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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焦点

如何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

技术创新是制造业的唯一出路

多年来，相当多的企业过分看重当期发展速度，追求短平快，重当前、轻长远；重制造、

轻研发；重引进、轻消化；重硬件、轻软件；重物质、轻人才。从而导致研发投入严重不足，

研发条件普遍落后，研发经验缺乏积累。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缺乏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支撑，

技术创新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近些年来劳动力成本逐年提高，跟一些发达国家本土生

产成本相当，加快了美国等国家制造业回流的速度。另一面，新兴发展中国家东盟、印度、

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加速追赶，对我国制造业造成双重压力。行业中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严重

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无法有效地支撑产品升

级。制造业乃实体经济之根本，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和先进的制造技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具

有强大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却非制造强国。在全球经济大变

革下，中国制造如何由大变强，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长久的生存下来？出路只有一条，以创

新驱动技术升级，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型企业要努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经济

效益好的高技术产品，以技术创新推动企业质量和效益的不断提升，形成突破。中国制造型

企业应该以更积极的心态来创新，不创新是等死。近年来随着技术革新的浪潮不断推进，中

国的制造业企业出现明显分化，传统的制造企业增长放缓，许多以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发展驱

动力的制造企业则进入蓬勃发展的状态。据国家统计局 12 月 16 日公布，第三次全国经济普

查结果显示，高新技术制造业蓬勃发展，主营业务增长 108.2%。五年来，以“天河二号”超

级计算机为代表的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研发投入大幅度增加，创新能力稳步提

高，新产品收入比重逐步上升。高新技术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未来中国制造变强要

持续创新，努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在现有制造业上创造出高附加值、技术含量高、低能耗低

污染低碳经济支持创新制造模式。

纵观即将过去的 2014 年，中国制造业仍是寒冬持续，低成本优势不再。如今已进入全

球化时代，中国制造型企业对创新研发、提升品牌、技术升级的需求将更为强烈。以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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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为动力，调整产品结构，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中国制造"变

成"中国创造"不是梦想。

CAE 技术推动制造业升级换代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升级转型，科技创新将成为国家战略，CAE 有限元分析技术广泛

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海洋石油工程、机械装备制造、汽车、造船、轨道交通、电器等领

域，为企业提供研发与创新的核心技术支撑，是“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原动力，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很好的社会效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今年 8

月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要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的战略，使有技术服务行业迎来了历

史性的发展机遇。

CAE 有限元分析技术(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是应用计算机来辅助分析复杂的工

程项目和产品的结构力学性能，进行优化结构性能等的一种科研手段，CAE 现在已经成为

科学研究即理论、实验之后的第三种手段。CAE 是一项用于创新的技术，如果把 CAE 与

CAD、CAM、PDM 等技术按性质归类的话，前者属于“创新体系”，而后者则属于“效率体

系”。效率体系的目标是通过提高产品生产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

新体系的目标则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通过提高技术附加值的手段来提高市场竞争力。CAE

在设计初期与 CAD 配合，可以发现设计缺陷，及时将错误调整为正确的方向。比如零件焊

接，实际需要 10 个焊点，如果只设计了 3 个，强度够不够，传统上只能估计，如在设计完

成后不经科学计算分析校验就投入制造，那就会造成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方面的损失。所以

CAE 分析作用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是真正构成产品创新的中流砥柱，通过 CAE 能够真正

发现问题，在第一时间找出问题并予以解决，使产品更优、更好、更快地贴近 终的设计目

标。因此 CAE 技术帮助企业实现产品创新的目标，将成为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的有力工具。

传 统 设

计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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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AE

的 现 代

设 计 过

程（虚拟

样 机 技

术 ）

随着现代 CAE 仿真技术的日趋成熟，企业完全可以将这种先进的研发手段与试验和经

验相结合，变经验设计为科学设计，变实测手段为仿真手段，变规范标准为分析标准，变传

统分析技术为现代的计算机仿真分析技术，从而提升研发设计能力，有效指导新产品的研发

设计，提高产品质量、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产品整体成本、增强产品系统可靠性，也

就是增强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竞争力。应用 CAE 仿真模拟技术，已经在研发创新中起到

关键作用：

减少试验次数；

大幅度地降低产品研发成本；

在精确的分析结果下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

能够快速的对设计变更作出反应优化设计；

能充分的和 CAD 设计结合并对不同类型的问题进行分析；

可有效缩短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周期；

能够精确的预测出产品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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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

什么是 CAE？为什么用 CAE？

CAE 是计算机辅助工程(Computer‐AidedEngineering)的英文简称，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

企业可以建立产品的数字样机，并模拟产品及零件的工况，对零件和产品进行工程校验、有

限元分析和计算机仿真。一项工程往往比较复杂，在正式工程设计之前，都要对设计方案进

行精确的试验、分析和论证，并对正式施工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测，这些工作借助

CAE 来实现的，CAE 的技术种类有很多，其中包括有限元法(FEM,即 Finite Element Method),

边界元法(BEM,即 Boundary Element Method)，有限差分法(FDM,即 Finite Difference Element

Method)等。每一种方法各有其应用的领域，而其中有限元法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现已应

用于结构力学、流体力学、电路学、电磁学、热力学、声学、化学化工反应等。

CAE 从 60 年代初在工程上开始应用到今天，其理论和算法都经历了从蓬勃发展到日趋

成熟的过程，CAE 系统的功能和计算精度都有很大提高，各种基于产品数字建模的 CAE 系

统应运而生，并已成为结构分析和结构优化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计算机辅助 4C 系统

(CAD/CAE/CAPP/CAM)的重要环节。现已成为工程和产品结构分析中(如航空、航天、机械、

土木结构等领域)必不可少的数值计算工具，同时也是分析连续力学各类问题的一种重要手

段。目前，CAE 能够求解复杂工程和产品结构强度、刚度、屈曲稳定性、动力响应、热传

导、三维多体接触、弹塑性等力学问题。

CAE 仿真模拟零件、部件、整机乃至生产线、工厂的运动和运行状态，是包括产品设

计、工程分析、数据管理、试验、仿真和制造在内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生产的综合系统。例

如，CAE 可以对运动的机构进行动态分析，并可画出机构运动的动画、以便检查机构的运

动轨迹，校核运动件的干涉情况；可以计算出各构件的运动速度、加速度和受力的大小；可

以对金属切削加工、铸造、焊接、成型、试验、装配和物料流动等各种工艺过程进行仿真；

可以深入研究这些产品生产工艺过程的机理和规律。

CAE 技术能在优化产品设计、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实验次数及样品、缩短产品研发周

期，降低产品成本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可为企业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CAE 仿真不仅是

企业进行创新设计的重要途径，而且已成为与理论研究和物理实验同等重要的研究手段。

CAE 技术在方发达国家目前已经达到了实用化阶段。通过 CAE 与 CAD、CAM 等技术

的结合，使企业能对现代市场产品的多样性、复杂性、可靠性、经济性等做出迅速反应，增

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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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有限元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正在不断建造更为快速的交通工具、更大规模的建筑物、

更大跨度的桥梁、更大功率的发电机组和更为精密的机械设备。这一切都要求工程师在设计

阶段就能精确地预测出产品和工程的技术性能，需要对结构的静、动力强度以及温度场、流

场、电磁场和渗流等技术参数进行分析计算。例如分析计算高层建筑和大跨度桥梁在地震时

所受到的影响，看看是否会发生破坏性事故；分析计算核反应堆的温度场，确定传热和冷却

系统是否合理；分析涡轮机叶片内的流体动力学参数，以提高其运转效率。这些都可归结为

求解物理问题的控制偏微分方程式，这些问题的解析计算往往是不现实的。近年来在计算机

技术和数值分析方法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有限元分析（FEA，Finite Element Analysis）方法则

