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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系统列表

专业系统 / 软件 / 工具 

SDM 仿真数据管理平台 

ACT ANSYS 客户化定制化开发工具 

Pera.Grid 计算调度系统 

MultiPlas 土木工程材料非线性与渗流分析工具 

OptisLang 多目标 / 多学科 / 稳健性 / 可靠性分析与优化 

动态能量法整船分析系统

电子设备环境试验虚拟仿真系统 

芯片封装结构有限元云计算系统

内燃机关键零部件专业化仿真应用环境

风扇叶片参数化建模及分析系统

海洋风机基础平台仿真分析计算系统

CADFEM Toolbox 工具箱： 

　  FEM 规范焊缝静强度和疲劳强度分析计算系统 

　  FKM 规范静强度和疲劳强度分析分析系统 

　  基于 VDI2230 规范的螺栓设计分析系统 

　  VPS 涂装工艺仿真 

石油 \ 石化 \ 核 \ 电力应用工具箱： 

　  大型 LNG 储罐全三维建模与仿真计算工具 

　  LNG 输运和储存系统的多相流计算工具 

　  加氢反应器蠕变疲劳分析工具 

　  脱硫吸收塔工艺专业仿真分析工具 

　  压力容器疲劳后处理计算工具 

　  基于 ANSYS WB 的压力容器分析计算工具 



大型 LNG 储罐全三维建模与仿真分析系统

概述 LNG 储罐全三维建模与仿真分析系统应用实例 公司介绍

安世中德针对大型 LNG 储罐，尤其是复杂超大容积 LNG 全容储罐，基于

ANSYS 平台开发了专用的 LNG 储罐全三维建模与仿真分析系统，实现了

LNG 全容储罐快速精确建模、高效计算与结果校核。

LNG 储罐仿真分析系统的优势体现在：

• 全三维整体建模。模型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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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虑桩土相互作用以及各部分结构之间的

直接耦合作用。

LNG 储罐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工厂的最重要设备之一，在

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LNG 储罐的国产化和设计建造技

术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而基于 CAE 技术的数值仿真技术是

对储罐进行校核计算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随着液化天然气需求量的增加，LNG 储罐的发展趋势是大型

复杂化，目前的全容储罐容量已经达到 20 万方以上，空间尺

寸接近百米，结构复杂，包括钢筋混凝土外罐、钢制�罐、液体、

保冷层、穹顶、吊顶、桩基础以及其他辅助结构等；罐内外

温差大，属于工作环境复杂的大型复合结构，其温度场、结

构内力、刚度、强度的计算和校核验算必须借助于有限元方法，

而且对 CAE 建模和计算手段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LNG 储罐全三维建模与仿真分析系统中已经得到了成功的应用，被应用于国内数个大型 LNG 全容储罐的计算校核中，容

积涵盖 16 万方 ~27 万方。

图 3~ 图 5 所示为某 20 万方 LNG 全容储罐的有限元模型。应用 LNG 储罐全三维建模与仿真分析系统实现了该储罐的快速

建模以及在各种设计工况下的高效计算与组合，获取了温度、内力、应力、变形等结果，为设计、验算与改进提供了依据。

若干计算结果如图 6~ 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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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参数化自动建模。基于模板的结构参数和计算参数描述以及（可交互）全自动建模。

• 面向设计需求、基于规范的载荷工况定义与工况计算。可考虑温度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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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等各种工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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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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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动生成计算报告。

• 非线性校核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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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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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G 全容储罐结构示意

LNG 全容储罐整体三维有限元模型

图 3. 20 万方全容储罐有限元模型 

 图 6. 温度场分布

图 9. 位移与变形  

图 4. 局部图   

   图 7. 风压分布

图 10. 混凝土弯矩

   图 5. 穹顶与钢筋

图 8. 液面晃动

图 11. 钢结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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