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YNAFORM 

－基于 LS-DYNA 的板成形模拟专用软件 

DYNAFORM 是由美国 ETA 公司和 LSTC 公司联合

开发的集前后处理和求解器于一体的板成形专用软件包，

可以帮助模具设计人员显著减少模具开发设计时间及试模

周期，不但具有良好的易用性，而且包括大量的智能化自

动工具，可方便地求解各类板成形问题。 

DYNAFORM 软件基于有限元方法建立, 被用于模拟

钣金成形工艺，几乎涵盖冲压模模面设计的所有要素，包

括：确定最佳冲压方向、坯料设计、拉延筋设计、凸凹模

圆角设计、冲压速度设置、压边力设计、摩擦系数、切边

线的求解、压力机吨位等。   

DYNAFORM 软件可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包含汽车、

航空航天、家电、厨房卫生、钢铁、模具等行业。可以预测成形过程中板料的裂纹、起皱、减薄、

划痕、回弹，评估板料的成形性能，从而为钣金成形工艺及模具设计提供帮助。 

DYNAFORM 软件设置过程与实际生产过程一致，操作上手容易。可以对冲压生产的全过程进

行仿真模拟：坯料在重力作用下的变形、压边圈闭合过程、拉延过程、切边回弹、翻边、胀形、液

压成形、弯管成形、辊轧成形等。DYNAFORM 软件适用的设备有：单动压力机、双动压力机、无

压边压力机、螺旋压力机、锻锤、组合模具和特种锻压设备等。 

鉴于 DYNAFORM 软件的专用性及行业背景，似乎在整个 CAE 市场中具有局限性，这恰恰又

是该软件的优势所在，因为 DYNAFORM 自其发展伊始即定位在钣金成形分析领域，其工艺化的风

格是通用软件无法与其相比的。 

DYNAFORM软件所采用的求解器LS-DYNA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功能最强的显式动力分析程

序，不仅如此，DYNAFORM 还具备钣金成形分析的专用工具，如先进的网格生成器、模具的自动

定位、模面设计模块以及拉延筋力预测等，都是钣金成形工艺的关键技术。特别在模具行业中，

DYNAFORM 的 DFE（模面工程）模块可以从根本上提高模具设计的效率和精度。 

软件特点 

 工艺化风格 

覆盖板成形 60 余个工艺因素，所有工作都在集成环境中进行，无须数据转换。 

 强大的 LS-DYNA 求解器 

LS-DYNA 作为全球公认的显式动力分析程序的鼻祖和理论先导，是行业中应用最广、功能最

强、效率最高的显式求解程序，已被无数实际应用所证明。DYNAFORM 软件对 LS-DYNA 求

解器提供全面支持，无须任何文本编辑。 

DYNAFORM 软件提供对所有平台（Unix，PC）的支持，数据(输入、结果)可跨平台使用。 

 快速的 INC 求解器 



INC求解器是新的显式增量求解器，基于非线性瞬态动力学有限元算法，专用于进行快速模面设

计及快速冲压成形模拟，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前提下，快速获得成形结果。支持 SMP多核计算能

力。 

 

 丰富的材料数据库 

DYNAFORM 软件中材料库包含有美国、日本、欧洲、中国的常用金属板材共 350 余种，模拟

分析时，可以直接调用，也可在库中添加自己的材料，建立自己的材料库。 

DYNAFORM 材料库提供了丰富的编辑、修改功能，如：可以直接导入应力/应变曲线，直接

编辑应力/应变公式等等。 

 