为解决这些复杂的工程分析计算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有限元分析（FEA，Finite Element Analysis）的基本概念是用较简单的问题代替复杂问

题后再求解。它将求解域看成是由许多称为有限元的小的互连子域组成，对每一单元假定一

个合适的(较简单的）近似解，然后推导求解这个域总的满足条件(如结构的平衡条件），从

而得到问题的解。由于大多数实际问题难以得到准确解，而有限元不仅计算精度高，而且能

适应各种复杂形状，因而成为行之有效的工程分析手段。

有限元的概念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产生并得到了应用，例如用多边形（有限个直线单元）

逼近圆来求得圆的周长。有限元分析法是 50 年代首先在连续体力学领域--飞机结构静、动

态特性分析中应用的一种有效的数值分析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有限元

方法迅速从结构工程强度分析计算扩展到热传导、电磁场、流体力学等连续性问题几乎所有

的科学技术领域，成为一种丰富多彩、应用广泛并且实用高效的数值分析方法。

有限元分析可分成三个阶段，前处理、处理和后处理。前处理是建立有限元模型，完成

单元网格划分；后处理则是采集处理分析结果，使用户能简便提取信息，了解计算结果。有

限元分析软件目前 流行的有：、ADINA、ABAQUS、MSC 四个比较知名比较大的公司，

其中 ANSYS 目前是业内 认可的有限元分析软件。

在工程实践中，有限元分析软件与 CAD 系统的集成应用使设计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增加设计功能，减少设计成本；

缩短设计和分析的循环周期；

增加产品和工程的可靠性；

采用优化设计，降低材料的消耗或成本；



7

在产品制造或工程施工前预先发现潜在的问题；

模拟各种试验方案，减少试验时间和经费；

进行机械事故分析，查找事故原因。

CAE 仿真软件的领导者--ANSYS

ANSYS 软件是美国 ANSYS 公司研制的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FEA）软件，是世界范

围内增长 快的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软件，现在已成为国际 流行的有限元分析软件，

在历年的 FEA 评比中都名列第一。ANSYS 功能强大，操作简单方便，能与多数计算机辅助

设计（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软件接口，实现数据的共享和交换，如 Creo, NASTRAN,

Alogor, I－DEAS, AutoCAD 等，是融结构、流体、电场、磁场、声场分析于一体的大型通

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在核工业、铁道、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机械制造、能源、汽车交通、

国防军工、电子、土木工程、造船、生物医学、轻工、地矿、水利、日用家电等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目前，中国 100 多所理工院校采用 ANSYS 软件进行有限元分析或者作为标准教

学软件。

ANSYS 的技术涵盖多个学科领域。不论是需要结构分析、流体、热力、电磁学、显式分析、

系统仿真还是数据管理，ANSYS 的产品均能为各个行业的企业取得成功助一臂之力。ANSYS

在所提供的工程仿真工具的广度和数量上堪称绝无仅有。在现代产品设计中，所面临的问题通常

都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复合的，不单单涉及 常见的结构力学问题（强度、刚度、振动、失效、

爆炸等），还涉及热（温度场）问题，以及电磁场问题和流体力学问题等。现在市面上被广泛采

用的各种大型 CAE 软件，通常都只能解决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 ANSYS 的分析功能是 全面

的：结构力学、电磁场、热、流体力学、甚至声学等各种问题都可以在一个软件中实现 CAE 仿

真。

ANSYS 不仅提供如上四种场的单场分析功能，而且还将这些分析功能无缝集成在一起进行

多场耦合分析。ANSYS—世界上唯一真正实现多物理场耦合分析的 CAE 分析系统，提供了多种

耦合分析。

 流体－结构耦合：

 结构－热耦合：

 流体－热耦合：

 结构-流体-热耦合

ANSYS 结构力学分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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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al 是 ANSYS 系列软件中的结构力学分析模块。ANSYS 包括了通用结构力学

的静力学、动力学和非线性分析能力，以及复合材料、断裂、疲劳、优化等分析功能，也具

有稳态、瞬态、相变等所有的热分析能力，以及结构和热等的耦合分析能力；可以处理涵盖

各种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的任意复杂装配体结构的强度、刚度、疲劳、可靠性等问题

ANSYS 流体分析模块

ANSYS CFD 作为全球领先的商用流体分析软件，它采用流体动力学（CFD）的数值模

拟技术，为全球范围内的各个行业的工程师提供流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当今全球应用范围

广泛，功能强大的商业 CFD 软件。目前 ANSYS FLUENT 已经占据国际市场超过 60%的

份额，在中国市场则高达 80%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在国内的主机所，全部都在使用。

ANSYS 电磁分析模块

ANSYS EMAG 软件是 ANSYS 系列软件中专业的低频电磁场仿真分析软件，软件采用

为成熟的有限元仿真技术，历经近 30 年的开发，广泛应用于电气、电力、电子等各大行

业中电气电磁设备的电磁场仿真和多物理场仿真。

ANSYS EMAG 提供了完备的低频电磁场仿真分析功能，包含 2D 和 3D 静态电场、磁

场求解器以及低频（时谐和瞬态）电场、磁场求解器，可用于分析各设备的低频电场以及低

频磁场分布特性，同时 ANSYS EMAG 可计算输出设备的电容、电阻、电感等电路参数以及

电磁力/力矩、焦耳热损耗并进一步与结构或温度场分析软件进行耦合分析。

ANSYS AQWA 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专用

AQWA 是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专用软件，也是目前市面上功能全面、集成度良好的大

型行业专用软件。他主要用于计算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动力学性能问题功能完备，涵盖一阶，

二阶波浪力计算与输入，耐波性，稳性，系泊分析，下水分析；碰撞分析，气隙分析，缆索

动力学分析等分析能力。具备完整的分析程序，满足桅、桁、EPSOs、TLPs、半潜水系统、

停泊系统；救生系统等各种海面浮动结构的水动力学设计、分析需求。AQWA 软件发展了

近 30 年，在多体耦合分析方面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计算能力。不仅仅用于系泊系统或衍射辐

射分析，也是通用的流体动力学分析软件，对船舶和海洋工程领域的多种工程问题提供了非

常灵活的解决方法。获得了用户的广泛认可，被各大船级社、生产厂家、咨询机构、工程承

包商、设备制造商所采用。

ANSYS LS-DYNA 分析模块

ANSYS LS-DYNA 是一个以显式为主，隐式为辅的通用非线性动力分析有限元程序，

可以求解各种二维、三维非线性结构的高速碰撞、爆炸和金属成形等非线性问题。软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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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可求解涉及到几何非线性（大位移、大转动和大应变）、材料非线性（200 多种材料

动态模型）和接触非线性（50 多种）的瞬态动力学问题。软件以 Lagrange 算法为主，兼有

ALE 和 Euler 算法；以显式求解为主，兼有隐式求解功能；以结构分析为主，兼有热分析、

不可压缩流场分析以及流体结构耦合分析功能；以非线性动力分析为主，兼有静力分析功能

（如动力分析前的预应力计算和薄板冲压成形后的回弹计算）；军用和民用相结合的高度非

线性瞬态分析有限元程序。

ANSYS nCodeDesignLife 高级疲劳耐久性分析软件

nCodeDesignLife 是 nCode 公司的新一代疲劳分析软件，提供先进的、业界公认的疲劳

分析能力。它不仅继承了传统产品的优越性，更与 ANSYS Workbench 融为一体，提供了先

进的、用户界面友好的仿真功能，以 少的设置进行复杂模型的疲劳寿命计。CodeDesignLife

软件可以模拟所有类型的疲劳破坏，除了通常的应力-寿命计算和应变-寿命计算以外，还提

供了点焊疲劳分析和缝焊疲劳分析，从而为焊接件的疲劳分析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另外，振

