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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数据管理成熟度
提高盈利能力

分析设计管理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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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们的前一份报告《设计数据管理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 in Managing Design Data1）

显示“世界级公司更可能具备非常有效的数据管理能力。”现在，我们已经用新的调查数据

来拓展了早期研究，从新审视数据管理挑战和最佳实践。此外，我们还将更加深入地分析产

品复杂度，探讨公司是否仍然在非增值时间管理数据方面遇到问题，并且量化改进设计数据

管理带来的影响。

复杂度不断增加，导致生产力低下。在接受调查的公司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声称技术资源花
把超过 25% 的时间花在非增值数据管理任务上！

调查结果显示，数据管理仍然是一个很大的业务挑战。复杂度不断增加，导致小公司的生产

能力低下。在接受调查的公司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声称技术资源花把超过 25% 的时间花在非

增值数据管理任务上！

此外，调查还显示数据管理正在不断演变，包括基于云技术的文档共享工具的使用大幅增加。

看来采用这些工具可能使公司更容易共享设计，但是更难有效地控制设计数据。

前一份报告就如何改进数据管理以及提高生产力提供了建议，这些建议现在仍然可行。前一

份报告显示，有些公司的数据管理更加有效，“更可能使用结构化的协同设计数据管理技术，

使用 PDM 或者 PLM 的可能性要高出 30%。”此外，前一份报告还发现，这些公司花在非生产性

数据管理任务上的时间不到 25%。该项调查对研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产品开发表现最

好的公司 – 表现最好的公司 – 具有更高的数据管理成熟度。他们：

 •  使用协同性更强的设计数据管理功能

 •  用设计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来执行更多的智能

 •  设计工具 /CAD 和数据管理之间的集成更加紧密

 •  将数据管理与云文档共享紧密耦合（如果他们使用云技术）

表现最好的公司的数据管理成熟度更高。

我们发现这些公司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业务优势，包括更高的收入增长、利润率和创新速度。

此外，我们还发现他们不仅实现了一次性改进，而且把数据管理用作成长的基础，从

PDM/PLM 中获得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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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数据管理提高了生产力和表现

Tech-Clarity 的研究显示，好的设计数据管理意味着好的业务。比如，《设计数据管理最佳

实践》发现“世界级表现的公司更可能具备非常有效的数据管理能力，”并且“更加能够找

到需要的数据，与他人共享，管理设计项目，并且向制造部门提供正确的数据。”另一项研

究 – 《产品数据管理方面的事实》（The Facts About Managing Product Data2） – 报告

称“表现最好的公司实现预估设计到期日期、质量目标和项目 / 计划预算的可能性要高出

一倍左右。”这些研究使提高数据管理表现的业务价值变得清晰明确。

图 1：设计数据管理的重要性和收益

参与本报告调查的公司认可更好的设计数据管理带来的收益。比如，一个调查回复者解释

道说数据管理很重要，因为“…使你的工程师 / 设计人员一直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不

是管理数据。此外，数据管理还允许改善与整个公司的沟通，不管他们在哪座工厂。”其他

回答者也做出了类似的陈述，最常见的主题显示在“云技术”一词中（图 1 – 对开放式问

题的最常见的回复显得更大）。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显著提高的生产力 – 这是改进设计数

据管理后带来的一个常见收益。在本报告后文，我们将对这些收益如何影响收入和盈利能

力进行定性分析。

参与本报告调查的公司认可更好的设计数据管理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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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数据管理仍然是一大挑战

调查显示，公司仍然面临无数设计数据管理挑战（图2）。这些挑战涵盖三大设计数据管

理支柱：数据的控制、访问和共享。

两个最常见的挑战与数据控制相关。

两个最常见的挑战与数据控制相关，比如文件版本冲突，没有最新、准确的信息。自上一

次调查以来，冲突版本方面的挑战大幅增加。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版本修改控制问

题的增加，公司在设计数据控制方面面临的问题似乎比以前更多

图2：设计数据管理挑战

公司还在数据访问方面遇到挑战。公司报告搜索挑战的频率几乎与控制问题几乎相同。以

往的研究和我们的经验都显示，这些问题与最常见的第二大挑战 – 花大量时间执行重复

性数据管理任务 – 对生产力损失的贡献都非常大。

公司报告搜索挑战的频率几乎与控制问题几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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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评估数据管理的第三大支柱 – 数据共享 –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积极信息。在调查过

