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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Windchill 11 智慧連網 PLM
適合突破性產品的突破性 PLM 

突破性產品需要您的業務提供更多資源。這類產品的工程需求更高：像是需要結合各種領域的團隊，比以往更密切的協同合
作，設計現今高度整合的軟硬體及連網系統。而這類產品對組織其餘部分的需求也更高：像是讓頂尖產品加快上市，讓公司
在市場上搶得先機所需的流程效率。最後，突破性產品需要更多的企業技術：像是利用能夠依據業務調整規模，並且不會減
緩使用者速度的方法，整合及執行這些多面向需求。 

PTC Windchill 11 是第一個 PLM 平臺，在產品開發資料及流程之中提供突破性的全新技術進展，其中包括： 

• 智慧遞送功能，在目標負責人需要時提供角色型 PLM 資料

• 連網的產品運作資料，利用物聯網 (IoT) 實現完全閉路式流程

• 完整的多面向數位產品定義、需求乃至於服務 

• 彈性的部署選項，可依據需求調整規模 — 包括雲端、SaaS 及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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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負責人的智慧選擇

在負擔日益沉重的資源上持續增加需求，可說是現今商業環境的最佳寫照：其中最明顯的部分，就是開發及仰賴產品資料的
人員。立即讓整個組織的產品生命週期負責人及其他人員，存取所需資料執行工作，並且沒有令人困惑的使用者介面、沒有
昂貴的訓練課程，以及不會進一步加重其重要工作的負擔，可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PTC Windchill 11 提供全新功能，打造更智慧的 PLM：角色型應用程式、簡化搜尋工具，以及進階 IP 保護。 

• 立即技巧提供給工程領域內外的負責人，支援關鍵的產品相關決策

• 快速輕鬆存取目標 PLM 資料 — 與其他業務系統資料建立關聯

• 更快速詳盡的搜尋功能，提供最佳化的搜尋結果，並可重複使用寶貴的 PLM 資料

• 隨處設計和建構，同時在內部和第三方協同合作對象之中保護關鍵 IP

「公司內任何人皆可擷取材料清單 ... 
並深信眼前的資訊不僅正確無誤，

也是最新版本。」

– iRobot 資深 Windchill 業務分析師 Kar Dehal

iROBOT 利用 PTC Windchill PLM 管理 eCAD、mCAD、材料清單
及變更流程資訊，橫跨旗下三種全球知名的不同產品系列：家庭、
國防及虛擬存在。

的使用者
並不是工
程領域。70%在 500 位授權的 

PTC Windchill 使用
者之中， 

採用 PTC Windchill  
的航太及國防工業公司

  進一步瞭解：

PTC.com/about/customer-stories/i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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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所有流程

全球的物聯網 (IoT) 革命已經展開：將我們熟知的傳統產品，轉型為智慧連網裝置，產生本身運作的大量資料，向工程、製
造及服務組織提供前所未有的全新價值。不過您的 PLM 能夠跟上腳步嗎？因應建立、操作及服務智慧連網產品的全新挑戰，
雖然相當困難，卻是製造商的必要任務，以便在現今技術快速進展的世界中維持競爭優勢。 

PTC WIndchill 11 提供第一個採用物聯網 (IoT) 技術的 PLM 架構：首創將製造商連結至其產品運作資料，實現 PLM 的各項
保證。物聯網 (IoT) 技術可讓使用者存取整個生命週期、需求乃至於效能的產品資料： 

• 即時失敗報告利用物聯網 (IoT) 立即提供錯誤碼、運作資料及分析

• 整個企業都能掌握產品的運作行為及真實品質標準

• 更快速精確地改善服務、製造和設計品質

• 利用 PTC Integrity 和 PTC Windchill 之間的需求追溯關閉迴圈 

• 最佳化 PTC Windchill，使用具備物聯網 (IoT) 功能的 Performance Advisor，提供智慧連網支援及主動修復

「我們可以實際依據工程師提供的回

饋建立行動。」

– HP 品質策略、系統及流程副總裁 Jim Cosco

HP 利用 PTC Windchill Quality Solutions 關閉產品品質迴路，並
提升產品可靠性：

採用 PTC Windchill  
的高科技和醫療器材公司

減少的年度平均 (客戶 ) 
當機時間比例為

20%
減少的年度中斷事件
比例為

15%

  進一步瞭解：

PTC.com/live-global/sessions/plm/thank-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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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支援所有產品資料

複雜產品仰賴越來越多的工程領域，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之中密切合作，而單一專業領域的變更，需要與所有其他領域一起
實現及整合。不過現今的協同合作方法，像是共用 CAD 工程圖、管理特定領域資訊的試算表，以及使用無法擴充領域的過
期桌面技術，只會造成效率不彰、不正確及昂貴成本等問題。 

