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DESIGNER FOR EDUCATION
3DEXPERIENCE 角色

目标
3D Designer for Education 是 3DEXPERIENCE® 平台角色和应用程序的集合，旨在让学校、教育工作者及其学生能在单
个平台上进行无缝协作。3D Designer for Education 不仅仅提供 CAD 建模工具，3DEXPERIENCE 平台还将改变教育工作
者教授学生的方式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方式。
3D Designer for Education 能够帮助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让其梦想变得更大，从而为他们提供支持。
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变化日新月异，教育机构需要让他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保持领先。3D Designer for Education 为未
来的员工提供了一套基于云的应用程序，让他们为未来的工作场所做好准备。

亮点
• 将学校、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统一到一个可持续创
新的框架中

Collaborative Business Innovator 还随附 3DDrive 应用程序
以及 3Dsearch 和 6WTags，3DDrive 提供基于云的文档共

• 实时提供用于设计、优化、组织、管理和内容协作
的多款应用程序

享功能，后两者供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在平台上的所有应用程

• 随时随地从任何设备（包括 Mac 和移动设备）进
行创新、协作和做出出色的设计

的协作。

• 利用先进的省时功能和技术，如人工智能和机器
学习
• 完全云端化，无需任何安装，无需额外的 IT 工作

序中组织和搜索数据。这些工具非常适合改善学生团队项目

Collaborative Industry Innovator
Collaborative Industry Innovator 实时提供用于设计、优化、
组织、管理和内容协作的多款应用程序使用 3DSpace 应用
程序，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可以创建和管理协作空间，添加具有
不同权限级别的成员，以及任何存储内容的访问权限。对任
何协作空间的访问都是安全的。数据在一个独特的环境和单

功能
3D Designer for Education 旨在帮助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进
行协作和组织，同时让他们能够访问最优秀的 CAD 产品。但
这远远不止是 CAD。借助 3DEXPERIENCE 平台的强大功能，

个数据库中进行管理和存储，从而提供安全性并促进协作。
Collaborative Industry Innovator 还预装了一流的产品数据
管理 (PDM) 应用程序，能为您的学生传授宝贵的数据管理技
能，并让他们为未来的工作场所做好准备。

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将进入教育技术的新时代。教育工作者可
以利用 3D Designer for Education 中包含的许多应用程序，
通过自定义仪表板、班级公告、每个学生课堂/团队专用的云
存储等功能来 组 织和维护其课程。学生可以 通 过 新的方 式
连接、设计和学习，并且可以自由选择设备— —甚至能使用
MAC、平板电脑和 Chromebook！
使用基于云的 3DEXPERIENCE 平台也可以解决多个硬件问
题。现在，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选择自己的设备来使用平台。要
访问平台，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所需的只是高速互联网连接。
学校不再需要在大型软件安装和硬件升级上增加 IT 预算。整
个平台处于安全的云端，无需任何安装，没有相关开销，不用
再花时间进行年度更新。

3D DESIGNER FOR EDUCATION 包含了哪些内容
Collaborative Business Innovator
Collaborative Business Innovator 将学校、教育工作者和学
生统一到一个可持续创新的框架中Collaborative Business
Innovator 包括 3DSwym 和 3DDashboard 的访问权限，学生
和教育工作者可以在社交媒体环境中进行协作和分享想法。
教育工作者可以在一个平台上组织课程、收集学生项目等。

3D Creator
3D Creator 是一款基于浏览器的 3D 建模解决方案，使设计师
和工程师能够通过简单易用的参数化建模功能创建、审核和
评估 3D 模型。3D Creator 允许访问 xDesign 应用程序，该应
用程序提供灵活的设计工作流程并能实现设计数据的无缝交
换，是对 SOLIDWORKS 3D CAD 的补充。借助人工智能支持
的设计指南，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可以合作创建各种模型。此
外，还包含了由机器学习提供支持的 Design Assistant 功能，
可即时完成诸如草图、圆角、倒角等重复任务。

