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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仿真咨询业务指南

所有的企业认识到：仿真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清醒的企业认识到：用不用仿真不再是核心竞争力，知道“在哪里用”和“如何用”才是！

领先的企业认识到：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只有仿真软件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通过仿真体系建设，才能建立真正的仿真能力，才能拥有“仿真

驱动研发”的引擎！

安世中德（全称：安世中德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通过工程

仿真咨询和仿真体系建设咨询来帮助您建立仿真能力的公司。通过一

个或一类工程问题的仿真咨询，您的团队获得“在哪里用”和“如何用”

的解决方案。通过仿真体系建设咨询，您的企业拥有一个长盛不衰的

引擎——仿真驱动研发。

仿真体系建设，是分析客户的产品研发流程，找到研发流程中仿真

价值最大的环节，在此环节凝聚正确的仿真资源并给予科学配置，

使客户拥有的仿真资源能够在研发流程中仿真价值最大的环节实现

高效正确的应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帮助企业完成仿真组织的设计、

仿真装备的规划和建设、仿真规范和标准的建设以及仿真流程的优

化和改进，结束企业在实际研发活动中仿真工具采用和应用的随意、

缺乏规范与标准、协同性弱和使用效果差的局面，为企业建立一套

让仿真技术真正发挥作用的体系，全面发挥仿真的价值，使企业真正实现“仿真驱动研发”的现代高效研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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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世中德由中国最大的仿真解决方案提供商“安世亚太”与世界最大的工程仿真咨询公司“德国 CADFEM 公司”合资成立。作为专业

的仿真咨询公司，安世中德在如下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专业的技术咨询团队。公司集结全球性工业产品专家、仿真技术专家，专

家均具有十年以上的工程仿真经验，深厚的行业背景、扎实的专业理论基

础及熟练的软件应用技能，能有效、专业地解决客户实际工程问题。公司

咨询专家全国分布，对客户需求的本地化支持能力强。

  丰富的技术资源。包括来自于 CADFEM、ANSYS 公司等国外合作伙伴的

高级技术专家的强力支持及其 CAE 仿真知识和经验的继承与发扬，能够

提供世界级的技术能力和工程经验。

  强大的研发与软件开发团队，可以面向客户产品、面向客户研发环境，提

供独特的全程性 / 一体化的定制开发服务，以方便客户使用。

  丰富的 CAE/CAD 仿真工具、研发工具资源，专业面广。包括 FEA、

CFD、FSI、Multiphysics、MDO、多域系统仿真等，可联合解决各种复

杂仿真问题。

  丰富的咨询服务类型。包括项目承接、课题研究、专业化定制开发、技术培训、项目导航、人员培养、定点技术支持、工具选型配置等，为

客户投入实现效益最大化。

安世中德作为中国最专业的工程仿真咨询服务商，以仿真体系建设为蓝图，

为客户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具体包括：CAE 工程仿真咨询、高端仿真人

才培养、企业仿真软件选型和产品提供、高性能仿真装备建设、专业化定制

开发与平台搭建等专项服务。对具有综合优势的行业，我们提供行业综合解

决方案。对于有志于“仿真驱动研发”的先进企业，我们提供完整的仿真体

系建设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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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咨询的第一目的是为客户提供同类工程问题的仿真方法和路线，第二目的是形成此类工程问题的仿真标准与规范。安世中德集国内

外的专家资源，在行业、专业应用以及 CAE 专题技术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仿真咨询经验及典型案例，能够为客户提供多种项目化的

仿真咨询与服务。

CAE 工程仿真咨询      

LNG 储罐的校核计算

针对大型 LNG 储罐，尤其是复杂超大容积 LNG 全容储罐，进行全容储罐快速精确建模、

高效计算与结果校核。模型包括内外罐以及钢筋、液体、保冷层、穹顶、吊顶、桩基础以

及其他附属结构，并考虑桩土相互作用以及各部分结构之间的直接耦合作用。支持面向设

计需求、基于规范的载荷工况定义与工况计算，包括温度场、预应力、恒载、活载、风载、

雪载、LNG 液压、设计正负压、气压试验、水压试验、泄露、地震、爆炸、冲击、火灾

等工况，进行静力、动力、稳定性计算，并

按照规范和设计要求进行 SLS( 适用性极限

状态 ) 及 ULS( 最终极限状态 ) 荷载组合与评

估。另外，面向设计需求的结果呈现与校核，

包括液面晃动、混凝土与钢结构的内力（弯矩、剪力、轴力）与应力、穹顶屈曲载荷、裂

缝宽度、结构变形、基础沉降等，可按照图片、曲线、动画、数据等形式输出计算结果。

同时，还具有非线性校核计算能力，包括抗外物冲击、储罐结构失效与断裂破坏分析，基

础极限承载力分析等。在上述计算的基础上，开展结构优化设计，基于全参数化模型与力

学计算实现结构参数敏感性分析与优化设计。

行业解决方案 专业应用解决方案 CAE 专题解决方案

石油石化 LNG 储罐的校核计算 材料本构开发

汽车行业 电机仿真分析 断裂力学

航空航天 航天飞行器动力学解决方案 多物理场

铁道机车 LED 结构与散热分析解决方案 复合材料

船舶行业 压缩机仿真整体解决方案 胶结

能源电力 风力发电机仿真整体解决方案 接触非线性

电子电器 电动车电池组热管理解决方案 螺栓

通用机械 岩土工程结构与施工过程模拟解决方案 疲劳

核能行业 ...... 随机震动机

土木建筑  震动噪声

......  制动尖叫

  轴承

  转子动力学

  阻尼

  多相流

  运动网格

  燃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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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仿真分析