动测试也可以在频域中进行直接仿真。ANSYS nCodeDesignLife 凭借其在疲劳耐久性设计领

域的完备功能和易用性，成为现代企业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考虑疲劳耐久性设计的首选工具。

CAE 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作用

CAE 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企业创造巨大的效益。 每一种产品从

概念（初步）设计，技术设计，详细设计等直到报废，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仿真分析在这个

周期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创造效益，重点是在设计早期，在机床、工装、原材料准备等重大的

投入之前，保证设计的正确性，避免浪费和失误，而且为制造、销售、后期支持服务等阶段

提供良好的保证。

1 概念(初步)设计阶段的 CAE仿真分析

概念设计阶段，需要根据市场需求、产品功能、及商务投标考虑等进行产品规划和方案

设计。此时，CAE 仿真分析可以为设计人员提供用户基础设计的验证、不同投标方案的比较

计算与分析，并为企业决策者进行产品决策和商务决策提供参考；它能够回答企业是否在预

定的时间、预定的成本以及现有的设备能力等约束条件下完成用户需求的开发设计和制造任

务。

2 详细(工作图)设计阶段的 CAE仿真分析

在这个阶段，所有的设计将全部展开，从系统设计、部件装配、子部件装配、零件设计，

直到图纸、材料、制造工艺等。CAE仿真分析在这个阶段的作用，就是验证各种零部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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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预期的性能、制造上是否可行，已有的加工设备是否满足结构设计要求（譬如板厚及半

径等），工艺步骤或者工装是否 简化等等，而且从系统到单个零件都可以进行仿真。这些

工作主要由结构分析工程师和设计工程师以及制造工艺师一起参与完成。

3试验阶段的 CAE仿真分析

试验阶段是设计完成后的关键阶段。大多数企业都是先制造物理样机，投入试验，如果

某些地方试验失败，则重新设计、重新制造、重新试验，如此反复，直到定型通过。显然，

这样反复多次的“设计、试验、修改”过程，既耗费时间，又极为昂贵。如果采用计算机仿

真分析，样机的数量和重新制造、重新试验的次数必然会减少。在数字样机的仿真试验中发

现问题、修改设计，与物理样机相比，显然其成本降低很多。据统计，数字样机的开发方式

能够减少一半以上的物理样机制造和试验，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节约大量的费用。更进

一步，CAE 仿真分析可以预先模拟现场使用环境和条件，使物理试验更快获得通过。事实上，

仿真分析可以“透视”整个样机的试验，显示出所有检测点的数据，测试工程师利用仿真软

件，在实际试验之前就掌握 佳测试方法和 可能的载荷/激励位置，从而显著地减少试验

时间，尽可能避免在试验现场进行“猜测”。

4制造阶段的 CAE仿真分析

这个阶段是产品实际制造的阶段。通过仿真计算可以进一步确认工艺步骤，可以优化制

造的工艺流程、减少废料；可以针对加工错误进行演算，通过修改图纸尺寸来保证交货期，

避免废品和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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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

CAE 仿真技术在电子设备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电子设备是指由集成电路、晶体管、电子管等电子元器件组成，应用电子技术（包括）

软件发挥作用的设备，如计算机/外设、工业电子设备、汽车电子设备、军用电子设备、便

携式电子设备及新兴电子设备等。

在电子设备的研发过程中常涉及到强度、刚度、散热、振动、冲击、跌落、噪声、电

磁、疲劳寿命、结构优化等多方面的工程问题。随着现代 CAE 仿真技术的日趋成熟，企业

完全可以将这种先进的研发手段与试验和经验相结合，形成互补，从而提升研发设计能力，

有效指导新产品的研发设计，节省产品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从而大幅度提高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

电子设备的强度、刚度问题

1.电子设备在外载作用下的强度分析，如机柜在受压作用下的强度及失稳分析；

2.电子设备的热应力分析，如电脑机箱在温度载荷作用下的热变形分析；

3.PCB 板的热应力分析，如 PCB 板在温度载荷作用下的翘曲变形分析

4.电子封装等发热元件的热应力分析，如电源模块、CPU等元器件受热膨胀变形分析。

电子设备在结构设计中需要考虑不同工作状态下的应力和变形。ANSYS软件可以帮助解

决在不同的工况条件下，结构零部件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校核问题。

电子设备的跌落试验问题

电子设备的自由落体跌落分析，如电视机、机柜、手机等产品在重力作用下的自由落体

运动撞击地面的力学响应分析；

电子设备以不同角度、不同速度下撞击不同表面材料的力学响应，如照相机在任意角度

下的跌落地面的力学响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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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在结构设计中需要进行跌落试验。ANSYS软件可以帮助解决在不同的工况条件

下，如：电子设备处于不同高度、不同速度撞击不同的材质表面时，结构零部件的强度、刚

度及稳定性校核问题。

电子设备的振动 、噪声问题

电子设备的模态、谐响应等动力学分析，如机柜的谐响应分析；

电子设备的转子动平衡分析，如电动机的转子动平衡分析；

电子设备的响应谱和随机振动分析，如电子设备机箱的地震响应分析；

高度非线性瞬态动力学，如笔记本电脑在运输过程中的碰撞分析；

声学‐结构耦合场分析，如汽车用扬声器的声学‐结构耦合场分析。

电子设备噪音主要来源于电磁噪音、流体噪音和机械噪音。借助 ANSYS软件动力学分

析功能，通过合理地优化电子设备各部件，可以降低电子设备机体的振动，减少机械噪声的

产生。

电子设备的散热及空气流场

电子设备的散热分析，如电脑机箱的冷却系统分析；

电子设备的湿度分析，如机柜内部的潮湿分析；

电子设备内部及外部的空气流场分析，如机载电子设备的内部及外部流场分析。



13

电子设备冷却系统的优劣直接影响其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ANSYS专业热分析软件及流

体动力学分析软件可以分析优化电子设备的内部布局，改善电子设备内部的冷却系统，降低

因温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ANSYS Multiphysics 多物理场仿真解决方案使得用户能够在简单统一的工程仿真环境中模

拟结构力学、热传递、流体流动和电磁学相关问题及其多物理场相互作用的问题。

CAE 助力汽车行业发展

随着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不断发展，正向开发工程中开始大量引入 CAD/CAE/CAM 等

数字化技术。一大批汽车企业利用成熟的 CAE 技术进行设计方案改善、对策探讨、确认和

发现问题发挥了很好的效果。随着汽车新产品推出的速度越来越快，汽车行业对 CAE 技术

的依赖越来越多，整车的开发周期和开发成本也逐渐减低。

根据《汽车制造业》统计，结果表明应用 CAE 技术后，新车开发期的费用占开发成本

的比例从 80%～90%下降到 8%～12%。例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2000 年应用 CAE 后，其

新车型开发周期从 36 个月降低到 12～18 个月，开发后期设计修改率减少 50%，原型车制

造和试验成本减少 50%，投资收益提高 50%。下图通过比较有无 CAE 过程参与的设计过程

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出，在 CAE 参与设计过程后，使产品的优化过程更为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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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是有几千个零部件组成的复杂产品，在研发过程中常常涉及到多种多样的流体力学

工程问题，随着先进 CFD 仿真技术的日趋成熟，企业完全可以将这种先进的研发手段和传

统的试验和设计经验相结合，形成互补，从而提升研发设计能力，有效指导新产品的研发设

计，节省产品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从而大幅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下文是汽车行