3DEXPERIENCE 平台的功能
凭借其 不 断 增 加 的应 用 程 序 组合 和 安 全 的 云 技 术，
3DEXPERIENCE 平台使您能够管理产品开发过程的各个方
面，同时降低基础设施成本、IT 开销，减少软件维护和复杂
性。所有 3DEXPERIENCE 解决方案都可以无缝协作，使得数
据管理以及共享和协作变得轻松。3D Designer 可以利用以
下平台功能：
• 使用 Web 浏览器随时随地在任 何设备上查看、共享、批
注、讨论和管理设计。
• 通过与 SOLIDWORKS 3D CAD 和其他 3DEXPERIENCE 设

3D Sculptor 是一款 3D 细分 (sub-D) 建模工具，与使用传统参
数工具相比，当前和未来的工业设计师、工程师和艺术家能
够更快、更轻松地创建符合人体工程学或具有有机形状的风
格化模型。3D Sculptor 建议用户使用 xShape 应用程序，该应
用程序提供直观的推拉式细分建模和设计数据无缝交换，
是对 SOLIDWORKS 3D CAD 的参数化工作流程的补充。

SOLIDWORKS Connector
SOLIDWORK S Connector 允 许 SOLIDWORK S Desk top
和 3DE XPERIENCE 平台双向通信。如果 学 校已 经在使 用

计工具（如 3D Sculptor）的无缝交互，避免返工和数据转
换错误。
• 通过与 SOLIDWORKS 3D CAD 的无缝连接，使设计和工程
学生能够更紧密地协作。
• 通过基于云的仪表板、消息传递、活动流、社区和拖放任务
管理，与所有内部和外部团队成员协作。
• 在 平台上 安 全 地 管 理 您 的 数 据 和 产品 开发 过 程 的 所 有
方面。
• 使用专业工具控制版本，巩固要在毕业后使用的行业最佳
实践。

SOLIDWORKS Desktop，他们可以将现有项目无缝连接到平
台，从而引入 SOLIDWORKS Desktop 功能以外的功能和工作
流程。两个领域的最佳工具都在眼前，任你选择。

在数据表中详细了解平台的这些功能以及其他功能。

Project Planner
有了 Project Planner，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能够在灵活的协作
环境中通 过易于 使用的任 务 规划、执行 和监控 来保 持项目
进度并按时完成项目。此应用程序是团队项目的必备工具：
它让团队 成员能够开展协作，快速 定义、优化、查看项目状
态，并实时完成活动和交付成果，从而达到关键里程碑并满
足交付日期。借助集成的注释工具和连接的云存储空间，团
队项目和规划将变得非常简单。

我们的 3DEXPERIENCE® 平台为我们服务于 11 个行业领域的品牌应用程序提供了技术驱动，同时提供了一系
列丰富的行业解决方案经验。
3DEXPERIENCE® 公司达索系统为企业和用户提供可持续构想创新产品的虚拟空间。本公司全球领先的解决方案转变了产品的设计、生产和支持方式。达
索系统协作解决方案促进社会创新，实现了更多通过虚拟世界改善现实世界的可能性。本集团为 140 多个国家/地区、各行各业、不同规模的 250000 多家
客户带来价值。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3ds.com/zh 。

亚太地区
Dassault Systèmes
ThinkPark Tower
2-1-1 Osaki, Shinagawa-ku
东京 141-6020
日本

America
Dassault Systèmes
175 Wyman Street
Waltham, MA 02451 USA

达索系统（上海）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6 400-818-3535
infochina@solidworks.com

©2020 Dassault Systèmes.保留所有权利。3DEXPERIENCE®、罗盘图标、3DS 徽标、CATIA、BIOVIA、GEOVIA、SOLIDWORKS、3DVIA、ENOVIA、EXALEAD、NETVIBES、CENTRIC PLM、3DEXCITE、 SIMULIA、 DELMIA 和
IFWE 是法国的欧洲企业 (“société européenne”) Dassault Systèmes（在凡尔赛商业注册处注册，注册编号为 B 322 306 440）或其在美国及/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子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其他所有商标均归其各自所有者所
有。在使用任何 Dassault Systèmes 或其子公司的商标之前应获其明确书面批准。

3D Sculp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