程中，较少的公司报告了两个挑战 – 查看多种文件类型和与外部共享设计。我们相信这

是由于基于云技术的文档共享站点增加的缘故。不过，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控制问

题增加的同时共享问题却减少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云文档共享提高

了与他人共享数据的能力，但是创建了更多的未管理或者以临时方法管理的数据。

云文档共享提高了与他人共享数据的能力，但是创建了更多的未管理或者以临时方法管理
的数据。

数据管理挑战继续影响生产力
挑战让人烦恼，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产生很大的业务影响。在我们的前一项研究中，我们发

现四分之一的公司把20%的时间（一周一天）花在非增值数据管理活动上。在理想的情况

下，我们想要报告事情已经变得更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图3）。通过分析对该调

查的回复后，我们发现公司平均花15%的时间在与数据管理相关的非增值任务上。事实上

，几乎三分之一的公司把25%的时间花在非增值活动上！

图3：花在设计数据管理上的非增值时间

公司平均花15%的时间在与数据管理相关的非增值任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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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复杂性增加以及公司不断拓展创新边界，数据管理似乎已经进一步失控。与此同时，

设计数据管理在减少复杂度影响方面的重要性比变得以往更加重要。这是一个难题，因为

数据管理会带来巨大收益，但是公司不能让其成为公司创新者的一项负担。Ridge Tool 公

司产品工程 CAD/PLM 管理员 Charlie Kitts 解释道，“我们以前知道我们需要数据管理，

也理解数据管理对数据共享很重要，但是我们不想成为数据录入员。”幸运的是，有些公

司似乎已经知道如何有效平衡这些需要。本报告重点讨论的是他们的不同做法，供他人效仿。

随着复杂性增加以及公司不断拓展创新边界，数据管理似乎已经进一步失控。

复杂度不断增加

在探讨最佳实践之前，一定要了解最佳实践为何对现在的制造商很重要。作为数据管理挑

战的一个主要来源，复杂性正在不断增加。如果不采用最佳设计数据管理实践，已经被低

效过程和系统困扰的公司将面临更大的生产力挑战。各种规模的公司都面临设计数据管理

挑战。令人惊讶的是，《设计数据管理最佳实践》显示，产品复杂性比公司规模造成的数

据管理问题还要多。

四分之三的公司表示，随着设计中采用越来越多的软件和电子和产品 “智能化” 的增加，
复杂性也大幅增加，并且还产生很多其它问题。

Tech-Clarity 的产品复杂性五大维度（图 4）显示，复杂性是一个复合问题，包括与产品

和产品开发环境直接相关的因素（图 5）。该研究对产品复杂性及其是否在过去几年增加进

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答案是一个大写的“是”，并且从多个维度阐释了复杂性的增加问题。

四分之三的公司表示，随着设计中采用越来越多的软件和电子和产品“智能化”的增加，

复杂性也大幅增加，并且还产生很多其它问题，因为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公司表示机械复杂

性增加了，42% 表示材料复杂性增加了，可能是纳米材料和复合材料的使用增加所致。

但是，复杂性的来源很多。超过一半的公司表示产品复杂性增加的原因是需要管理多重产品

配置。这可能是需要提供更多的市场选择或者提供变型来满足全球化需求 – 这是另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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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挑战。最后，超过一半的公司表示制造复杂性增加了，并且 20% 的公司表示明显增加。

随着 3D 打印 / 增材制造以及复合材料的使用不断成为主流，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越来越

严重的问题。

图 4：产品复杂性五大维度

很明显，产品的复杂性以及盈利产品开发和交付业务的复杂性都增加了。根据我们对复杂

性和数据管理问题之间联系的理解，我们相信设计数据管理问题将继续随着复杂性的增加

而增加，尤其那些需要整合多个学科的人员和设计的领域。

设计数据管理问题将继续随着复杂性的增加而增加，尤其那些需要整合多个学科的人员和
设计的领域。

机械 /
材料 /

制造方法

智能产品 /
机电一体化 /
系统 / 物联网

产品复杂性

生命周期
支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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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 /
 供应链

全球设计 /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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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在过去 5 年中复杂性增加的公司百分比

识别表现最好的公司的数据管理实践

领先公司在设计数据管理方法上有何独到之处？ Tech-Clarity 用一个名为“表现分组”