电机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在较短周期内设计制造出性能好，体积小、结构简单、

运行可靠、制造和使用、维修方便的先进产品。相比于传统的半经验公式方法，

仿真分析更方便更快捷地能帮助设计者实现和达成这个目的。目前电机的仿真

分析技术，除了较为成熟的电磁

场仿真分析应用外，还包括电机

冷却系统的通风散热、绕组绝缘

等级评判计算，电机机械结构相

关的强度和振动响应评估，电机

多个物理场之间的单向、双向耦

合计算，电机结构参数性能优化以及设计主要参数的稳健性可靠性评估等。电机行业的

仿真分析发展呈现如下几方面的发展趋势：计算更精确；计算领域扩大；耦合场的分析

应用日渐成熟；整机系统的三维性能分析；应用范围扩大；电机机电一体化系统建模仿真开始应用；电机参数化优化有所开展；电机性

能的稳健性和可靠性设计和分析开始进行。

岩土工程结构分析与施工过程模拟

综合运用 ANSYS 技术以及集成于 ANSYS 软件的岩土工程非线性与渗流分析专用软

件 multiPlas 以及敏感性分析与优化分析软件 optiSLang，结合其丰富的建模与仿真

技术经验积累，可以针对岩土工程问

题提供高端专业的仿真咨询服务。服

务领域涵盖地基基础、地铁、隧洞、

桥梁、水工高坝结构、高边坡、港口

建筑物、建筑结构如钢筋混凝土、砌

石结构、木制结构等，服务能力包括：岩土工程结构的三维数值模型描述与精确建模、

地下水渗流与液固耦合模拟、土木与岩土工程结构极限承载能力分析、施工过程模拟、

参数反分析与参数敏感性分析以及设计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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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振动

产品承受的载荷往往不是确定性的，而是满足一定的概率分布的随机载荷，常规的确定性动力分析对于此类问题将无能为力。

随机振动分析是一种将结构模态分析结果与结构承受的以功率谱密度描述的随机载荷联系起来计算产品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和应力的

分析技术。随机振动分析替代时间－历程分析，主要用于确定结构经受随时间变化的不确定性载荷 ( 如地震、风载、海洋波浪、喷气发

动机推力、火箭发动机振动等 ) 时的动力响应情况。

同时随机载荷长期作用将使结构产生随机疲劳，分析结构在随机载荷作用下的振动响应，得到结构任意位置的应力响应功率谱密度及其

统计参数，可以进行结构的动力学设计以及进一步的振动疲劳校核。

安世中德在随机振动和随机振动疲劳分析领域参与了底层算法开发，同时积累了较多工程产品随机振动分析和评估的项目经验，能够为

客户提供一系列的对应解决方案。

振动噪声

噪声与振动控制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为

了有效地遏制和减少噪声与振动的影响，各行业

从产品性能指标以及法律层面都颁布了严格的规

范。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进行产品的减振降噪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措施。了解和理解产品的

刚度匹配和传递函数，结构的频响函数分析，噪

声传递的声学通道分析，通过对噪声源的分析，

降低激振力和声辐射效率，改进和结构与材料，

从源隔离振动噪声；另外通过有限元分析进行传播路径分析和改进，吸声、隔声、消声、隔振以及减振阻尼材料的应用都可以达到产品

减振降噪的目的。 

另外，动态能量法是近年来国际上在统计能量法（SEA），能量有限元法（EFEA）

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分析结构中高频噪声的新方法。其思路是以能

量扩散方程为核心控制方程，视能量为不同形式应力波（剪切波，弯曲博、

压缩波等 ) 在结构中传播。结合光线跟踪法，利用有限元分析的 FEM 模型，

自动构建分析所用的详细模型。该法建模比统计能量法简单，不需要具有划

分子系统的产品专业知识，激励源可加到离散点上，比较真实的模拟实际结

构振动响应状态。DEA WB噪声分析软件具有计算量较能量有限元法（EFEA）

小，模型建模较统计能量法（SEA）简单轻松，结果的能量信息比 SEA 丰富，

下探中频更好，精度更高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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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计算

疲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表面粗糙度 Ra、热处

理 HB/HRC、冷作硬化、温度、尺寸效应、载荷类型、缺口、平均应力、应

力梯度、壁厚系数、变幅、存活率、残余应力等，安世中德公司集多年的工

程实践，在高周疲劳、低周疲劳、随机振动疲劳、热机疲劳、蠕变疲劳、焊

缝疲劳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为用户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与服务。