PTC Windchill 11 提供單一資料來源的產品資料及流程，透過服務橫跨生命週期及需求發展，包括各種製造和品質領域，並
率先讓資料完整性順利延伸進入產品運作領域。其中提供的 PLM 資料具有下列特性：

• 多面向 — 透過進階 OSLC 技術整合需求與 PLM 資料

• 轉換 — 提供同步製造、工程及服務層級的 BoM 檢視

• 流程驅動 — 進階核心 PLM 功能，像是變更、查詢、視覺化及工作流程

• 模型式 — 向下游提供動態 CAD 資料，實現零件導向的設計方法

「在所有平臺實現設計標準化 ...達到
高度生產力。」

– GE Appliances 電子服務計畫經理 L. Srinivasan

在 PTC Windchill 管理 eCAD 資料、材料清單及協同合作之後，
GE Appliance 體驗到：

採用 PTC Windchill  
的工業製造業公司

  進一步瞭解：
PTC.com/live-global/sessions/plm/thank-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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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 PTC Windchill，我們能夠在 6 到 
9 個月內完成產品設計，之前則需要 
15 個月。」 

– STRATTEC 工程服務主管 Linda Heth

 彈性進行所有部署

「企業軟體」這個名詞，多年來的形象都是使用不便、難以維護、成本昂貴，以及需要投資大量資源等，會對 IT 團隊和企業
造成負擔。PLM 可從基礎變更這項型態，解除內部 IT 的負擔，提供雲端型存取，讓每位使用者都能取得所需的重要產品開
發資料及流程，不論身在何處都沒問題，並提供訂閱型定價，可依據需求擴充或縮減。請選擇讓 PTC 處理您最煩惱的技術
和業務問題，例如升級、安全性及存取性，同時滿足使用者對擴充性、連續運作時間及速度的需求。 

PTC Windchill 11 位於 PTC PLM 雲端，可透過下列方案協助貴公司更充分地實現及提供產品資料和流程的價值：  

• PLM 雲端服務：完全主控、可自訂、完全安全，並且隨處可用

• 免費升級：請選擇由 PTC 處理升級及安全性事宜，並提供最新功能讓您處於最新狀態

• 訂閱定價是以使用中使用者的需求為依據，混合搭配您需要的各種功能

• 可調整規模，在計畫擴充或縮減及使用者需求變更時，因應業務需求

全球汽車供應商 Strattec 利用 PTC Windchill 提升生產力及減少
浪費。

資料來源：Nucleus Research

122%
專案的年度投資
報酬率

針對 300 位使用者部署  
PTC Windchill 的總計時間

3 個月

採用 PTC Windchill  
的汽車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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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Ready Deployment：選擇 PTC Windchill 11 加速實現價值

PTC 針對 PTC Windchill 11 提供的 Value Ready Deployment (VRD)，利用預先設定的整合式方法，盡可能縮短實現價值的時
間，適用於業務調整、流程變更、雲端式部署，以及角色型使用者採納。

VRD 並不是一般以「連線」為重，而忽略真實商業價值的通用套件。相對上，VRD 提供可輕鬆調整的基準線方法，引導公
司朝向最佳工作模式的方向發展，同時具備高度彈性支援個別公司需求。

• Value Ready Deployment (VRD) 提供預先設定但可調整的最佳工作模式流程，以 PTC Windchill 11 內建的完整功能為基礎。
這項引導但彈性的方法，可盡量縮短規劃和設計時間，同時確保公司由其個別環境的技術獲得最多價值。

• 有了 VRD，PTC Cloud Services 就可以在專為 PTC Windchill 11 設計的安全雲端型基礎架構上，進行軟體的部署、測試及
調校。這樣就不必花費冗長時間及昂貴成本，在公司內部或與更一般性的委外合作夥伴，進行必要技術的設計、採購及部署。

• 預先設定的角色型採用資料，可加速及確保終端使用者採納各種全新方式，使用 PTC Windchill 11。這樣可以盡量減少可
能的減速作業，或是變革阻力，並在部署本身以外加快實現價值。

• PTC Windchill 11 的 Value Ready Deployment 結合預先設定的流程變更、雲端型部署及角色型採用，可以確保在幾週或幾
個月內進行實作、採用及產生真實的業務影響，有別於舊方法似乎毫無止盡的循環。

若要進一步瞭解 PTC Windchill 11 智慧連網 PLM，請造訪：PTC.com/go/windchil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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