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3期

2021年第三期       编 辑  ：市场部       撰 写  ：技术部

我们的愿景：成为多维度一流的数字化业务咨询的服务商

我们的使命：为企业研发赋能，助力企业创新

我们的价值观：正心诚意、崇尚细节、实事求是、追本溯源

本期精彩



CONTENTS
目 录

www.yaotangtech.com



行 业 资 讯

《5G应用“ 扬帆 ”行动计划（2021-2023年）》解读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 9部门印发《5G应用 “扬帆 ”行动

计划（2021-2023年）》（工信部联通信〔2021〕77号，下称《行动计划》），为推动政策加快落地，回

应社会关切，现对《行动计划》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行动计划》的出台背景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 5G发展多次做出重要

指示，强调要加快 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丰

富 5G技术应用场景。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加大5G网络和千兆光网建设力度，丰富

应用场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要“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

5G商用两年来，在产业界各方共同努力下，

5G商用发展成效显著，技术产业能力不断提升，

网络和用户规模全球领先，应用探索日益活跃，

涌现了大批优秀案例，实现了从 0到 1的突破。

但也要看到，5G应用的规模化发展仍存在困难，

亟需统筹各方力量，明确目标、优化环境、形成

合力，持续推动5G实现从1到N的跨越。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5G发展 5G融合应用正处于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期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5G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工

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九部门共同出台了《行动计划》，这对于凝聚各方共识，加快推进 5G应用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二、推动 5G应用“ 扬帆远航 ”，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哪些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以 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创新活跃，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日益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有力支撑了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

第一，推动 5G应用发展有利于加快高新技术融合赋能。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

5G全球即时通讯



等高新技术层出不穷，加快规模化推广成为新技术成功商用的关键。5G的新特性、新能力为各项技术

的深度融合、相互促进、规模应用进一步提供了可能，不断催生出诸多新业务、新模式、新业态。例如，

5G+AI机器视觉监测能够更广泛地用于高温、井下、移动等环境，进一步拓展了人工智能的应用空间。

5G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推动 5G应用发展有利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关

键支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是重要发展趋势。5G将为传统产业赋能、赋值、赋智，有力驱

动管理理念、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5G在采矿业应用，可以显著减少井下作业人员的数量，提高了

生产环境监测的准确性，极大降低了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风险。

第三，推第三，推动 5G应用发展有利于加快治理能力现代化。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5G网络的

广泛覆盖，可将社会治理的感知触角广泛延伸、深度下沉，让数据“出谋划策”，形成科学化、精细化、

智能化的治理能力。5G可推动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数字公共服务的快速发展，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数

量和质量。例如，疫情期间，各地、各企业积极利用5G技术推出远程诊疗、智能医护机器人、远程办公、

远程教育等应用，为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需求牵引、创新驱动、重点突破、协同联动的基本原则，在遵循技术演进规律、市

场发展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有为政府”

的管理和服务作用，通过搭平台、出政策、树典型、优环境等多种措施，助推5G应用规模化发展。

三、《行动计划》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总
体
思
路



《行动计划》结合当前5G应用现状和未来趋势，确立了未来三年我国5G发展目标。到2023年，

我国5G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打造IT（信息技术）、CT（通信技术）、OT（运营技术）

深度融合新生态，实现重点领域 5G应用深度和广度双突破，构建技术产业和标准体系双支柱，网络、

平台、安全等基础能力进一步提升，5G应用“扬帆远航”的局面逐步形成。

《行动计划》量化指标的设置充分考虑了当前我国 5G的发展水平，统筹 2B和 2C两个应用领域，

兼顾深度和广度两个衡量维度，从用户发展、行业赋能、网络能力三个方面提出了 7大量化指标，以

引导5G发展方向。

提出了 5G个人用户普及率、5G网络接入流量占比 2项量化指标，推动 5G应用逐步在消费市

场普及，进一步渗透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用户发展

四、未来三年，5G应用将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在哪些方面提出了目标和具体指标？

分别从标准体系构建、产业基础强化、信息消费升级、行业应用深化、社会民生服务、网

络能力强基、应用生态融通、安全保障提升等方面提出了8大专项行动。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行

动计划》的落地实施，在专项行动中设置了 4大重点工程，包括实施 5G应用标准体系构建及

推广工程、面向行业需求的 5G产品攻坚工程、5G应用创新生态培育示范工程和 5G应用安全

能力锻造工程，重点明确了主要突破方向，以及需要产业各方合力推动的重大事项。

主
要
内
容

提出了5G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年增长率、重点行业5G示范应用标杆数、5G在大型工业企业渗透率3

