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特克数字化样机是一种创新方式，可帮助您在实际构建之前探索理念。

团队成员可跨不同领域协同工作。个人以及不同规模的公司可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加快推出优质产品。从概念到设计、制造、上市及其他阶段，欧特克
数字化样机简化了整个产品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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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esk® Subscription
购买欧特克软件产品同时以年费形式附加Autodesk Subscription，您可以获得合约提供的各项专属增值
服务与支持。包括免费升级最新版本软件，产品版本降级使用，下载各种产品增强扩展包，欧特克技术专
家直接技术支持，各种专项免费技术培训等。通过使用Autodesk Subscription提供的系列服务与支持并不
断续约，您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设计工具的功能，充分利用您的技术投资。客户在Autodesk Subscription
期内，可以享受：

软件升级
Autodesk Subscription客户在合约期内可以将产品免费*升级到发布的最新版本，保护您的投资，通过
产品更新帮助您保持竞争力。同时，合约用户仍然能与升级版一起并行使用旧版软件，从而利用最新
版本中的新功能。这意味着您可以继续无缝处理所有的项目。

功能扩展包
Autodesk Subscription客户，可以获得多种功能丰富的软件扩展包，这些扩展包为您提供新的专业化功
能，令您从领先的功能和便利的实施中获益。

技术支持
获得欧特克技术支持团队的直接技术支持服务。您可以通过Autodesk Subscription Center网站，提交您
遇到的软件技术问题，来自欧特克的技术支持专家承诺在工作时间4小时内对您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

简化的软件资产管理
通过Autodesk Subscription Center网站中的合约管理功能，做到贵公司购买软件资产记录的统一管理。

Autodesk 360 云服务
Autodesk 最新的云端计算服务，使工作 (渲染/模拟) 更轻松，进而提升工作效率。**

了解更多Autodesk Subscription 优势，请访问：

http://www.autodesk.com.cn/sub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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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CAD 嵌入式高级有限元分析

借助获得行业信任的 Autodesk Nastran 求解器可直接在  
CAD 系统中使用高级机械仿真

Autodesk Nastran In-CAD 采用嵌入式业务流程，

同时搭配获得行业认可的专业 FEA 平台，前者可简
化流程，帮助您保持生产率，后者则可以帮助您避
免兼容性问题。Autodesk Nastran In-CAD 采用强
大的 FEA 技术，同时保持系统的熟悉度、易用性、

集成以及关联性：

•  易于 Autodesk Inventor 和 SolidWorks 用户

使用 – Autodesk Nastran In-CAD 将高级 FEA 
技术直接嵌入到 Autodesk® Inventor® 软件和 
SolidWorks® 中，因此不需要多种单平台仿真技
术，为 FEA 的前后期处理提供了针对实体和表面
建模的能力。

•  熟悉的界面和业务流程 – 在开发 FEA 模型过程
中，单窗口 CAD/FEA 体验可提供与 CAD 系统相
同的外观、菜单和树型结构，让您通过业务流程
便可以频繁仿真产品的细微变化，而这一点在过
去往往是做不到的。

 

•  集成了强大的 CAD 模型转换 – 可避免因将 CAD 
模型导入不同 FEA 平台而产生的兼容性问题，从
而帮助您缩短学习时间，保证生产率不受影响。

快速了解设计迭代的应用情况，不需要每次改动
时都重新创建设置。

•  真正的几何体关联 – 由于做到了真正的几何体关
联，因此可直接通过 CAD 系统访问部件几何体
数据，进而可以轻松更改模型，不必重复验证工
作。通过全面的 FEA 和 CAD 数据关联轻松探讨
假设情景并验证概念。

Autodesk Nastran 求解器 

Autodesk Nastran 是行业认可的通用有限元分析 
(FEA) 求解器，它在分析结构和机械构件的线性和
非线性应力、动力学以及热传递特性方面的准确
性众所周知。Autodesk Nastran 求解器是适用于 
Autodesk® Simulation Mechanical 软件的集成求解
平台，利用这一项高端仿真技术，您可以在复杂仿
真中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Autodesk® Nastran® In-CAD 软件是嵌入在 CAD 
系统中的通用有限元分析  ( F E A )  工具，它由 
Autodesk® Nastran® 求解器提供技术支持，可对 
多种分析类型执行仿真，包括线性和非线性应力、