多相流计算

能够实现对不同物质以及相同物质不同相间的数值模拟，基于多相流计算的欧拉模型和拉格朗日模型能够计算气 - 液、液 - 液、气 - 固和液 -

固间的多相流动，从而解决如下工程应用实例：

 自由表面计算的溃坝类问题

 物质输运的欧拉多相流问题

 流化床问题

 箱体内液位晃动问题

 油气水三相分离问题

 旋流分离器问题

 混合搅拌器问题

 喷雾干燥器问题

 脱硫吸收塔工艺设计问题等等

动网格技术应用

运动无处不在，描述运动就需要动网格技术。动网格技术的核心是要能够准确地描述运动的全部过程，包括平动、转动、多自由度的运动和变形。

基于多种动网格处理方法的工程应用实例包括：

 车辆或机车的行驶、超越、会车类问题

 抛洒物的运动问题

 发射类问题

 阀 / 泵的运动问题

 座椅弹射及起落架着陆问题

 昆虫类翅膀振动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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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典型仿真咨询案例

流固耦合计算

在工程学科中，过半的产品都涉及流固耦合问题。流动传递的

温度和压力通常做为结构产品设计的载荷输入，同时结构的变

形有可能会导致流场的变化。ANSYS 产品针对流固耦合计算

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具有单向流固耦合以及双向流固耦合

的功能，能够方便的进行流固耦合的求解设置、计算及结果的

后处理。安世中德针对飞机机翼颤振、旋转机械的常用流固耦

合、压气机叶片的颤振、内燃机的流固耦合、电机的流固耦合

等主要工业品的流固耦合有较深的研究和应用，积累了对应的

解决方案和分析经验。

对象 内容

印刷电路板 模拟 PCB 板压入式电气连接加工工艺过程

电子仪器箱 复杂大规模的电子仪器箱振动特性分析

汽车车身 整个汽车车身涂装烘干工艺规程的分析 

石油管路系统 不同温度的石油从油罐流出，在泵系统推动下，整个管路系统的压降分析

齿轮箱 星形齿轮啮合过程的模拟。

涡轮机，机车等 在 ANSYS 里，开发了 XFEM 方法，通过额外的自由度和特殊函数，方便地进行初始裂纹评估

高塔、锅炉和储存罐管路系统的支撑连接管
 外部压力、内部压力或温度差异等常见负载对管路系统支撑连接管的变形强度影响，采用 AD-

2000 S4 规范进行评估

发动机与车身间的橡胶连接组件 橡胶连接组件的动力学性能分析，橡胶连接组件由于发动机振动引起的振动失效

火箭发动机 焊接工艺过程的仿真

电动马达
 通过对噪音问题进行电力学、结构动力学和声学的耦合分析拟定出合适的修改建议，降低马达

运行噪声

车辆刹车板 刹车板在刹车过程中的散热冷却分析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的动态仿真和定位过程优化

汽车黏结组装采用的粘合胶 粘合剂材料参数的自动化使用

铁路捣鼓机 多工况及工况组合下，捣鼓机底盘在标准断裂和疲劳载荷情况下的耐久性

游乐园过山车 过山车整体结构上的焊点焊缝应力分析

机床 机床预紧装置部件锁销的疲劳强度分析

波纹管 分析常规负载情况下波纹管的刚度特性

三相异步电动机 分析电机电磁场、感应电流、机械振动和声波传播

三相异步电动机 电机电磁场、感应电流、功耗和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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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轴和螺旋齿轮装置 分析齿轮轴和螺旋齿轮装置运行过程中静强度，耐久性和冷却散热分析