项量化指标，着力推动5G应用在垂直行业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

行业赋能



5G赋能千行百业的过程，就是推动全社会数字化、壮大数字经济的过程。我国行业众多，各行业、

各企业数字化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需求差异性大，个性化更为突出。因此，5G应用发展必须紧密

结合行业特点和发展需求，充分把握 5G应用发展的阶段性、创新性和复杂性特点，按照 “分业施策、

有序推进”的原则，分重点、分批次，循序渐进，在部分应用需求强烈、基础较好、带动性强的重点行业，

形成突破性进展，待成熟后，逐步复制推广到千行百业。

除了上述15个行业之外，其他行业也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和业内经验成果，推动5G融合应用尽快

落地。同时，《行动计划》也支持各地方政府、行业联盟协会等部门单位，及时总结5G行业应用发展成效，

通过资金、政策、赛事等多种方式，推动5G应用从“样板房”向“商品房”加速转变，加快应用向千

行百业的复制推广，全面赋能数字中国的建设。

五、5G应用涉及千行百业，如何大力推进 5G应用发展？

提出了每万人拥有 5G基站数、5G行业虚拟专网数 2项量化指标，着力提升面向公众覆盖和行

业企业覆盖的5G基础设施供给能力。

网络能力

重点培育 5G+新型信息消费和融合媒体，拉动新型产品和新型内容消费，加快 5G在媒体领域

的落地应用；

促进信息消费

重点推进 5G在工业互联网、车联网、智慧物流、智慧港口、智慧采矿、智慧电力、智慧油气、

智慧农业和智慧水利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加快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推动实体经济

重点加大在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文旅和智慧城市的5G应用创新，探索新模式新业态，提

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

提升民生服务



5G应用标准体系的构建对于5G应用的规模化复制和推广具有重要支撑和促进作用。《行动计划》

从健全工作机制、构建标准体系、落地关键标准三个方面进行了部署。

六、如何推动 5G应用标准的构建和推广？

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标准化重要事项的统筹协调，建立健全相关标准化组织合作机制，

也可以充分发挥5G应用产业方阵等行业组织优势，促进融合应用标准的实施落地。

健全工作机制

系统推进重点行业 5G融合应用标准研究，加快制定基础共性标准、融合设备标准、重点行业

解决方案等5G应用标准体系研制。

构建标准体系

选择医疗、工业、媒体等重点领域，发挥各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带头作用，率先推动 5G应用标

准落地。

落地关键标准

安全是 5G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坚实保障。《行动计划》从加强 5G应用安全风险评估、开

展 5G应用安全示范推广、提升 5G应用安全评测认证能力、强化 5G应用安全供给支撑服务四个方

面进行了规划部署，提升5G安全保障水平。

来源：信息通信发展司

2021年7月13日

文中所有图片均源自 摄图网

七、在 5G安全保障提升方面有哪些工作部署？

构建5G应用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机制，做好5G应用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监督检查。

加强 5G应用安全风险评估

鼓励各地方和企业打造 5G应用安全创新示范中心，开展 5G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和推

广应用。

开展 5G应用安全示范推广

支持与国际接轨的5G安全评测机构建设，开展5G应用与基础设施安全评测和能力认证。

提升 5G应用安全评测认证能力

加强5G安全服务模式创新，鼓励跨行业、跨领域制定融合应用场景安全服务方案。

强化 5G应用安全供给支撑服务



复盘智能制造：
      数字时代如何再定位“中国制造”

整体上看，在供给侧上所积累的各种问题以及需求侧的变化趋势，都是驱动中国大力发展

智能制造的主要动力，这和其他国家智能制造战略的核心诉求形成本质区别。

当前，我们正在步入工业革命 4.0阶段，以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

块链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逐渐走向成熟，引领制造业再次升级。

导读

由于各国制造业基础和优势不同，在发展智能制造的核心诉求和战略重心上各有差异。

从驱动因素出发，中国发展智能制造具有五大核心价值。一是降低制造企业的综合成本；

二是提质增效；三是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四是提升用户体验；五是重塑生产方式。

伴随信息技术发展以及在制造领域的深入应用，相对于物理空间中的实体要素外，信息 /

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在企业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带来制造业的不断升级。