的过程来判断领先公司使用的组织方法、过程和技术。过程的第一步是识别“表现最好的

公司”。为此，调查人员审查了每个回复者提供的系列度量标准。在本次调查中，调查人

员根据驱动产品生产力的下列业务相关度量标准，主要调查了回复者相对于竞争者的表现：

 •  设计高质量产品的能力

 •  快速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  开发创新产品的能力

 •  高效开发产品的能力

调查人员单独列出了总得分最高的回复者，将这些表现最好的 24% 回复者标为“表现最好

的公司”。在确定了这些表现较好的公司之后，调查人员分析了这些公司与“其它公司”

之间的不同做法，以便判断哪些数据管理实践与更好的业务表现相关联。比如，表现最好

的公司认为设计数据管理对设计和工程表现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可能性要超过一倍（图 6）。

当然，这些并不是全部，但是应当知道领先公司已经认识到了设计数据管理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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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最好的公司 其它

45%

21%

39%

51%

10%
20%

3% 4%
3% 4%

不知道

不重要

想采用

重要

战略

我们将探讨表现最好的公司之间的其它类似之处，并且将其转化为提供给表现较差的公司

的建议。

表现最好的公司认为设计数据管理对设计和工程表现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可能性要超过一
倍。

图6：按表现等级划分的数据管理重要性

表现最好的公司的数据管理使用成熟度更高

《设计数据管理最佳实践》的数据显示，表现最好的公司更可能使用产品数据管理（PD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等结构化协同解决方案。这在Tech-Clarity的其它调查中

也得到了印证。除此之外，表现最好的公司还有哪些独到之处？

表现最好的公司的设计数据管理成熟度要高很多。

表现最好的公司的设计数据管理成熟度要高很多。第一个指标是表现最好的公司使用的数

据管理功能更多，拥有高数据管理使用成熟度的可能性要高出30%（图7）。在本研究中，

我们把的“使用成熟度”定义为使用五个甚至更多数据管理功能，这意味着他们将数据管

理用于更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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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47%

表现最好的公司

其它

图 7：按表现等级划分的高数据管理使用成熟度

领先公司认识到了将数据管理解决方案用于更多用途的价值。Ridge Tool 公司的 Kitts 解

释道，“我们必须不断进取。我们想更加充分地利用数据管理，以便能够更快地开发产品，

减少错误，知道变更的全部影响，并且将其推向全球。”

表现最好的公司的协同成熟度更高

除了表现最好的公司使用的几个数据管理功能外，调查还显示这些领导者用数据管理支持

的功能种类也各不相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最常见实践之间的差异（图 8）以及差别最大

的几个（图9）。存储、访问控制以及CAD文档存储等功能在两个表现等级之间相对比较常见。

这些很可能是非常宝贵的功能，但是不是让表现最好的公司与众不同的东西。

存储、访问控制以及 CAD 文档存储等功能在两个表现等级之间相对比较常见。这些很可
能是非常宝贵的功能，但是不是让表现最好的公司与众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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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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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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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9%

54%

46%

17%

29%

4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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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图 8：数据管理解决方案的最常见用途

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支持的功能的另一个视图提供了附加认知，突出显示了表现最好的公司

与其它公司差别最大的领域（图 8）。我们主要看到与设计数据控制和共享相关的不同方法。

请注意：该图中的任务根据差异最大而不是最常见的用途进行分类。

图9：按表现等级区分的差异最大的数据管理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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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在用数据管理支持协同的领先公司之间看到一个明确的主题。表现最好的公

司更有可能将数据管理工具用于内外部协同。Bird Technologies 公司机械工程经理 John 

Winter 表示，“我们的设计过程的集成度和跨功能性都非常高。”此外，表现最好的公司还

更有可能将数据管理用于变更控制 – 这是一个要求使用强大设计数据管理功能的高度协

同过程。

表现最好的公司更有可能将数据管理工具用于内外部协同。

“云” 技术的出现凸显了成熟度的另一个维度

我们调查的另一个目的是了解一些新兴趋势，比如将基于云的技术用于数据管理。云计算

的兴起已经在多个方面影响到数据管理。比如，大部分公司 – 表现最好的公司和其它公

司 – 都在站点运行自己的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但是运行 PDM/PLM 的表现最好的公司中大