人工膝关节 能够获得和评估膝关节假体重要部件的变形和应力

电力变压器 对电力变压器进行声学分析

电机，机车 机械产品固体噪声传播的频率特性

高级成像系统 模拟高频（红外线）平面波（25-100THz 效应）的相互作用影响

直流电动机和齿轮 虚拟设计

船舶 根据自由表面和流动分析的结果完成船舶船体精确的布局设计

大型阵列天线 分析天线内外工作温度，模拟环境空气条件对结构工作状况影响

大型船舶汽缸盖 针对船用发动机汽缸盖进行流固耦合分析

电力产品热分析 针对电力产品（电机、驱动器、转换器等）进行温度场预测分析

高速标签机填充和加盖 PET 瓶的变形行为 利用 LS-DYNA 对空瓶和满瓶的最大负载及瓶的填充工艺进行仿真分析

软生物组织材料本构 利用 USERMAT 为用户开发基于软生物组织的各向异性、超弹性材料。

赛车悬挂的模拟碰撞 利用 LS-DYNA 针对赛车悬挂的碰撞进行仿真分析

客车侧翻 利用 LS-DYNA 针对客车侧翻进行了仿真分析。

磨坊房间结构振动 利用有限元方法仿真食品加工行业中由于定时筛分引起的磨坊结构玻璃墙及门的大幅振动现象

蜂窝夹层板 蜂窝夹层板粘胶剂脱层失效分析

销钉 销钉非线形接触 , 塑性分析

飞机机身 飞机机身稳定性分析

飞机机身迫降 飞机机身迫降跌落分析

飞机起落架轮胎 飞机起落架轮胎碎片分析

发动机 发动机系统的网格生成

医疗机械 强度分析

铝泡沫 铝泡沫声学分析

机械加工工具 静态和动态的刚度

吸能安全装置 碰撞后应力和挠度分析

弹性联轴器 优化重量

塔式起重机 优化经过复杂焊接的设备应力和变形，同时考虑稳定性

赛车悬挂装置 悬挂总成的冲击分析

液压锤 液压锤的水动力声学仿真

森林机械 疲劳关键区域分析

大型注塑机  大型注塑机器的重量优化

吹雪机 强度和疲劳分析

卫星外壳电子电路 卫星外壳电子电路的复合材料分析

MEMS 器件 复杂的耦合物理场分析

斩波器泵和搅拌系统 流动 , 搅拌分析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动力电子系统电热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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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仿真人才培养      

通过 ESOCAET 硕士课程、TechNet Alliance CAE 技术联盟以及专题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客户培养高端仿真人才。

ESOCAET 硕士课程

ESOCAET 的全称为 European School of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欧洲计算机辅助工程技术学院），是安世中德的母公司 CADFEM 公司联合欧洲的

工业界及高校合作伙伴于 2003 年成立。

ESOCAET 课程主要针对计算机辅助工程 CAE 相关基础知识及最新专业技能，基于

实际工程实践，旨在提高学员的工作技能，学习多种方法，快速在短时间内跟踪并解

决多种产品问题。整个硕士课程总共 2 年时间，分为三个学期课程学习加一学期（6

个月）硕士论文研究和答辩，将学习 10 大类数十门课程，毕业时得到 90 点学分（欧

洲学分系统 ECTS），并获取由 INGOLSTADT 应用技术大学和 LANDSHUT 应用技

术大学联合颁发的应用计算力学硕士学位（工程硕士），该学位通过了德国 ASIIN

教育认证机构的认证，可以据此申请博士学位的学习。

TechNet Alliance CAE 技术联盟组织

TechNet 联盟由 ANSYS 软件渠道合作伙伴于 1998 年创立，现已发展成为 CAE 公司全球网络

较知名的渠道组织。目前联盟成员超过 55 家公司。这些成员来自于 25 个国家，除了来自欧

洲各国外，还包括来自巴西，中国，印度，日本，加拿大，韩国和美国的合作伙伴。 

TechNet 联盟内各企业的主要焦点和目标在于基于市场应用为聚焦的 CAE 仿真软件研发和

开发，相关的培训，技术支持、交流和 CAE 咨询项目共享。为了确保长期的信任和合作，

TechNet 联盟的会员资格只能通过邀请的方式加入。此外，不少世界公认的仿真专家，教授（名

誉会员）都成为 TechNet 联盟的一部分。

在 TechNet 联盟内，成员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由“志同道合”的会员分享经验，想法和计划，

联系新的有潜力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新的经营理念。

专题技术培训

针对客户关注的技术和问题，

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专题

式培训，帮助客户系统地理

解相关的概念原理，掌握面

向工程的软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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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软件选型和产品提供    

白车身涂装工艺仿真分析软件：VPS 
VPS（Virtual Paint Shop）早期专门为德国宝马汽车公司开发，用于白车身涂

装工艺中的浸洗、电泳、烘干过程仿真，预测残余液体或气泡出现的部位、车

身结构电泳涂膜厚度分布、烘干过程中的车身结构温度分布、热变形及热应力

等情况。利用 VPS 可以在早期设计阶段即对涂装工艺质量情况进行分析，为

后续结构详细设计提供改进依据，从而实现提高产品质量与效率、缩短研发周

期的目的， VPS 已为欧洲各大知名汽车企业所采用，并得到广泛认可。

安世中德为企业提供仿真软件的选型规划，可以解决以下问题：企业的仿真软件有哪些，分别用来解决什么问题？使用情况如何，发挥

价值如何？现在的使用部门存在哪些不满意或亟需解决的地方？支撑或驱动核心研发业务的仿真任务及活动现有哪些，希望或应该有哪

些？各项活动的现有仿真流程是什么？流程中各项工作的描述，使用哪些软件工具，其技术能力如何？软件建设内容及计划，分几批、

多长周期、引进哪些软件、支撑哪些核心业务？周期内软件采购费用表？建设的各阶段所取得的综合效益有哪些？面向选定的仿真任务

及流程，所需各类仿真软件的技术需求说明是什么？可供选择的仿真软件有哪些，哪种更符合企业仿真发展战略和仿真需求？最终以《仿

真工具软件建设规划及选型报告》的形式提供给客户。

此外，安世中德公司集安世亚太公司与德国 CADFEM 公司的优势，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产品化转化，并进行国外先进工具和软件的