工业革命 1.0阶段，蒸汽机技术的发明，推

动人类进入机械化生产时期。人们通过操控机器

代替手工生产，突破了体力上的局限，实现生产

效率的大幅提升。

工业革命 2.0阶段，电力技术驱动工厂大规

模生产，推动社会生产效率空前提升。人类历史

上第一次解决了供需之间在数量上的矛盾，最典

型的案例即福特汽车全球首创流水线生产模式，

让更多的人（平民阶层）拥有了一辆黑色T型汽车。

当前，我们正在步入工业革命 4.0阶段，以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

链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逐渐走向成熟，引领制造

业再次升级，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从体力上的

协同升级为脑力（决策）上的协同，从而迈向智

能化生产阶段。

产 ”理念为代表，使得产品质量在这一时期得到

大幅改善，消费端产品形态也更加丰富多元。马

路上奔驰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黑色汽车，更多款

式、更多型号的汽车品牌开始纷纷涌现。

工业革命 3.0阶段，随着通讯和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制造业进入自动化生产时期。人们通过

计算机编程，可以远程操控机器自动化生产，生

产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人们在管理

和制度上的创新和精益求精，以日本提出 “精益

这一时期，技术的革新不仅带来生产效率的

提升，还将进一步提高供需之间的适配性，即通

过数智技术对供给侧的改革，以满足需求侧个性

化和求新求变的消费趋势，为用户带来更好的消

费体验。

机械制造时代

电子信息化时代

工业4.0电气化与自动化时代

历史的维度01



美国自二战后面临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通过

发展智能制造引领制造业复兴是美国的主要诉

求。而美国制造业信息化全球领先，尤其在工业

软件和互联网方面独占鳌头，因此其战略重点主

要关注生产设计、服务等价值链环节，强调智能

设备与软件的集成和大数据分析。

在新旧动能交替之际，主要国家都将制造业

升级作为战略重心和博弈焦点，智能制造成为主

要抓手，从国家到企业纷纷谋篇布局，相继出台

政策方针、实施规划，希望通过数智技术创新和

应用提升制造业竞争水平，克服逐渐上涨的人力

成本，将制造业留在本国的同时，保持自身制造

业优势。

但由于各国制造业基础和优势不但由于各国制造业基础和优势不同，在发展

智能制造的核心诉求和战略重心上各有差异。

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发展智能制造主要以解决问

题为导向，战略侧重引导产业智能化成果融入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来支撑日本社会的结

构化转型，打造“超智慧社会”。

德国工业自动化领域全球领先，精密制造能

力强，高端装备可靠性水平高，国家战略着眼通

过CPS（Cyber-Physical Systems，信息物理系统）

推进智能制造，希望通过数字化创新与工业制造

的融合发展来巩固、捍卫国家工业技术主权。

日本制造业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日本制造业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

牢牢占据产业链高端位置。由于日本社会面临老

中国近年来从顶层规划到行动计划，不断发

布各种利好政策来推动智能制造发展，背后的驱

动力主要源自供给侧问题和需求侧变化两大因

素。

德国不莱梅港工业和码头鸟瞰图

日本神户进出口航运港口

炼钢

数字美元

国别的差异02



从供给侧看，中国制造虽体量大，但在长期

竞争中却面临 “大而不强 ”的现实局面，具体体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制造综合成本的相对优势正逐渐一是中国制造综合成本的相对优势正逐渐变

小。除用工成本外，能源使用成本、土地成本、

融资成本都在不断上涨。波士顿咨询曾比较 25

家出口经济体的制造业成本指数显示，中国制造

业综合成本已与美国基本相当。

二是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二是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根据专家

测算，中国产能利用效率低于 79%-83% 的正常

值范围，反映出中国供需两侧适配度有待提升，

整体生产效率较低的现状。

三是中国制造业主要处于低利润率的加工三是中国制造业主要处于低利润率的加工制

造环节，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亟待向产业链

高端升级；同时，由于产业链上游的基础材料、

关键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较为

缺失，产业缺乏自上而下自主化体系，在国际局

势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大环境下，产业

从驱动因素出发，中国发展智能制造具有五

大核心价值。

一是降低制造企业的综合成本。例如，通过

机器代人或人机协同方式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减

少人工成本；利用视觉算法等手段提升检测一致

性和稳定性，降低产品不良品率，减少因质量问

题造成的经济损失；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

技术应用加速产融结合，精准刻画企业经营行为、

评估企业资产状况，为供应链企业提供更低价格

的信贷资金；依据市场数据反馈合理安排要素投

入，入，减少物料浪费，或施行智能库存管理来降低

仓储成本等。

链供应链稳定正面临挑战。

四是中国制造业发展对能源资源依赖度四是中国制造业发展对能源资源依赖度较

高，过往粗放型生产对环境的破坏性较大。据世

界银行 2017年数据统计，中国单位 GDP能耗约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53倍，其中工业制造占全国