概有四分之一表示是以某种 SaaS 模型运行。

使用云文档共享工具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趋势，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但是，即使他们不将云技术用于正式的数据管理解决方案，公司也使用 Box、Dropbox、

Google Drive、SkyDrive 等云文档共享工具。使用云文档共享工具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趋势，

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表现最好的公司中大概一半使用云文档共享工具，大多数情况下与

其它解决方案结合使用。事实上，表现最好的公司更有可能用云文档共享工具来防止文档

丢失。Bird Technologies 公司的 Winter 表示，“我们以前将所有机械数据全部放到

Google Drive (G Suite) 里面的云上。现在我们由一个第三方提供支持。Google 在保护 /

备份方面比我们做的更好 – 这点无可争议。”

与云相关的最有趣的发现是表现最好的公司使用云文档共享工具的方法与其它公司不同。

比如，使用云工具的表现最好的公司更有可能将云工具与正式过程一起实施，而其它公司

则采用特别过程。这与我们在使用共享驱动器的公司看到的情况类似，而不使用正式数据

管理工具的表现最好的公司尽管没有工具成熟度，但是过程成熟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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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耦合

29%

8%
表现最好的公司

其它

使用云文档储存的表现最好的公司用设计工具管理版本、防止重写和避免其它数据管理问
题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

但是，我们还看到公司用 CAD 工具来帮助管理数据复杂性。Bird Technologies 的 John 

Winter 表示，“我们的用户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用云工具从硬盘读写，前后同步，速度无与

伦比。我们的CAD工具现在可以创建一个锁定文档，防止多个用户同时写同一个文档。此外，

它还有助于防止文件编号重复，并且我们能够锁定已经发布的文件。” 使用云文档储存的表

现最好的公司用设计工具管理版本、防止重写和避免其它数据管理问题的可能性要高出一

倍。

图 10：云文档储存和数据管理工具之间的集成

表现最好的公司将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与云文档共享紧密耦合，利用正式数据管理工具的控

制功能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图 10）。即使在使用正式度和结构化较低的数据管理工具时，这

也是表现最好的公司证明更高成熟度的另一个方法。设计数据管理成熟度甚至会帮助不使

用正式 PDM 系统的公司。

表现最好的公司将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与云文档共享紧密耦合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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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指标 表现优势  
设计效率 2%  
产品成本 1%  
利润率 9%  
收入增长 4%  

量化设计数据管理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表现最好的公司 – 更能快速、高效设计高质量创新产品的公司 – 拥有更

高的数据管理成熟度。但是，最重要的是数据管理的业务影响。更高的数据管理成熟度有

助于减少降低设计速度的非增值工作。Bird Technologies 公司的 John Winter 表示，“我

们的生产力即将提高，因为我们正在清除生产力障碍。”

除了轶事证据外，调查人员还寻求用数字来量化数据管理成熟度对业务表现的影响。调查

回复者分享了在数据管理成熟度影响的多个关键度量指标方面的进步，数据管理成熟度更

高的公司的结果更好。

数据管理使用成熟度更高的公司在重要财务指标方面的表现更好。

调查人员从两个维度分析了数据管理成熟度。第一个维度是更高的设计数据管理使用成熟

度。分析发现数据管理使用成熟度更高的公司在重要财务指标方面的表现更好（图 11）。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改进是这些公司额外实现的效率提高、成本降低、毛利增加和收入增长。

很显然，由于涉及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支持的功能数量的增加，公司可以获得非常宝贵的业

务优势，对顶线和底线产生明显影响。

图 11：更高设计数据管理使用成熟度带来的收益

评估的第二个成熟度维度是 CAD 工具及其设计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之间集成度更好的公司的

优势（图 12）。这可以是提高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步骤 – 即使对没有正式解决方案的公司

也是如此。Ridge Tool 公司的 Charlie Kitts 解释道，“未嵌入 CAD 环境的数据管理工具

不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帮助。当我们开始使用一个嵌入客户端时它就变得很有帮助，这一点

非常重要。” Bird Technologies 公司的 John Winter 表示，“我们的 CAD 工具里面的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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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最好的公司 其它

