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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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设
计创意。团队成员可跨不同领域协同工作。无论是个人还是各种规模的公
司，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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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且值得信赖的 
机械模拟求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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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克软件 ( 中国 ) 有限公司
100020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 号
北京侨福芳草地大厦写字楼 A 栋 9 层
Tel: 86-10-8565 8800
Fax: 86-10-8565 8900

欧特克软件 ( 中国 ) 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200122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399 号
Tel: 86-21-3865 3333
Fax: 86-21-6876 7363

欧特克软件 ( 中国 ) 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510613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 号
中信广场办公楼 7403 室
Tel: 86-20-8393 6609
Fax: 86-20-3877 3200

欧特克软件 ( 中国 ) 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
610021
成都市滨江东路 9 号
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 1507-1508 室
Tel: 86-28-8445 9800
Fax: 86-28-8620 3370

欧特克软件 ( 中国 ) 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
430015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700 号
武汉香格里拉大饭店 439 室
Tel: 86-27-8732 2577 
Fax: 86-27-8732 2891

*免费产品遵循下载软件时随附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中的条款和使用条件。

**并非所有语言或地区的所有产品都可以享受到所有优势。灵活的许可条款（包括先前版本使用权限与家庭用许可权限）因特定情况不同而有所
差异。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Autodesk经销商或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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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行通知；同时对于此文档中可能出现的印刷或图形错误保留最终解释权。© 2015 Autodesk, Inc.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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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特克大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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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业认可的 FEA 求解器获得复杂模拟的精确
结果

通过先进的机械、动力学和热学分析，精确模拟实际行为

前后期处理器兼容性

Autodesk Nastran 与读取 Nastran 数据文件的 
前后期处理器兼容，例如  S iemens® Femap®、 
MSC® Patran® 以及 Altair® Hypermesh®；因此，

工程师和分析师可以灵活选择结合哪种首选前 
后期处理器来使用 Autodesk Nastran 求解器及 
其高级功能。

满足未来模拟需求的可扩展性

Autodesk Nastran 平台可借助第三方附加模块轻松
扩展到其他求解类型，让您可以随需求扩展功能以
便处理当前及未来的各种任务。因此，即使分析和
模拟需求变得越来越复杂，您也不需要购买全新的 
FEA 平台。

实时分析和结果

实时分析可以帮助工程师加强对 FEA 模型和结果
的控制。高级编辑、上下文相关输入和动力学等
功能从最开始就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和结果可
靠性。

行业研究生成器和参数优化等内置工具可帮助用户
快速了解设计变化的影响。实时结果可以通过集成
的结果处理器显示，这样用户在求解序列生成结果
的过程中就能直观地查看这些结果。这些功能结合
在一起，让 Autodesk Nastran 成了无论是工程师还
是分析师都不可或缺的求解器。 

包装和供应

在帮助工程师和分析师创造优质产品方面， 
开展工作的简易性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Autodesk Nastran 可与多个前后期处理器结合使
用，支持多核部署，同时提供区域和全球使用权
限，方便用户轻松展开。客户可在世界各个角落
使用欧特克丰富的工程工具，因此使用 Autodesk 
Nastran 也非常方便。Autodesk Nastran 采用高端
模拟技术，在复杂模拟中也能获得准确的结果。 

欧特克模拟软件产品组合 

Autodesk Nastran 是欧特克机械模拟产
品的一部分。Autodesk Nastran 是行业
认可的 FEA 求解器，可在执行复杂模拟
时得到精确的结果。Autodesk® Nastran® 
In-CAD 软件提供 CAD 嵌入式 FEA 模
拟。Autodesk® Simulation Mechanical  
软件是一套完整的机械模拟解决方案，可
以帮助您在开始制造产品之前准确预测其
性能、优化设计并验证其行为。

此外，欧特克还推出了一些其他的模拟
产品，可帮助您通过优化和验证设计来
进一步预测产品性能。借助  Autodesk® 
Simulation 产品系列和欧特克数字化样机
解决方案，您可以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结合
使用机械、结构、流体流动、热力、复合材
料以及注塑成型模拟工具，这样可以帮助
您降低成本并缩短产品上市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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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工作效率。

Autodesk® Nastran® 是行业认可的通用有限元分析 
(FEA) 求解器，可分析结构和机械零部件的线性与
非线性应力、动力学以及热传递特性。该求解器与
兼容 Nastran 的前后期处理器结合使用，可以在求
解过程中提供实时结果以及求解参数的变化情况，

从而帮助用户在模拟中及早发现并解决问题。 

该高端模拟技术以增值软件包的形式提供， 
可以帮助您在执行复杂模拟时获得精确结果。 
Autodesk Nastran 是面向欧特克机械模拟产品的一
个综合性求解平台，亦是欧特克数字化样机解决方
案的一部分。

久经验证且备受认可的 FEA 技术

计算精度是求解器设计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
素。强大的软件设计、开发方法以及架构是求解器
精度不折不扣的保证。Autodesk Nastran 已有数十
年的应用实践，每一个新版本都经过了全面验证，

因此在精度方面的信誉绝对有保障。凭借分析结果
精度和保真度方面的表现，Autodesk Nastran 的受
欢迎程度达到了空前水平。

与使用 NAFEMS 相关的一系列验证计划和文档
集再加上已发布的其他基准为精确求解打下了基
础。每个软件版本都会验证超过 5,000 个测试问
题来保证一致性，同时公司还专门针对 Autodesk 
Nastran 推出大量改进更新以保证不可比拟的精
确度。 

线性静态分析 

•  线性应力、应变与变形
•  惯性释放
•  热应力和变形
•  多轴疲劳
•  质量特性
•  预应力

动态响应 

•  直接瞬态响应
•  直接频率响应
•  模型瞬态响应
•  模型频率响应
•  随机振动
•  模态响应/冲击谱生成
•  模态汇总（ABS、SRSS、NRL、CQC、DDAM）

•  线性和非线性直接瞬态响应
•  针对所有模态求解的线性和非线性预应力支持
•  振动疲劳

模态分析 

•  自然频率和振型 
•  柔性和刚体运动 
•  模态参与系数、有效质量/重量以及反作用力 
•  线性和非线性预应力（加强） 
•  虚拟流体质量

瞬态热传递

•  线性和非线性 
•  传导、对流和辐射

稳态热传递

•  线性和非线性 
•  传导、对流和辐射

屈曲分析

•  临界荷载和振型 
•  线性和非线性初始应力

非线性分析 

•  非线性静态和瞬态响应 
•  大位移和旋转 
•  自动冲击分析 (AIA™) 
•  材料非线性特性（非线性弹性、弹塑性、 
完全塑性、热弹性、粘弹性、蠕变） 

•  仅张力（索单元和壳单元） 
•  接触（间隙、滑线以及面对面接触，均带 
摩擦） 

•  渐进层损伤分析 (PPFA™) 
•  脆性材料（混凝土） 
•  形状记忆材料（镍钛诺）

常规（所有解决方案均支持）

•  复合层压材料 
•  随温度变化的材料 
•  矩阵直接导入和导出 (DMIG) 
•  Craig-Bamption 和 Guyan 缩减 
•  超单元支持 
•  位移、载荷和温度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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