业常见的 CFD 工程问题的简要介绍：

1、空气动力学、气动噪声问题：

a) 阻力、升力、侧向力分析；

b) 泥/水附着、车辆涉水分析；

c) 气动噪声、噪声传播分析；

通过对整车进行详细的空气动力学仿真，可以获得详细的流场细节特征分布情况，使用

户更好的理解整车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为气动减阻、降噪等问题提供帮助。

2、发动机舱热管理问题

a) 包含机舱的整车详细空气动力学分析；

b) 冷却风扇、冷凝器、散热器的分析；

c) 传导、对流及辐射换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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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车辆设计的重要一环，发动机舱热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发动机舱内的温度，温度

对发动机的性能有直接的影响，适当的舱内温度环境有助于提高汽车的动力性能，增强燃油

经济性和改善排放性能。通过发动机舱热管理仿真，可以确定冷却系统的空间布置需求，对

敏感部件进行合理的布置。

3、空调系统及乘员舱热舒适性问题

a) 空调系统风量分配及空调管路噪声分析

b) 除霜、除雾分析

c) 成员热舒适性分析

CFD 可以进行瞬态的除霜、除雾过程分析，可以进行包含太阳辐射的乘员舱热舒适性

分析，可以进行空调管路的风流量分配及噪声分析，为产品设计提供帮助。

4、内燃机及进排气系统问题

a) 进排气及缸内流动分析

b) 缸内喷雾、燃烧分析

c) 排气后处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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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进排气系统，可以得到瞬态的缸内流动特性，同时利用 CFD 软件也可以分析发动

机气缸内的喷雾、燃烧过程以及三元催化器、SCR 系统的工作过程。通过对发动机整个工

作过程的分析，可以有针对性的优化发动机的气缸、活塞等的设计，也可以为喷油和点火的

控制策略提供明确的改进方向。

5、零部件（车灯、油箱、动力电池问题）

a) 车灯和灯室内的流场及温度场分析

b) 油箱加注分析、油箱晃动分析

c) 电池单体放点过程发热分析、电池组冷却散热分析

通过 CFD 技术可以有效的分析车灯、油箱加注、油箱晃动、电池发热、电池组冷却等

问题进行分析。此外还可以对刹车系统冷却、涡轮增压器、液力变矩器、燃油泵、齿轮泵、

摆线泵等零部件进行分析。针对电动汽车热管理，CFD 不仅可以分析单体电池的充放电过程

中电流和化学产生热能的过程，还能分析与优化电池包的位置，同时耦合分析电池包的热应

力。

汽车安全性能不仅是汽车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家法规有强制规定的。交通事故原

因的统计分析表明，以预防事故发生的主动安全只能避免 5%的事故，因此提供汽车的被动

安全性能日益重要。在缺乏有效的 CAE 碰撞模拟分析时，汽车的安全性能验证只能通过碰

撞试验来完成。碰撞试验成本高，试验过程的细节难以扑捉。利用 CAE 工具可以有效的模

拟不同速度下的正碰、侧碰情况，有效分析影响被动安全的薄弱环节，以利于改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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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 仿真技术在机床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机床的结构复杂，在研发过程中常涉及到强度、刚度、散热、振动、疲劳、结构优

化等多方面的工程问题。随着现代 CAE 仿真技术的日趋成熟，企业完全可以将这种先进的

研发手段与试验相结合，优势互补，从而提升研发设计能力，有效指导新产品的研发设计，

节省产品的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从而大幅度提高企业及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下文是

CAE仿真技术在解决机床产品研发过程中部分常见工程问题的简要介绍：

机床的强度、刚度问题

机床整机刚度强度分析

机床的主轴、导轨、滚珠丝杠、立柱等结构的钢、强度分析

机床系统的热应力分析

在机床的结构设计中需要考虑整机及各零部件的应力和变形，以提高机床的强度和精度。

ANSYS软件可以帮助解决在纯粹结构受力及热变形等不同的工况条件下，零部件的强度、刚

度及稳定性校核问题。

机床的结构动力学问题

整机的自然频率计算

主要部件（丝杠、主轴、立柱拉板等）的振动分析

整机的运动分析

ANSYS软件可以通过对整机的实际运动情况，通过输出位移、速度、加速度等运动曲线，

了解机构的运动特性；且可以通过计算结构的振动特性，了解整机在运行过程中是否发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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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以及匹配合适转速的电机。

机床的疲劳耐久性问题

承受往复运动的主轴、齿轮、轴承的疲劳分析

产品的抗疲劳性能和可靠性会直接影响其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ANSYS高级疲劳分析和

设计软件可以分析机床零部件由于反复运动引起的高、低周疲劳问题。

机床的优化问题

机床主轴结构的优化设计

车床筋格的布局设计

床身结构的设计优化

主轴箱的优化设计

传统的机床结构大多是基于经验进行设计的，设计较保守，无法使材料得到合理运用，

整体较为笨重。借助 ANSYS 的结构力分析和优化设计功能功能，通过合理的优化机床各部

件的特征尺寸，可以在保证结构的刚强度及振动性能的情况下仍具有高精度和高可靠性。

CAE 仿真技术在海洋平台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海洋平台主要用于海上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由于长年累月的在海洋恶劣的环境中

工作，因此海洋平台涉及到强度、刚度、疲劳寿命、下水安装及抗风浪等问题。采用成熟的

CAE 仿真技术，并与试验和经验相结合，相辅相成，有效提升研发设计能力，节省产品开

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提高市场竞争力。下文是 CAE 仿真技术在解决海洋平台产品研发

过程中部分常见工程问题的简要介绍：

一、海洋平台的强度、刚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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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平台总体静强度和变形问题

2、海洋平台加筋板及管架结构局部应力问题

3、海洋平台桩土耦合作用问题

4、海洋平台波浪载荷下的强度问题

海洋平台工作环境恶劣，各种不同工况下的强度性能是设计中首要考虑的问题。ANSYS

软件可以方便的对不同工况和海况下海洋平台整体及局部的强度和刚度问题进行仿真分析，

解决海洋平台的强度问题。

二、海洋平台的屈曲疲劳及规范校核问题

1、海洋平台加筋板及管架屈曲问题

2、海洋平台疲劳寿命问题

3、海洋平台管架应力及焊接接头的规范校核问题

海洋平台通常由板架和管架组成，屈曲和疲劳问题是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问题。而且由于

工作环境复杂，常常使用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ANSYS软件不仅可以解决板及管

架的屈曲疲劳问题，还可以直接采用现有规范对设计方案进行校核，减轻设计人员的工作量。

三、海洋平台抗震动力响应问题

1、海洋平台抗震动力响应问题

2、海洋平台自振特性问题

对于固定式平台而言，在风、浪、流等环境不是很恶劣的情况下，地震载荷具有较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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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于这类海洋平台，进行抗震分析是必须的。

四、海洋平台的抗风浪问题

1、海洋平台风载荷计算问题

2、海洋平台波浪载荷计算问题

3、海洋平台水动力系数计算问题

4、海洋平台风浪作用下稳定性问题

5、海洋平台风浪流作用下的运动响应问题

6、海洋平台锚链配置问题

7、海洋平台立管的涡激振动问题

海洋平台在遭遇到较大风浪时，可能会有较大的运动响应，或者发生倾覆，或者导致锚

链断裂从而影响海洋平台的正常工作。这主要涉及到海洋平台的稳性和耐波性问题。采用

Ansys产品在设计阶段就可以对海洋平台的水动力特性进行计算，了解海洋平台的抗风浪能

力，并对海洋平台在风浪作用下的运动响应进行短期预报，为海洋平台的设计提供参考。

五、海洋平台的水下安装问题

1、海洋平台的下水问题

2、海洋平台的安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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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导管架平台的下水，还是张力腿平台的安装问题，Ansys产品都提供了相应的解