33%

33%

28%

22%

52%

11%
12%

8%

低很多

较低

基本相同

较高

高很多

数据管理使设计管理变得非常方便。”业务收益非常明显。

图 12：CAD 与数据管理之间更高集成度带来的收益

设计数据管理是成长的基础

更高的设计数据管理成熟度显著提升了生产力以及顶线和底线表现。如前文所述，表现最

好的公司的设计数据管理使用成熟度更高（用来执行更多的任务）。前一节用业务术语对

这些优势进行了量化。

图 13：按表现等级区分的后续数据管理举措的相对投资回报率

数据显示，设计数据管理会带来价值，并且该价值可以延伸。公司正在纷纷提高设计数据

管理成熟度，以便扩大对竞争对手的优势。表现最好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二从后续数据管理

举措中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图 13）。这意味着他们实现的提高与通过初始努力实现的

业务指标 表现优势

设计效率 3%
产品成本 4%
利润率 3%
收入增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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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甚至更多。事实上，投资回报更高的表现最好的公司中大概有一半表示“高很多”。

即使实施了设计数据管理解决方案的公司也有机会通过进一步提高成熟度来提高表现。

即使实施了设计数据管理解决方案的公司也有机会通过进一步提高成熟度来提高表现。

结论

产品复杂度和产品开发的复杂度在不断增加，从而显著降低了各种规模的公司的设计生产

力。领先公司通过设计数据管理来降低复杂度的影响。表现最好的公司使用结构化和协同

程度更高的解决方案（包括 PDM 和 PLM）。该项调查显示，即使无法得到这些工具，公司仍

然可以提高设计数据管理成熟度，获取生产力和业务表现优势。

公司可以提高设计数据管理成熟度，获取生产力和业务表现优势。

公司可以用多种方式延伸设计数据管理。首先是采用更加正式的数据管理过程；其次是用

CAD 工具来帮助管理设计 – 若他们使用的是网络驱动程序或者云文档共享等不太正式的

设计数据管理功能。Bird Technologies 公司的 Winter 表示，“对小公司而言，云文档共

享与数据控制结合是一个非常棒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一提供该解决方案，我们马上就采用

了。”

最后，公司可以通过提高设计使用成熟度以及用设计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来支持更多任务的

方式来提高表现。始终有提升的空间。表现最好的公司正用多种方式延伸设计数据管理成

熟度，能够用他们的设计数据管理基础来获得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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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根据行业经验和本报告的调查结果，Tech-Clarity 提供了下列建议：

• 对于设计数据管理问题而言，复杂度是一个比公司规模更大的驱动力

• 认识到越来越高的产品复杂度产生的影响，提高设计数据管理成熟度，缓释风险

• 使用 PDM 或者 PLM 等正式的数据管理工具（若有）

• 若没有正式系统，你用的是网络或者云文档管理工具，至少要通过采用更好的过

  程来提高成熟度

• 若要提高表现水平，需用你的 CAD 工具的功能来帮助管理复杂度

• 延伸设计数据管理的使用成熟度，持续提高生产力和业务表现，保持对竞争对手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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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查

Tech-Clarity 收集并分析了对“软件密集型产品设计”网络调查的 300 多份回复。这些调

查回复是通过电子邮件、社会媒体和 / 或 Tech-Clarity 以及 Siemens PLM 的网上发帖收

集的。

回复者中大概一半（49%）为个人，三分之一（36%）为经理或者董事，10% 为副总裁或者执行官，

剩余 5% 为其他类型。

回复者来自各种规模的公司，其中 32% 来自小公司（员工人数不到 100），23% 的公司员工

人数在 101 到 500 之间，22% 的公司员工人数在 501 到 5,000 之间，23% 超过 5,000。

回复的公司充分代表了各个制造行业，包括工业设备 / 机械设备（25%），汽车 / 交通运输

（18%）、航空航天与国防（13%）、建筑产品及制造（14%）、高科技及电子产品（14%）、生

命科学 / 医疗器械（12%）、消费品（10%）、能源 / 公用事业（10%），其它包括联邦政府、

航运以及消费包装品。请注意，这些数字加起来大于 100%，因为有些公司的业务涉及多个

行业。

回复者的业务遍及全球，大部分公司的业务在北美（75%），大概三分之一的公司的业务在

西欧（34%），不足三分之一的公司的业务在亚太地区（29%），其它来自拉丁美洲（14%）

和东欧（10%）。

回复者包括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以及软件公司，但是分析不包括不直接参与软件密集型产

品设计的公司（包括软件提供商和顾问）的回复。大部分公司被视为知己参与设计和开发

软件密集型产品，并且报告反映了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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