 先进的网格处理功能 

自动网格划分功能使程序能够根据曲面的形状变化进行网格划分，在曲率突变区域自动加密，

可显著减少模具分网所需时间。 

允许进行三角形、四边形网格的混合划分。 

可以方便地对不规则曲面进行网格划分和修剪：可以先修剪曲面，再进行网格划分；也可以先

进行网格划分，再对网格形态加以修剪。 

在计算过程中，程序会根据板料的变形程度对变形较大区域进行自适应网格细分，充分捕捉板

料变形细节，以提高求解精度。 

在进行回弹模拟之前可对板料网格进行粗化处理，以提高求解效率。 

 简捷实用的拉延筋定义 

提供 LS-DYNA 拉延筋接触定义界面，用户无须建立拉延筋的实际几何外形，只需在模具表面

拉延筋设定位置通过拾取相应节点或线段即可完成拉延筋的快速创建、修改及布置。 

程序还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子程序－DBFP 程序，用来对所定义的拉延筋产生的拉延筋力给

出预测，给用户的模拟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拉延筋形状、尺寸可方便的通过对话窗口选择定义。 

 自动化的工具及接触定义 

在用户进行各部件的定义时，可按照程序规定的各部件的名称进行定义，如板料为 blank，冲

模为 punch 等，则程序会自动依照各部件名称将其定位，无须用户自己去设置各部件的相互位

置关系。 



完成各部件的自动定位以后，程序也同时自动在板料和模具间定义了接触关系，该接触类型是

LS-DYNA 专门为金属成形工艺过程所开发的，具有速度快以及对网格连续性要求低的特点。 

程序可以自动由凸（凹）模通过单元的法向偏移来生成凹（凸）模。 

 BSE 模块－优化排料 

利用 BSE 模块可以方便地通过产品外形得出合理的落料尺寸。 

   

 DSA 模具应力分析模块（Die System Analysis） 

分析冲压过程模具的强度，预测模具应力、变形及寿命。 

分析模具结构在吊装过程中的受力情况。 

 

 OP 模具冲压优化设计模块（Optimization Platform） 

OP Module 可以实现拉延筋（Draw Bead）流线型设计、加强截面线（Section Cut）功能，

自动优化产品修边线，帮助更加有效的预测板料在成形过程中出现的破裂、起皱、回弹，

使客户获得更优化的产品设计。 

  可自动优化的方面包括拉延力、拉延筋设计、压边力、润滑方式、厚度和材料。 

  采用 LS-OPT 求解技术，实现自动参数优化。 

 

 



 热冲压模块（Hot Forming） 

热成形分析中可以仿真目前最先进的热冲压工艺，包括：补丁热冲压（patch），拼焊热冲压，

不等厚热冲压等。 

热冲压分析可以准确仿真热冲压过程中的起皱，开裂，减薄等问题。 

 

 

 体积成形模块（Volume Forming） 

对于常见的高强钢板的负间隙翻边，或者小圆角成型，或者厚板成形等都不适合一般冲压过程

的模拟采用的 shell 单元进行仿真，这种情况下的成型预测尤其是回弹的精度会受到严重影响。 

 

 并行计算 

DYNAFORM 软件可以在单机多 CPU 或多机多

CPU 的计算机集群上运行，计算规模和计算速度

大大提升。 

 

功能描述 

 CAD 功能及接口 

具备完整的建模功能；能够直接导入绝大部分主

流 CAD、CAE 数据格式，如：IGES、STL、UG、

Catia、Pro/E、Autocad、DAT 等；提供标准的

IGES/VDA 接口。同时，也能将在 DYNAFORM

中产生的 CAD 数据导出为 IGS、UG、Catia、DAT

 
优化下料 

 
模面智能网格划分 

 
拉延筋定义 

 