决方案，确保在下水和安装过程中平台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六、其他

1、海洋平台抗火性能问题

2、海洋平台燃烧和烟气扩散问题

3、海洋钻井平台直升机飞行与降落安全分析

火灾是海洋平台结构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台构件在高温作用下其力学性能急剧下

降，直至失去承载力，利用Ansys产品可以模拟火灾作用下平台结构整体性能和节点的破坏

模式，提高平台结构抗火能力。另外，Ansys产品对海洋平台的燃烧和烟气扩散，直升机降

低平台的风场也能提供分析。

CAE 仿真技术在压力容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压力容器是石油化工行业的重要设备，对于压力容器的设计至关重要，在设计研发过

程中常涉及到强度、稳定性、疲劳寿命等多方面的工程问题。随着现代 CAE 仿真技术的日

趋成熟，企业完全可以将这种先进的研发手段与试验和经验相结合，形成互补，从而提升研

发设计能力，有效指导新产品的研发设计，节省产品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从而大幅度

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一、压力容器的强度问题

1、压力容器整体强度、变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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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封头、开孔及补强零部件校核

3、压力容器热应力分析

4、法兰连接的螺栓强度分析

5、压力容器稳定性分析

压力容器在结构设计中需要考虑不同工作状态下的应力和变形。ANSYS软件可以帮助解

决在不同的工况条件下，结构零部件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校核问题。

二、压力容器的动力学问题

1、压力容器的模态分析

2、压力容器的瞬态动力学分析

3、压力容器的随机振动分析

4、压力容器的谱分析

ANSYS软件可以分析压力容器在诸如地震载荷下的瞬态动力学响应分析，通过输出零部

件的位移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分析压力容器的 大动应力。

三、压力容器的疲劳问题

1、压力容器焊接接头的疲劳分析

2、热应力的疲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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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振动疲劳分析

产品的抗疲劳性能和可靠性会直接影响其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ANSYS高级疲劳分析和

设计软件可以分析压力容器在交变载荷等的疲劳分析。

四、压力容器的优化分析

1、阀门、封头等零部件的优化设计

2、压力容器整体质量优化

对压力容器以及阀门等零部件三维有限元强度分析与结构形状优化设计，以达到重量

轻、或应力 小、或寿命 长、或温度分布 均匀等目标。

CAE 仿真技术在电站锅炉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电站锅炉设计主要遵循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技术发展思路。针

对我国电站锅炉实际运行的状况（变负荷、变煤种），国内科技人员利用先进的CAE技术做

了大量的科研攻关，取得了不少自主创新的技术成果，尤其在燃烧器、炉膛稳燃、烟气环保

处理方面，积累了许多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经验。同时，有限元分析技术也被长期应用于锅

炉本体构架、汽包、联箱及阀门等高温高压部件的工程分析，产生了大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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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炉内主要工程问题

　　燃烧不稳定

　　炉膛结焦

　　上炉膛过热器爆管

　　上炉膛烟气偏差

　　过热器飞灰结渣

　　过热器与省煤器磨损

炉内燃烧的稳定性与热负荷分布直接决定锅炉的出力是否满足要求，借助ANSYSCFD软件

可以揭示炉内的空气动力特性、火焰形状与温度分布、颗粒的燃烬率，对锅炉设计改进及锅

炉改造具有指导意义。另外，炉膛内飞灰粒子对对流管束有磨损，烟气流速的不均会加重管

壁磨损，ANSYS CFD DPM模型可以模拟这类工程问题，从而为避免局部严重磨损，延长管束

使用寿命带来有益的帮助。

锅炉及部件的应力与疲劳破坏问题

锅炉本体构架稳定性问题

锅炉核心部件汽包下降管接头热应力与疲劳问题

锅炉给水联箱接头热应力与疲劳问题

过热器联箱部件的热应力与疲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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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利用 ANSYS Mechanical 分析锅炉构架的模态振型分析结果。

锅炉在冷态启动、停机与变负荷运行时，汽包、联箱、管路内部的压力及温度会随时间

变化，上图为应用ANSYSMechnaical分析汽包下降管的瞬态温度、压力与应力结果，可以为

评估设备失效风险及使用寿命提供参考依据。

低NOX燃烧器设计与运行问题

　　燃烧稳定性研究

　　喷嘴结焦

　　NOX排放效果

　　燃烧器组合气流组织问题（火焰冲墙）

CAE 仿真技术在电机产品中的应用

电机是一个集电气、机械、动力学、散热、电子电路、控制系统等众多学科综合于

一体的复杂系统。在实际研制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电机的电磁设计、机械设计、热设计以

及多物理场耦合等方面的问题。

电机磁场分析问题

电机空间磁密分布、气隙磁密分布

电机动态磁场效应

电机启动/停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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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电磁力/力矩计算

涡流分析

电机损耗（铜损、涡损、铁损）

电机机械结构分析问题

定转子应力和变形（强度问题）

转子动力学、临界转速

转轴扰度、强度计算

电机装配（过盈配合、螺栓预紧）

疲劳寿命

电机散热流动分析问题

电机结构温升

结构传热与流体散分析

冷却系统（风冷、水冷）设计

热变形和热应力

电机多物理场耦合分析

电磁生热（电磁和热的耦合）；

通风冷却（流场和热的耦合）；

热应力和热变形（热和结构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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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振动（电磁和结构的耦合）；

振动噪声（电磁、结构和声场的耦合）

气动噪声（流场和声场的耦合）

CAE 仿真技术在轴承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轴承是利用光滑的金属滚子或者内圈和外圈的金属面来减小摩擦，使设备平稳运转的部

件。主要分为滚动和滑动两大类，其中又根据结构用途分为很多小类。轴承是旋转设备的基

础部件，它的精度和稳定性直接影响到各类设备的精度和工作性能；在轴承的工作过程中会

有接触，振动，噪音，发热等工程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利用 CAE 分析对它的设计进行指导，

它所涉及的仿真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轴承接触分析

（1）轴颈轴瓦接触分析

（2）滚动体和内外圈接触分析

（3）滚动体和保持架接触分析

工作时由于轴颈与轴瓦接触或内外圈与滚动体接触会产生摩擦，导致表面发热、磨损，

可利用 Ansys 的接触分析功能对接触表面的压力和摩擦应力做仿真。

2.轴承强度与刚度分析

（1）轴承外圈刚度分析

（2）轴承内圈刚度分析

（3）轴承保持架刚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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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在工作过程当中不能有太大的变形以及超出许用应力发生破坏，利用 Ansys 可以模

拟轴承各个部分的应力应变情况，以此来确定轴承的工作情况。

3.轴承动力学性能分析

（1）轴承动态载荷分析

（2）轴承固有频率分析

（3）轴承谐响应分析

利用 Ansys 可以仿真计算轴承本身的固有频率以及在承受简谐载荷的响应，轴承在转动

的时候应力变形随时间变化规律。

4.轴承温度以及热应力分析

（1）轴承摩擦引起的热分析

（2）温升引起的应力分析

（3）轴承装配体的温度分析

热效应对轴承性能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一方面轴承接触面由于高速旋

转摩擦产生热，另一方面有些轴承是在高温环境中工作的，温升导致的碾瓦和咬粘以及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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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会引起摩擦原件频繁的失效。这些可以利用 Ansys 热分析以及热结构耦合分析来仿

真。

5.轴承疲劳分析与内部流场 CAE 分析

（1）轴承零部件疲劳寿命分析

（2）动压油膜轴承流场分析

（3）静压轴承留固耦合分析

通过进行 Ansys 流体分析可得到轴承当中流体润滑部分的压力分布，流体动力特性，以

及液体润滑轴承的稳定性。还可以通过 Ansys 疲劳分析软件对轴承的疲劳寿命做分析。

5.轴承可靠性分析

轴承的产量一般是很大的，由于制造原因，轴承的几何参数材料参数等等都不是确定的，

而是符合某种概率分布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 Ansys 随机有限元分析来确定输出参数如应