引进，能够为客户提供从仿真到优化、从产品模拟到工艺仿真、从工具到平台的多种行业化专用工具软件，这些软件将作为客户已有软

件的补充。

多学科优化计算软件：optiSLang
OptiSLang 是针对任意虚拟产品开发过程中基于 CAE 的非确定性优化设计工

具，提供了试验设计、灵敏度分析、多学科优化、稳健评估、可靠性分析及稳

健优化设计等功能模块。清晰的用户界面、先进的理论方法、形象的结果显示，

为成功处理各种工程实际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目前，OptiSLang 已经成为灵

敏度分析、多学科优化、稳健与可靠性优化设计等方面的先进软件工具。

页岩气水力压裂模拟分析软件：HFS
由德国 Dynardo 公司开发的水力压裂模拟器。唯一基于有限元方法的全三维

水力压裂模拟软件。运用三维非线性有限元流固耦合算法对水力压裂过程的瞬

态渗流以及复杂节理网络与完整岩石的断裂扩展进行模拟，并基于实测数据

（ISIP，BHP，MSE）对不确定输入地质参数进行反演优化，保证模拟精度，

可用于页岩气开采、煤层气、石油开采、地热能开发等领域，进行水力压裂措

施优化、产量预测与优化等，为绿色能源开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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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材料非线性与渗流分析工具：MultiPlas
基于 ANSYS 开发并与 ANSYS 集成，针对土木建筑材料的弹塑性材料模型库，基

于简单试验参数，真实模拟岩石、土壤、混凝土、木材、砌石等土木常用材料的的

非线性力学行为，并具有各向异性节理岩体渗流分析能力。

FKM 静强度及疲劳评估分析软件：CADFEM FKM
在 ANSYS WB 的基础上，基于 FKM（德国机械工程研究委员会）编

制 的《Analytical Strength Assessment of Component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规范，对焊接件及非焊接件的强度和疲劳进行校核与评估，评

价时可基于名义应力或局部应力，并能够充分考虑构件材料、构件尺寸、截面

形状、表面粗糙度、表面处理情况、残余应力情况、载荷情况、温度等的影响。

焊接工艺过程模拟仿真软件：CADFEM SST
是德国 CADFEM 公司在多年的理论研究、工程咨询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产品，专门用于焊接工艺过程的模拟仿真，支持连续焊、激光焊、

气体保护焊、电子束焊等焊接工艺，提供不同焊接工艺参数及多种热源模型的定义，并与 ANSYS 应用环境相融合。基于焊接工艺的仿

真，能够估计由于焊接所带来的结构残余变形

和 残余应力，从而优化焊接工艺参数以及工

艺过程。结合 IIW国际焊接协会焊缝评估规范，

可将 SST 计算得到的残余应力做为后续评估

焊缝强度、疲劳、以及焊缝缺陷情况下的裂纹

扩展的输入，从而形成了考虑焊缝工艺过程相

关的结构焊缝整体解决方案，达到基于焊缝考

虑下的整体产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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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 定制开发工具包：ACT
ACT 是 ANSYS WORKBENCH 应用环境的客户化定制开发工具，主要解决用户

在工程仿真应用中遇到的功能自定义和程序扩展的问题。借助 ACT，用户可以在 

ANSYS 已有功能的基础上，定制开发适合自身专业特点与特殊业务需求的新功能。

与 ANSYS SDK 共同构成 ANSYS 的客户化开发套件，实现开发技术的整合； 在软

件现有功能的基础上，封装客户自己的仿真流程、知识、经验、规范，形成统一的

应用环境，实现仿真过程及仿真应用的规范化，专业化，自动化； 对专家的智力资

产进行固化，便于知识

的积累，并有助于普通

工程师的应用与能力的

提升； 开发成果的应用

模式与 ANSYS Workbench 自身的应用模式完全相同，并保持版本的兼容； 

完善的开发文档和开发案例库、不需要深入的编程技术、易学易用。

仿真技术集成环境：ANSYS Workbench
ANSYS Workbench 整合了世界所有主流研发技术及数据，保持多学科

技术核心多样化的同时，建立统一研发环境。在 ANSYS Workbench 环

境中，工作人员始终面对同一个界面，无需在各种软件工具程序界面之

间频繁切换，所有研发工具只是这个环境的后台技术，各类研发数据在

此平台上交换与共享。

仿真数据管理系统：ANSYS EKM
仿真数据管理系统（EKM,Engineering Knowledge Manager）是用来专

门管理仿真过程和仿真数据，它是在 ANSYS Workbench 基础上开发的

一个设计仿真框架，不但能够集成所有仿真数据、流程以及相关工具（内

部的或商业性的），同时还可以使它们密切的衔接起来。EKM 能够实现

访问管理，过程管理以及知识管理三者的紧密衔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

仿真数据管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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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仿真装备建设      

高性能计算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HPC) 是当今 CAE 技术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HPC 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缩短 CAE 求解

所需的时间，或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更多工况、更高精度的求解，从而显著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安世中德能够在如下方面提

