) by coding with specified ID. Then the ID and design data has become the 

copied geometry design feature and transferred into another CAD system as the input data.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two CAD systems can be associated and achieved the real time collabor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inally, 

a mouse model is used as the example for implementation to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research. 

 

Keywords: Collabor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Heterogeneous CAD System, Solid Model, Product Data Management, 

Boundary Repres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