力、变形的概率分析，来实现轴承的可靠性设计。

CAE 技术在阀门开发中的重要性及运用

阀门是流体输送系统中的控制部件，具有截止、调节、导流、防止逆流、稳压、分流或

溢流泄压等功能。

利用 CAE 计算机仿真技术，可以使阀门设计生产过程变经验设计为科学设计、变实测

手段为仿真手段、变规范标准为分析标准、变传统分析技术为现代的计算机仿真分析技术，

从而提高阀门的设计质量、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产品整体成本、增强产品系统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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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竞争力。近年来，CAE 技术在阀门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1、阀门的密封性问题：

a) 碟板域阀门体间的密封；

b) 阀瓣与阀座间的密封；

c) 其它动、静密封问题；

密封性是衡量阀门功能和质量的重要指标。CAE 软件可以模拟各种动密封、静密封等

问题，为密封结构的设计，密封材料的选择提供参考和指导。

2、阀门的刚度、强度问题

a) 阀门、阀瓣等的强度、刚度分析；

b) 阀门非线性接触问题；

c) 阀门螺旋预紧力分析；

d) 阀门热应力及热变形分析；

阀门需要传输流体介质，会受到压力、温度等载荷，因此需要保证其强度安全。CAE

软件可以分析阀门在压力、温度、螺栓预紧力等载荷作用下的强度，保证阀门在各种工况下

的强度安全。

3、阀门的振动问题和疲劳寿命问题

a) 阀门固有频率及振型分析；

b) 阀门抗震分析；

c) 温度变化引起的阀门疲劳失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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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往复开启引起的阀门疲劳失效分析

核级阀门要求具有良好的抗震特性。CAE 软件能够分析阀门组件的自振频率，能够评

估阀门在地震载荷作用下的强度情况。此外，CAE 疲劳软件能够计算阀门在温度波动或力

波动情况下的疲劳性能，提高产品可靠性。

4、阀门流动计算问题

a) 阀门流动特性曲线计算；

b) 阀门水击效应仿真；

　阀门的特性曲线是表征阀门性能优劣 为常用的数据曲线。ANSYS Workbench 提供的

参数化仿真平台可以帮助用户方便地设置几何或流动边界参数，与 CFD 软件中的动网格技

术一起，为用户的设计提供参考。

5、阀门流动损失问题

a) 阀门的磨蚀问题；

b) 阀门的气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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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阀门所输送的液体中包含了一些水流混合物，这些细小的颗粒在输送过程中对阀门

和管道形成相当大的冲刷和磨蚀。而在液体经过部分开启的阀门时或是关闭之后，导致静压

降低，可能会产生气蚀现象，在阀门或者管壁表面形成快速的交变应力作用， 终导致部件

局部疲劳损伤，严重危害阀门性能和安全。ANSYS CFD 软件中拉氏多相流模型可以针对磨

蚀问题进行处理；并且还提供了空化模型来模拟气蚀现象，为阀门设计提供有力的仿真解决

方案。

6、其它

a) 流固耦合问题；

b) 噪声问题；

c) 产品优化问题；

通过 ANSYS 独有的多物理场耦合技术，可以轻松实现流固耦合计算。而阀门中产生噪

声问题通常由流体不稳定流动或者气蚀原因形成，ANSYS CFD 软件提供了噪声模拟的模块，

使得用户能够对噪声问题进行相应的模拟。同时，对阀门、管路形状的优化，除了 FLUENT

软件自带的优化处理功能 Adjoint solver/Mesh morpher 外，还可以在WB平台上采用通用的

优化模块 DX 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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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 仿真技术在船舶总体设计中的应用

船舶工业是为航运业、海洋开发及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综合性产业。中国造船业在

全球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造船中心之一。近 10年来，

船舶行业飞速发展，新的设计规范对设计提出新的要求。所有的这些变化都表明船舶设计进

入创新为主流的时代，这使传统的、基于工程回归分析和经验的船舶设计方法越来越无能为

力。而随着 CAE 仿真技术的愈加强大，其在船舶设计领域中也开始有了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1.船体的强度、刚度问题

（1）船舶总体结构静强度分析

（2）船舶分段、上层建筑、甲板、龙骨、外板、机座等局部静强度分析

（3）引擎、管路系统热应力分析

船舶总体结构设计中需要考虑船体在各种环境下的变形和应力分布。ANSYS Mechanical

软件可以帮助解决在正常工况下，结构零部件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校核问题。

2.船体的动力学问题

（1）船体自由振动分析

（2）机械设备引起的船体受迫振动分析

（3）机座的减振设计

ANSYS Mechanical动力学分析包含模态分析、瞬态分析、谐响应分析、响应谱分析和随

机振动分析，能模拟船体的自由振动和受迫振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设备的减振设计。

3.船体的噪声问题

（1）研究船体设备的振动引起的声辐射

（2）水下舰艇的声辐射性能研究

（3）阻尼与隔振技术分析

（4）声学-结构耦合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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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噪音主要来源于机械噪音和流体噪音。借助ANSYSMechanical软件声振耦合分析功

能，通过合理地优化船舶总体结构与各部件，达到减振降噪的目的。

4.船体的疲劳耐久性问题

（1）船体结构疲劳分析

（2）局部焊缝疲劳分析

船舶受到波浪、风、惯性等交变载荷作用，易造成结构的疲劳损伤。疲劳破坏是船体结

构的主要破坏形式之一。Fe-safe 或 ANSYS nCode Design life 高级疲劳分析和设计软件可

分析船体与零部件由于反复运动引起的高、低周疲劳问题及板架焊缝疲劳问题。

5.船舶的总体性能

船舶水动力性能，ANSYS CFD 能对不同的设计方案给出正确的排序。比之水池试验，ANSYS

CFD 分析的长处是它允许对更宽范围的备选船型方案进行测试。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它适合

用来选择有希望的备选设计方案作进一步的水池试验。ANSYS CFD 也指明对设计方案进行改

进的部位和方法，比如，显示出船身上的压力分布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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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船舶的动力、推进问题

（1）螺旋桨推进性能

（2）舵的性能

（3）磁推进

ANSYS CFD 不但能提供普通

势流方法所提供的结果，如水动

力性能、桨叶表面的负荷分布

等，还能提供螺旋桨流动所特有

的一些重要现象与特征，如桨叶

边界层流动、流动的分离现象、

桨叶所受的粘性力以及梢涡的形成与结构、螺旋桨尾流场等。不但能从定性上而且能从定量

上预报螺旋桨粘流场，为螺旋桨噪声、振动提供基础依据。

7.船舶的稳性问题

（1）初稳性、大倾角稳性、动稳性分析

（2）复杂海况下船舶运动响应分析

（3）系泊分析

（4）波浪载荷的传递

船舶在水中运行时，受波浪、海流和风的联合作用，船舶发生摇动，影响船员的舒适度

和船用设备的运行。当船舶靠岸时，需要用锚链使其固定在码头，锚链的强度与系泊稳性也

是一个重要的设计问题。ANSYS AQWA多体水动力分析软件可模拟船舶在各种复杂海况下的稳

性和运动，集成的缆索动力学模块能解决船舶系泊设计的问题。计算船舶受到的波浪载荷，

并能传递给结构分析软件，进行强度分析评估。

同时，随着新型船舶大量出现，结构设计以及多种型线设计方案的优化需要进行大量船

模实验，而通过利用CAE仿真技术则可以减少实验次数，减小费用开支，缩短了船舶设计周

期，不仅给船东的带来了巨大收益，也为中国船舶工业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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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 技术助力除尘设备优化

我国静电除尘技术发展成熟，水平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现在主要运用的除尘技术包括：