供技术咨询和服务。

CAE 软件的硬件环境选型、测试、调优及维护服务

  基于选购的 CAE 软件，进行硬件选型，优化性价比，包括但不限于图形

工作站、集群服务器、大内存服务器、存储、网络

  作业调度系统选型

  基于已购 CAE 软件，进行基准测试，优化软硬件搭配，进行调优

CAE 软件高性能计算高级服务

  高性能计算系统安装管理：Rocks 集群部署配置，RSH/SSH 配置，NFS 配置，Samba 配置

  高性能计算系统培训：Linux 系统操作，Putty 使用培训，VNC 使用培训，Xmanager 使用培训，FTP 使用培训

  高性能计算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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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定制开发与平台搭建  

在通用软件的基础上，通过客户化定制开发的方式，固化仿真流程、规范仿真应用过程、构建向导化的仿真分析模板、封装企业仿真分

析指南及规范、定制仿真分析报告，最终形成面向特定行业、工业品及专业方向的仿真应用专业系统和平台，一方面使得企业仿真知识

和经验的显性化、软件化，另外一方面使得客户的仿真应用更快、更准。下面呈现出安世中德近 2-3 年的典型定制开发的系统及案例。

电子产品振动环境试验模拟计算系统 
根据《GJB150-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中关于振动试验、冲击试验、加速度试验的试验方法和要求，在 ANSYS 软件中构建了

环境试验虚拟仿真应用环境，自动建立仿真分析流程，根据仿真流程中的几何处理、网格划分、不同试验类型的载荷设置、结果提取与

校核以及分析报告输出等构建了向导化的分析模板，并建立了支持系统应用的材料库、载荷工况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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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关键零部件分析计算系统 
针对不同零部件所需要进行的不同分析内容及分析工况，固化分析流程，集

成分析软件，建立不同软件间的数据关联关系，以向导化的方式封装软件的

具体操作过程，并融入分析规划和经验，最终形成内燃机关键零部件分析计

算系统。该系统根据内燃机关键零部件的分析内容，集成和封装了 UG、GT 

power、StarCD、CCM ＋、Hypermesh、ANSA、ABAQUS、ANSYS、

Adams、FE Safe、Virtual Engine、FEMFat 以及企业自编程序等，形成了

面向 7 大类分析的多个具体的分析向导和模板，支持从前处理、求解参数到

后处理的完整定义过程，实现从单场到多场、从一维到三维、从流体到结构

的求解计算，规范了内燃机关键零部件的复杂仿真分析过程，使得用户能够方便地进行内燃机关键部件的单场计算或多场耦合仿真，并

根据要求自动输出分析报告。 

海洋风机基础平台仿真计算系统 
针对海上风机基础平台的单桩基础、多桩基础、三脚架基础（包括 4 脚，5 脚，6 脚基础）以及导管架基础进行快速参数化建模，并分

析基础模型在风、波浪、风机、自重等载荷作用下的结构响应及疲劳计算，然后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结果的校核与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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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电磁振动噪声模拟计算系统 
变压器振动噪声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铁芯材料在交变电磁力作用下的变形引起的。变压器仿真计算软件系统是集成变压器模态计算、电磁

场计算、电磁力振动计算、磁致伸缩振动计算和噪声计算的仿真计算平台。通

过该仿真计算平台，将变压器电磁振动的整个分析流程及复杂的计算代码进行

封装，把设计过程中的各影响因素参数化，对仿真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形成了

标准化的变压器电磁振动噪声分析的解决方案，实现专业化的快速仿真分析。

压力容器疲劳计算系统 
压力容器在石化、冶金、航空航天及通用机械工业中广泛使用，在

其设计、制造等各环节都有非常严格的行业标准和规范，如美国的

ASME 规范、我国的 GB4732 规范等。针对非常规的压力容器一般采

用“按分析设计”方法，需要对压力容器进行全面的应力分析和疲劳

分析，按照设计规范对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的评估准则，从而使设计结

果更加合理。 压力容器疲劳分析系统是基于 ASME Ⅷ -2 规范中的疲

劳分析要求，在 ANSYS 上进行二次开发形成的专业应用系统，该系

统将压力容器应力和疲劳分析过程标准化，模板化，大大降低了压力

容器疲劳分析的难度和工作量。

SDM 仿真平台系统 
基于 ANSYS EKM 产品以及 ANSYS WB 产品构建面向用户的

SDM 仿真平台系统，整合设计仿真业务中的仿真工具、仿真数据

及仿真流程，规范仿真流程及应用过程 ，对常用的仿真工具进行

集成，构建向导化的仿真计算模板 ，管理仿真过程数据，实现仿

真数据的共享与重用，并支持计算作业管理及计算资源的负载均

衡与调度 ，同时能够与企业的 PDM、OA 等系统进行集成，实现

系统的单点登录及统一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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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专业化定制开发的其他典型案例