动力学以及热传递分析类型。此款产品以网络许可
证形式提供，适用于多个 CAD 平台，可保证统一的
用户体验，避免购买多种单平台仿真技术。它将高
端仿真技术应用在 CAD 嵌入式业务流程中，让您
能够创造出优质产品。

3D CAD 嵌入式工具

为满足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需求，生产企业承
受着巨大压力，他们一方面要保证盈利能力，另一
方面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展创新、缩短开发周期和
产品上市时间、避免现场故障。有了 CAD 嵌入式 
FEA 技术，在产品开发阶段即可获得这些优势。通
过高级分析，工程师可在投产前根据实际表现调整
设计，并改善产品质量。其成果是实现创新、提高质
量、降低成本并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故障。

高级分析 

从基本分析入手，了解开发设计备选方案和执行概
念验证的可行性，然后根据是否需要强大的分析工
具，继续执行高级分析。Autodesk Nastran In-CAD 
具有丰富的分析功能，下至基本分析上至高级分析
功能无所不有，其中包括线性和非线性分析、动力
学分析以及强大的自动冲击和跌落测试。同时，它
还提供多种特殊分析类型，如疲劳、针对高速和极
端变形冲击的显式 FEA，以及针对复合材料的高级
技术。高级分析功能包括：

•  非线性：计算高级非线性解，例如，大位移/转
动、大应变、塑性、超弹性、蠕变等。

•  热：支持分析受热载荷影响的结构。解决与随时
间变化的线性和非线性热边界条件有关的热传
递问题（如功率起伏）。

•  疲劳：确定受循环载荷影响的部件的寿命，并轻
松推进线性静态或随机响应分析，以计算疲劳寿
命和疲劳损伤。

•  屈曲：评估结构在载荷条件下的稳定性；分析结
构是否会因压力而进入突然失效模式。

•  动态响应：确定结构受瞬态或频率相关载荷影响
而出现的位移、载荷、应力以及应变。

广泛的材料模型

在设计中，材料数据是工程仿真准确度的关键。通
过金属、复合材料、橡胶以及塑料等材料仿真，用
户可深入了解产品的表现，甚至产品出现故障的原
因。Autodesk Nastran In-CAD 支持一系列线性和
非线性材料，可更深入地认识产品的实际表现。

包装和供应 

Autodesk Nastran In-CAD 推出了增值版软件
包，让所有工程师都能够享受高端仿真。它提
供了一款包装为网络许可证的产品，可适用
于多个  CAD 平台（如  Autodesk Inventor 和 
SolidWorks），降低了初始投资成本和后期每年
的维护费用。此增值版软件包还包括多域网络
许可证管理器，因此，软件能够在多个  CAD 产
品、项目以及区域和全球团队之间轻松共享。 
网络许可支持用户与他人共享结果，不论这些 
用户使用哪类 CAD 系统。

欧特克仿真软件产品组合 

Autodesk Nastran In-CAD 是欧特克机械
仿真产品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产品均由 
Autodesk Nastran 求解器提供技术支持。

Autodesk Nastran 是获得行业认可的 FEA 
求解器，可对复杂仿真准确求解。Autodesk 
Nastran In-CAD 提供 CAD 嵌入式 FEA 仿
真。Autodesk® Simulation Mechanical 软件
是一套完整的机械仿真解决方案，可在制
造之前准确预测产品性能、优化设计并验
证产品行为。

欧特克还推出了其他仿真产品，可帮助您
通过优化和验证设计，从更深层次预测产
品性能。借助 Autodesk® Simulation 产品系
列和欧特克数字化样机解决方案，您可以
将机械、结构、流体流动、热力、复合材料
以及注塑成型仿真工具集成到产品开发过
程中，从而降低成本、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欧特克提供了一系列灵活的解决方案，让您
既可以在本地求解，也可以在云端求解，帮
助您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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