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A

先进的 CAE 前处理软件
满足一切建模需求

业内顶尖专家的选择
最全面的多变量建模解决方案
一款集建模质量、自动化和性能于一身，提
供海量工具和自动化功能的多学科软件。

“实践证明，
ANSA 功能强大、高效，
是帮助我们达成目标的有效工具。”

ANSA 是一款先进的多学科 CAE 前处理工具，在同一环境中，集成从 CAD 数
据到求解器输入文件过程中，实现完整建模所需的所有功能。
ANSA 以丰富的功能和工具满足各种需求，成为用户首选软件。海量高效、灵活通用的功能，可以完
成的任务和工作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其数据管理能力、支持与多学科求解器无缝连接，实现独一无
二的多变量、多学科建模。

优势
— 高效处理复杂结构模型数据
— 复杂几何结构快速、优质建模
— 可同时操作针对不同求解器建立的多个模型
— 高度自动化流程及建模工具集成于同一个环境

充分发挥⽤户建模专业知识，推动产品迭代
ANSA 帮助用户大幅提升工作效率，享受高质量建模技术带
来的效益。不再需要繁冗的产品研发周期，推动产品迭代，
使用户在行业的激烈竞争中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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