针对大运会气象信息预报的实际需要，开发基于 CFD 的预报系统，对 CFD 复杂的应用过程进行了封

装和集成，并建立了客户端与服务器的定时求解设置、计算提交和信息交互，并进行计算结果的定时

网络发布，实现 CFD 计算的流程化和自动化。

以经典 ANSYS 为框架，构建了典型舱段参数化建模及仿真分析模板，实现静强度、特征值屈曲、后

屈曲仿真分析流程化，并对整个仿真分析过程实现统一管理。

构建了导管结构稳态热、瞬态热、静强度、振动模态、谐响应、响应谱及随机振动分析模板。

基于模型库搭建计算模型，开发了向导化的分析模板，在模板中集成分析经验和规范，并对多方案结

果进行保存和对比分析，输出对比分析报告。

开发了固化降温（稳态、瞬态）分析模板、弹体发射分析模板、渐压过程分析模板，并自动化生成仿

真分析报告。

根据产品设计的初始总体设计参数及指标体系，进行指标的逐级细化，建立产品总体设计的指标树，

并动态监控总体关键性能指标的完成情况。同时，按照专业模块设计任务达到的指标体系建立总体方

案的优化问题模型，并进行总体方案的优化。

搭建挖掘机动臂仿真分析环境，以向导的方式引导用户快速完成几何模型处理、网格划分、工况设置、

边界条件施加、求解和后处理，实现自动化的仿真分析过程。

封装工程专业算法，形成水轮机转轮叶片的图形化设计系统。

包括垫片仿真分析材料定义（包括一般参数、压力闭合曲线、卸载曲线）模板、垫片设置、接触设置

及后处理模板。

建立了Microstation和ANSYS的数据接口， 并基于ANSYS Workeben开发了材料库，支持自定义材料，

支持线弹性材料、双线性材料、混凝土材料、钢筋混凝土材料及岩土材料的定义。

输电线路杆塔的快速建模工具和仿真模板，实现杆塔快速建模、杆塔力学性能评估、动态特性性能评

估等功能，并对整个仿真分析过程实现统一管理。

以 ANSYS 软件为平台，通过二次开发，构建面向航空发动机的热分析环境和专用模块：实现仿真模

型处理；定制热分析仿真流程完成稳 / 瞬态非热平衡计算、稳 / 瞬态热平衡计算、考虑蒸发热的稳 / 瞬
态热平衡计算及变形分析；集成自有专用程序完成加载和求解；定制后处理系统，自动生成仿真报告。

以飞机典型细节结构为核心，封装分析流程及分析经验，开发细节强度设计系统，满足连接结构、开

孔结构，接头结构以及蒙皮对缝等细节结构的强度设计需要。

基于关键参数，通过设计模板快速生成多方案模型。并通过应用封装机制封装各类分析过程和工具，

形成统一设计环境。

将计算工具封装集成，实现了不同软件之间的自动数据交换，并定制可靠性分析界面及分析向导。

实现模型的有效组织与管理、应急迫降及漂浮性能仿真过程模板化、仿真结果的记录与复用，从而规

范直升机应急迫降及漂浮性能的仿真过程。

集成 Fluent 软件，通过向导的形式引导用户快速完成几何模型建立、网格划分、边界条件施加、求解

和后处理，生成仿真报告，实现自动化仿真分析。

名称 概述

基于 CFD 的气象信息预报系统

火箭舱段快速分析系统

导管快速分析系统

弹射救生气动性能仿真工具

药柱结构完整性评判系统

动臂仿真分析模板

抽水蓄能水泵水轮机转轮设计平台

垫片密封性仿真分析模板

水工工程设计与分析平台

输电线路工程仿真力学系统

航空发动机热分析计算系统

飞机细节结构强度设计分析系统 

火炮总体设计快速建模系统

结构可靠性计算评估系统 

直升机应急迫降及漂浮性能仿真

软件

脱硫吸收塔工艺仿真设计分析

系统

过程集成及分布式并行优化设计

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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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化综合解决方案

汽车行业解决方案

在汽车行业，能够在多学科优化及可靠性分析、喷涂工艺仿真、制动尖叫、NVH、内燃机关键零部件仿真计算等方面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的软件

产品、工程应用咨询以及定制开发等技术支持与服务。

石油石化行业解决方案

为石油石化行业的整个产业链提供从工具产品、项目化咨询、专业化定制开发、培训与服务、CAE 高性能计算咨询到仿真体系建设等方

面的软件产品与技术服务。

  多学科优化及可靠性分析

针对白车身、底盘悬架等进行刚度、强度、模态、振动、NVH 以

及碰撞分析的同时，可利用 Optislang 进行较多参数的优化，从

而实现轻量化设计，同时对不同分析类型进行稳健性评估和可靠

性分析，达到汽车稳健性设计并对应实现稳健性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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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咨询业务指南