静电除尘、袋式除尘、电改袋及电袋复合式技术。除尘设备利用井下的除尘管和压风管路，

在水中加入一定的添加剂，引入风压，通过专用设备，完成吸料—混料—发泡等一系列工艺

流程，产生泡沫，通过分配器、喷头支架组件喷洒至尘源上，可有效的降低粉尘浓度。主要

除尘设备分为：机械除尘设备、生物纳膜除尘设备、喷淋式除尘设备、气雾式除尘设备、电

除尘设备等。

根据《环保装备“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环保装备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20%，

2015 年达到 5,000 亿元。市场前进巨大，但是除尘设备行业竞争激励，如何在激励的市场竞

争中拔得头筹时摆在企业面前的头等大事。

CAE 行业的兴起为除尘设备结构优化，流道优化为除尘设备的产业优化，技术升级提

供了精确的技术依据。青岛赛普克有限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注 CAE 行业，致力于理由

有限元助力航空航天、汽车、能源、重工等各个领域产业升级。

在除尘设备设计制造过程中 CAE 技术同样大有所为。如结构、流道、热场分布的分析

能为产品优化提供可靠的依据。下面将介绍如何利用 CAE 技术进行这些方面的分析。

首先，建立有限元模型，除尘器主要由型材骨架、外壳、附件组成。型材可用 beam188

单元附上相应的截面来模拟，外壳及附件可用 shell181 单元附上不同厚度模拟。

其次，确定除尘设备载荷，工作时除尘设备受到恒定载荷和随机载荷。恒载荷主要有自

重、内部压力，不定载荷为：风载荷、地震载荷等。风压载荷：地震载荷：地震响应分析分

为两种，谱分析法和瞬态响应动力学分析。谱分析法是通过设置形如抗震设计规范所规定的

地震影响系数曲线加速度反应谱而分析。瞬态动力学分析是通过对结构施加不同的时程曲线

来实现。在实际工程中常用谱分析法。

单一个工况很难检验设计的可靠性，在工程实际中常常通过组合工况来进行校验：除尘

设备除受到定载荷、风载荷、地震载荷外，还可能受到三者的组合载荷。组合工况为：恒定

载荷+风载，恒定载荷+水平地震作用，恒定载荷+竖向地震载荷，恒定载荷+水平及竖向地

震载荷，恒定载荷+水平地震载荷+风载，恒定载荷+水平及竖直地震载荷+风载。

为防止结构发生共振，一定要进行模态分析得出其固有频率。钢架考虑风载、地震作用

时，需要知道钢架的时程特性，包括自振频率和自振周期，还要防止结构发生共振，因此需

要对钢架体进行模态分析。常使用 BlockLanzos 法对钢架进行模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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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是设计的重要指标，可以通过有限元分析软件，根据上述载荷设定边界条件，计算

出其应力位移分布，比照《环保设备产品设计标准》来校核其结构是否符合强度要求。

国内制造厂家在进行流道设计时常常参照国外产品或者经验公式。这样导致产品优化时

没有可靠依据。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流道进行分析得出其压力、流速分布，有力与产品优

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良好的结构强度和流道设计是保证使用寿命和除尘效率的有力保证，而设计的合理性要

通过有限元技术分析结果来进行评定，同时计算结果也为下一次的优化提供了参考。经过不

断的分析、优化，不断的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在行业内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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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戴昆，美国康州大学冶金专业博士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锻压专业博士，有美国多家全球

500 强企业有丰富的研发经验。掌握国际先进的用于产品设计优化的 CAE 技术及其核心—

有限元分析技术，及先进的装备制造和材料成形技术，领导及参与了多项中国和美国国家科

研项目及国际高端的工程项目。在机械工程设计、锻压、材料科学、力学与工程等领域内有

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外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 26 篇 SCI 论文。曾荣获由美国成

就学院颁发的全美大学工程奖，获得国家人社部 2012 年度“中国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

资助”。现任职于青岛 CEPC 董事兼技术总监。

近日，小赛通过 CEPC 工程师楚电明先生联系到戴昆博士，让我们得以有机会一起了解

戴昆博士 20 多年的 CAE 经历和心路旅程。以下是访谈实录(戴昆博士简称戴)：

小赛：在国外任职于哪个公司？主要担任什么工作？

戴：我在美国 QuEST 公司担任 Technical Leader 一职，主要从事发动机、电机结构有限

元分析工作。曾有幸参与完成了 10 余项全球 500 强企业包括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美

国通用电器(GE)、美国波音公司(Boeing)项目，其中包括：Gas Turbine Structural Analysis, Fan

Blade Off Analysis, Bird Strike Analysis, Engine Containment Structural Analysis, Blade Locking

System Analysis,Boeing 787 APU Structural Analysis。

在 QuEST 公司服务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期间，我也凭借自身的努力得以每年都获

得美国联合技术公司 (UTC)颁发的节省成本与产品改进奖（Cost Saving and Product

Improvement Award）。QuEST 公司是一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全球外包工程的领先供应商，在是

一个全球外包工程的领先供应商，在 QuEST 公司的 CAE 经历对我自身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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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小赛：回国后 想做的是什么？

戴：中国自主研发的产品屈指可数。而且有些产品完全靠经验，CAE 应用还非常不成

熟。不过近些年来 CAE 发展迅速，它必将是中国以后产品开发的趋势。中国制造业不可能

一直跟在别人后面跑，我回国 迫切将在国外学习到的国际先进的设计方法普及并应用到企

业设计中，培训和发展企业的计算机模拟能力，对产品进行设计优化，使产品性能提高，使

用寿命延长，成本降低，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使企业的产品设计水平达到或超过国际先

进水平。同时，帮助研发团队掌握并使用有限元结构分析方法，对研发团队给以技术带动，

对其技术创新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提高企业团队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公司的产品质量与

竞争性，为企业的持续创新储备技术力量。

小赛：CAE 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作用是什么？

戴：CAE 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企业创造巨大的效益。每一种

产品从概念设计，技术设计，详细设计等直到报废，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仿真分析在这个周

期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创造效益，重点是在设计早期，在机床、工装、原材料准备等重大的投

入之前，保证设计的正确性，避免浪费和失误，而且为制造、销售、后期支持服务等阶段提

供良好的保证。

小赛：产品研发中设计与仿真应用的误区是什么？

戴：虽然企业都非常重视研发，对于研发的投入也在逐渐加大，有很多企业也部署和实

施了 CAE，但是在研发实践当中，中国制造业企业依然存在许多误区：

误区一：结构简单的产品，不需要进行仿真分析。

仿真分析的目的是从若干个设计方案中选择结构、性能 优的产品或者对现有的产品的

结构、性能进行优化，结构简单的产品也有优化的空间。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通过

仿真分析，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通过优化所节省下来的材料成本就是企业的利润。

误区二：用户已经证实可靠的产品，不需要进行仿真分析。

大多被用户证实非常可靠的产品，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过设计”也就是设计冗余。零部

件的设计可能大大超出了实际需求，这样的设计很难保持长久的保持竞争优势。在初始概念

阶段便可对多种设计方法进行测试。通过分析，可以在早期排除不切实际或无法接受的设计，

从而避免在这些设计上投入大量的工程资源和工时。

误区三：在优秀产品上改型设计，不需要进行仿真分析。

虽然目前的产品是基于历史的沉淀，但是没有经过多方案的比较，产品不可能设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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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好的。更为重要的是，设计师并不了解优秀产品之所以优秀的真正原因，对设计中

重要部分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不了解，在进行全新的产品设计时，就很难有所突破和创新。

误区四：设计和仿真相互独立，仿真结果受到质疑。

CAD 系统和 CAE 系统在发展过程中的天然割裂，使得在传统产品开发流程中，CAD

工程师和 CAE 工程师之间的工作泾渭分明。对于 CAD 工程师来讲，在设计完成之前不能

确认设计的质量，增大了后期修改的工作量和难度。而对于 CAE 工程师来说，读取数据过

程中的数据缺失不可避免，大量的几何修复工作令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大打折扣，仿真结果常