等格式，供其它 CAD、CAE 软件读取。 

 BSE-Blank Size Engineer 

零件展开、精确的求解下料尺寸、排样。 

零件局部展开、展在任意曲面上、求解修边线。 

快速预估零件的成形性。 

 Quick-setup 功能 

利用该功能可以通过板料、凹模、压边圈及拉延

筋的定义快速完成标准的拉延模拟。 

 Auto-setup 功能 

利用该功能可快速方便地实现多种成形工艺的设

置，包括冲压成形、热冲成形、液压胀型、弯管

成形、包边成形及超塑成形等工艺。 

 模具自动网格划分 

为捕捉模具外形特征特殊设计的网格自动划分功

能，可节省 99％工具分网时间。 

 工件定义及自动定位 

简捷方便的工件定义以及工件的自动定位功能。 

 MSTEP 一步成形求解器 

可以在设计的初期进行板料成形性能的分析和初

步的预测。 

 拉延筋定义 

通过拾取凹模（或下压边圈）上的节点（线）生

成拉延筋（多种截面），并可由 DBFP 子程序预报

拉延筋力。 

 先进的板料网格生成器 

可以允许三角形、四边形网格混合划分，并可方

便进行网格修剪。 

 自动压边分析 

在模具几何模型基础上快速生成弧形压边进行板

料的成形性预测。 

 网格自适应划分 

网格自适应划分功能可以由用户控制（重划分等

级及间隔），能够提高求解的精度；而在回弹分析

之前可以对网格进行粗化处理。 

 

 拼焊板成形分析 

Dynaform 软件可以对复合材料进行分析，如：不

等厚拼焊板成形分析，不同材料重叠冲压成形分

析等。 

 

 

 求解器 

DYNAFORM 的求解器是业界功能最强的

LS-DYNA，可实现无文本编辑操作，解决最复杂

 

 

 



的金属成形问题。 

 

 回弹分析（显、隐式无缝转换） 

DYNAFORM 允许用户在求解不同的物理行为时

在显、隐式求解器之间进行无缝转换，如在拉延

过程中应用显式求解，在后续回弹分析当中则切

换到隐式求解。 

 材料模型 

DYNAFORM 的材料库具有标准的 SAE 材料库目

录，如 CRCQ，CRDQ，HRCQ，HRDQ，铝以及

不锈钢等。 

 结果处理 

利用后处理器可以方便地进行三维动态等值线和

云图显示应力应变、工件厚度变化、成形过程等。 

 成形极限图 

成形极限图中可以直观显示每个单元的成形状

况。通过成形极限图中的颜色和位置按照应变程

度可以对每个单元进行静态显示或是动画演示。 

 缺陷预测 

  根据计算结果进行多种缺陷及冲压行业测试，包

括冲压裂纹、起皱、划痕、石条测试、栅格测试、

表面缺陷、光滑度测试、材料流动等。 

 

 

 

 AUTOSETUP 功能 

  自动设置模块为各种板料成形提供了完整的解决

方案，界面友好，易用。支持几乎所有传统设置

中的基本功能，同时还具有液压成形、超塑成形、

拼焊板成形、层压板成形及热成形。允许用户自

定义冲压方向，可进行多工序模拟设置。 

 

 弯管模拟功能 

  用于管材弯曲分析的快速设置模块。用户可直接

在模块中快速得到管坯和各种工具网格模型。 

网格粗化处理 

（用于回弹） 



   

 包边成形功能 

用于包边成形分析的专业设置模块。用户可直接产

生辊具及包边模运动方式的设定。 

 

 回弹补偿功能 

SCP 回弹补偿利用冲压及回弹计算结果进行回弹补

偿计算，修正回弹后的零件形状，达到模具设计中

自动修模的目的，修改后的模面形状可输出进行机

加工。 

 

 钣金碰撞分析功能 

成形钣金件强度及碰撞分析功能，可实现冲压后

钣金件的碰撞性能分析，支持几乎所有的

LSDYNA 分析关键字，具有标准的动态分析前后

处理能力。 

 

 模具系统分析功能 

模具系统分析功能模块包括模具结构强度分析、

废料跌落去向模拟和板料传送模拟，程序提供了



简单的图形界面引导用户进行复杂的准备和模拟

过程。 

 

 易于网络传输 

利用后处理器可以生成 MPEG、AVI、JPG 等格式

的文件，便于进行网络传输。 

 License 可网络浮动 

实现不同平台 PC/Unix/Linux 授权浮动管理。 

 



主要应用 

 汽车零件 

 

 家电产品 

 

 多阶段成形 

 

 

 



 其它成形工艺 

   

 

 液压成形 

        

 热冲成形 

  

 拉延筋优化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