  喷涂工艺仿真

车身内腔的结构复杂，仅凭经验很难判断复杂内腔中的电泳情况和烘

干状态，所以需要借助仿真工具来了解车身复杂内腔的涂装性能。使

用 VPS(VirtualPaintShop®) 软件来模拟车身整个的涂装工艺，可以

准确掌握复杂内腔的电泳膜厚度和烘干效果，显著改善车身的涂装性

能，提高产品质量。

  NVH

汽车整车的振动噪声问题用常规的有限元、边界元往往无能为力，尤其是高频的振动噪声问题。通过动态能量法（DEA）技术可以在白

车身常规有限元分析模型基础上，快速地进行中高频振动噪声的计算，计算效率高，精确度更好。

  制动尖叫

汽车制动噪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内外摩擦片的表面工艺和粗糙

度是一个诱因，但整个制动盘、支架、钳体的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影

响因素。相比于其它解决方案， ANSYS 能够体现出更具有竞争性的

高效准确求解，辅助于参数的灵敏度分析，能够直接快速的改进盘式

制动器的设计，消除制动尖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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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燃机关键零部件仿真咨询及专业化系统建设

针对内燃机的仿真计算提供咨询服务，包括刚强强度计算、

疲劳计算、流固耦合计算等，并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流程

定制及模板开发。

  电池组热管理

电动车相比于常规汽车，比较独特和重要的部件主要是电池组和电机。通过对电池组的电化学反应的分析，得到电池组产生的反应热，

从而模拟整个电池组的热分布，达到散热设计，满足电池产品性能要求；通过对电机电磁性能、通风散热以及结构、振动噪声评估，

能够提高电机的整体质量和性能。

  发动机舱热管理

发动机舱冷却模组（包含风扇、护风圈、散热器、冷凝器等），为发动机等热端部件提供冷却。发动机的性能和可靠性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冷却模组的冷却能力。如何设计冷却模组以保证发动机工作在合适的温度范围内是至关重要的。 

发动机舱热管理分析可以评估冷却模组的冷却能力。由于在早期设计阶段，机舱内的很多零部件及布置都是可以改进的，因此需要分

析软件具有快速网格生成、快速稳健求解以及结果精度较高等特点，也就是具备较短的分析周期。这样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

多的设计分析，寻求更加优化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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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咨询业务指南

仿真体系建设咨询 

仿真体系的建设路线图

很多国内企业面临仿真能力建设的瓶颈和挑战的根本原因，是仿真体系建设的缺位。仿真体系是由工具与方法、人才与组织、规范与标

准共同构成，并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整体。从体系的角度看，单纯地围绕软件硬件等技术要素的建设，对体系的能力提升程度有限。

从企业现状出发，根据产品战略和产品研发战略选择适应的仿真战略；根据产品需求，对设计流程进行知识化和仿真化改造，形成综合

设计流程，准确定位仿真在研发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大的环境。根据综合设计流程提取一系列仿真流程，以此作为仿真体系建设的聚焦点；

通过对仿真流程的分析，结合行业标准形成仿真标准，结合试验验证建立仿真规范；这里，标准解决什么时候做什么仿真；规范解决一

项仿真任务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好。在规范和标准的指导下，进行组织建设和装备建设。在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任职资格、人员培养和考

核激励制度的建设；在装备建设方面，进行软硬件的规划与选型，搭建企业仿真云。在仿真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根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原则，逐步建设协同仿真平台。协同仿真平台是整个仿真体系的信息化载体，将流程、标准、规范、知识、数据、组织以及软硬件集成

起来，形成企业仿真的协同工作环境。

仿真体系建设的交付成果

仿真体系建设咨询的任务是我们带领企业的仿真和研发人员走完仿真体系建设路线，形成完整的企业仿真体系框架和一系列交付物。仿

真体系建设的完整交付物包括以下十个：

一套综合设计流程、一系列仿真流程、一套仿真标准、一套仿真规范、一套仿真组件（模板）、一个仿真组织体系、一个仿真人才梯队、

一个软硬件体系规划、一个仿真云平台、一个协同仿真平台。

仿真体系建设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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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客户 

  东方电机

  船舶 712 所

  中广核

  华东勘探

  哈电气集团

  三江集团

  沪东重机

  上汽集团

  江淮汽车

  红宇精工

  中电集团

  中国航天

  中国电建

  国家核电

  中国石化

  中国南车

  中国海油

  中国南方电网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

 莱锦TOWN园区Cn08座

电话：010-52167628（咨询专线）

官网：www.peraglobal.com  

邮箱：pera-cadfem@peraglobal.com  

安世中德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www.peraglobal.com

上海分公司

电话: 021-58403100
传真: 021-58403099

武汉分公司

电话: 027-87115335
传真: 027-87115335-800

深圳分公司

电话: 0755-86332258
传真: 0755-86332202

济南分公司

电话: 0531-86072996
传真: 0531-85180808

成都分公司

电话: 028-86671505
传真: 028-86669252

西安分公司

电话: 029-88348317
传真: 029-88348275

沈阳分公司

电话: 024-23181789
传真: 024-23181786

北京分公司

电话: 010-52167777
传真: 010-52167799

广州分公司

电话: 020-38102018
传真: 020-38102010

南京分公司

电话: 025-84677666 
传真: 025-84677573

重庆分公司

电话: 023-63106775
传真: 023-631067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