常处于被质疑的尴尬局面。

误区五：产品设计后期才进行简单的验证性仿真。

在传统的产品研发模式中，直接在 CAD 平台上根据个人经验完成模型设计， 后才进

行简单的验证性仿真，根据仿真结果中发现的问题来修改产品设计原型，随后继续仿真验证，

经过这样的漫长反复迭代 终确定方案。这样造成了巨大的模型修改工作量，设计效率低下，

更不用谈产品创新。

小赛：企业如何进行 CAE 软件选型？

戴：过去，企业倾向于寻求大而全的解决方案，而现在客户会更关注如何解决企业自身

的问题。主要从三方面考虑：第一，要搞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第二，关注同行在做什么；

我们要追随 CAE 的发展趋势，了解其未来 3~5 年的发展； 后，要关注 CAE 软件公司的技

术支持。例如，有些企业花重金购买 CAE 产品却没有充分的利用，因此，如何进行人才的

培养，怎样获得厂商良好的技术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对 CAE 软件产商而言，帮助企

业定制实施计划，使 CAE 产品能够真正用上用好，就需要清楚地知道企业要做什么，使用

软件的目的。

CAE 软件选型需要考量的因素有：软件、品牌、知名度、企业是否清楚自身的需求；

另外，企业的实施计划与人才的持续培养计划也是选型成功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已

经开始重视 CAE 选型，通过具体的行业会议，企业不仅能了解到相关先进企业的 CAE 应用

状况，还可以对自己企业的 CAE 选型起到借鉴作用。

小赛：当前国内 CAE 的现状是什么？和国外相比有什么差距？

戴：虽然 CAE 技术从起步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在国内制造行业，尤其是民用产

品行业，依然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跟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大部分企业当中 CAE 仍然不是作为主要的设计分析手段，可以说 CAE 分析能力的瓶

颈已经极大地制约着中国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CAE 人员在企业内仍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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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有些 CAE 人尤其是刚入行不久的 CAE 人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迷茫。

目前，我们相当一部分的重型机械企业，CAE 分析部门仍然被当作是辅助部门存在，

计算机辅助分析仍然没有作为产品设计的主要手段。企业在产品模仿和技术引进的老路子

上，越走越远。在涉及到出口审查或者和外方合作的时候，一旦用户要求出具完备的分析数

据，就只能靠咨询公司来帮忙。有的企业宁可花几十万上百万请国外的咨询公司来帮助分析，

也不愿把这些资金用在让自己的 CAE 分析人员到国外去跟他们做交流和学习上。其实从一

个企业里面 CAE 技术应用的深度和 CAE 人员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企业到底有多少真

正的创新能力，有多少真正的研发能力。培养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 CAE 人员需要企业有相

当的付出，然而企业从这里所得到的正是核心研发能力的提升，回报也是非常丰厚的。

随着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创新研发大国的转变，相信国内 CAE 分析的技术水平和 CAE

人员的设计地位必然会有一个长足的提升。

小赛：应用 CAE 技术必须购买相应的 CAE 软件吗？

戴：诚然，作为支撑 CAE 技术的有效平台，CAE 软件是应用 CAE 技术当之无悔的得

力工具。尽管目前大多数的 CAE 软件都相对较为昂贵，但是，为了达到应用 CAE 技术来提

升产品质量的目的，在资金相对充裕的情况下，不少企业都不惜重金购买相关软件。而对于

这些软件购买后所能创造的具体价值及其应用推广的前景却缺少客观的专业的评估。特别是

对于那些以规格化、批量化产品为主导的企业来说，可能经过少有的几次优化革新，便可以

使产品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之后便很少有优化降成本的余地。也就是说，在这之后，花

费高价买来的 CAE 软件可能会面临闲置不用的尴尬境地，除非后续还有新产品开发方面的

研究需要，否则，这实在是严重的资源浪费。更何况，软件不是只买来就可以了，还必须有

后续专业人才方面的招聘与培训。从购买到推广应用，也是一个相当长的周期过程。所以，

对于有的企业来说，购买并应用昂贵的 CAE 软件很可能会有些得不偿失。对于这样的企业，

如果真有 CAE 技术应用方面的需要，将之交与专业的 CAE 咨询公司，不但可以达到同样的

目的，而且可以节约更多的 CAE 技术应用成本。

小赛：任何工程师经过培训后都可以熟练掌握并应用 CAE 技术吗？

戴：如果说“任何工程师经过培训后都可以熟练掌握 CAE 软件”是行得通的，但是掌握

了 CAE 软件不代表能够熟练应用 CAE 技术，前者只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后者则代表理论

的深入学习以及大量工程经验的积累。所以，从事 CAE 工作的人员，都必须具备相关的专

业背景，而且随着研究分析问题的深入与复杂，还必须不断地加深相关理论的学习与掌握，

否则，如果自己都无法解释相关计算结果合理与否，再将之拿去指导工程实践，那就会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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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简而言之，如果做流体分析的人只是会操作软件而不懂流体力学方面的有关知识及相应

的工程背景，那么在进行软件操作时边界条件如何界定？相关参数的选择与输入怎么办？因

此，理论基础和工程实践是根本。

小赛：为什么我们也用世界一流水平的软件却设计不出世界一流的产品？

戴：关键原因有以下几点：1、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落后；2、缺少设计标准和相关规范，

或者对相关国际标准吃得不透，只知其言不知其所以言；3、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

的产品研发设计体系或平台，包括设计研发标准的采用，主参数计算到结构仿真、机构仿真

和系统仿真以及产品方案评估体系；4、缺少有效的基于工程知识积累和重用的管理手段和

平台。上述问题也正是我国信息化规划、推广、使用过程中必须要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

题.

小赛：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 CAE 分析工程师？

戴：1.坚实的理论基础，包括力学理论和有限元理论；2.必要的程序使用经验，对常用

的商业有限元分析程序能够熟练应用；3.工程实践的经验，对于不同的工程问题能够准确的

做出判断和确定分析方案。在这三个方面中，比较容易解决的是程序使用，通常软件和程序

教程是很容易获得的，一般通过一些练习题就可以很快掌握程序的使用。所以，有很多初学

者在用几个练习题熟悉了一个或几个程序以后就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个分析工程师了，这是极

端错误的。练习题与工程分析的差别在于，在做练习题的时候，拿到手边的已经是简化好的

模型了，结构已经简化好了，分析类型已经设定，边界条件和载荷条件已经确定，计算完成

后，能够看到和教材上一致的结果就算是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只学到了程序如何

使用。在做工程分析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没有人给你指定模型的简化、分析类型，

边界条件，在计算完成后，还需要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在这个过程中，程序的使用变成

了整个分析过程中的技术性 低的一个环节。熟练的运用商业有限元软件进行有限元分析，

需要对程序有深刻的认识，做到每输入一个参数都清楚知道这个参数的意义和作用，这其实

也需要理解有限元和力学的理论，仅仅熟悉程序的界面是不够的。获得分析结果后，问题并

没有解决，设计和生产部门需要的是简单有效的结论和方案。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数据中寻找

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的仍然是理论和经验。

小赛：目前您的愿望实现了吗？

戴：在国内有很多热爱 CAE 行业的有志青年，他们和我一样，渴望把中国的制造业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青岛 CEPC 的成立就把这些年轻的工程师聚集到了一起，对他们进行培

养，我也有幸能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学习和讨论，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同时自身的价值也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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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目前我的愿望正在慢慢实现，我相信他们将会成为 CAE 行业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

制造业奉献出他们自身的热血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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