碳排放总量 70% 以上，面临主动控制碳排放和

2030碳达峰的新形势，制造业未来发展将受能

源环境要素的约束越来越紧。

从需求侧从需求侧看，消费市场呈现不可逆的两大趋

势：一是用户越来越重视消费体验和产品服务、

强调个性化需求，驱动制造企业生产方式向定制

化方向转变；二是用户求新求快的需求变化要求

制造企业缩短产品创新和制造周期，敏捷响应市

场瞬息变化趋势。

整体上整体上看，在供给侧上所积累的各种问题以

及需求侧的变化趋势，都是驱动中国大力发展智

能制造的主要动力，这和其他国家智能制造战略

的核心诉求形成本质区别。

五大核心价值03



二是提质增效。例如，数据驱动代替经验判

断，全面优化生产流程，改善制造工艺，提高生

产效率；科学高效排产，提高设备利用率；集成

数智技术提高生产执行精度，确保产品质量。

对于制造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数智技

术进行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改造过程。以

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深化数智技术在产品、

生产、管理和服务等诸多环节的应用，与制造技

术双向融合，加快企业以及产业层面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步伐，不断释放数智技术的应用

价值，是现代制造业实现高质、高效、绿色发展

的重要途径。

数智技术驱动下的智能制造主要表现为两大

核心特征：一是虚实融合，二是网络化协同。

三是减少能源资源消耗。例如，通过物联网

连接设备，可以实时在线监测和控制能源和资源

使用情况，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利用智能化

节能减排设备或解决方案替换落后产能和生产工

艺，实现绿色生产。

五是重塑生产方式。数智技术和先进制造技

术的融合应用，将会带来生产模式的创新和变革，

推动传统制造企业，从大规模生产向定制化生产

转变，企业从单纯的制造商向服务端衍生。价值

创造过程也将从传统单向链式过程转向网络化协

同共创模式。

四是提升用户体验。例如，数智技术应用打

通产业链上下游，实现需求端与设计端、制造端

的直接对接，对复杂的市场动态进行数据分析和

预测，准确把握市场机会，快速进行产品创新，

实现敏捷制造和精益生产，响应市场变化和用户

个性化需求；通过在价值链各个环节增加与用户

交互节点，鼓励用户全程参与产品生产过程，为

用户的最佳体验不断迭代产用户的最佳体验不断迭代产品，提升产品附加价

值；基于产品智能化，通过与环境、用户交互，

产品可自动回传运行和环境数据，通过数据监控

和分析，为用户提供远程的预防性运维服务。

智能制造核心特征04

高效生产车间

循环利用

VR体验



特征之一的虚实融合，即物理空间在信息空

间的完全映射，信息在两个空间中交互和融合，

由统一 “软件 ”平台协调和安排资源、能源、时

间的最优分配，并在反馈中不断升级。

特征之二的网络化协同，即通过建立统一“对

话”标准，打通分散于不同层级、环节、组织的“数

据孤岛 ”，让数据在不同系统间自由流动，从而

实现企业制造各层级（纵向），及产业链上各环

节（横向）的互联互通和协同化生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

用，机器算法将替代人的决策过程，形成对资源、

能源、时间等生产要素的动态配置，并在数据反

馈中不断优化算法精度，提升决策水平，即智能

制造系统相对传统制造具备自感知、自学习、自

决策、自执行和自适应能力。

纵向数据

通过打通企业层、执行层、设备层的纵向数

据链，实现研发数据、制造数据向生产现场、制造

设备的实时传递和处理，企业内部不同系统层级间

无缝连接，推动企业的精细化运营和柔性化生产。

横向数据

打通企业内部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企业间

的业务数据共享，使得包括研发设计、物料采购、

生产制造、营销销售、物流仓储、产品服务等环节

中每个企业组织，都可以根据全产业链的共享信息

进行资源调配、方案优化，灵活组织生产去迎合市

场变化，缩短产品制造和创新周期。

人工智能

信息技术尚未出现，所有生产要素都集中在

物理空间中发生；

1、机械化生产时期

机器大规模生产拓展了实体要素发生的物理

空间，从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

2、电气化生产时期

传感器、控制器（PLC）和执行器形成紧耦

合的控制信息环，系统性地部署在各个机械零部

件之上，从而形成依附于设备的 “封闭式 ”信息

空间，通过对信息要素的采集、计算，进而操控

物理空间中相连机器部件的自动化运作。

3、自动化生产时期

数智技术应用将不同物理空间的实体要素在

同一信息空间进行 “全要素 ”映射和重建，形成

具有感知、分析、决策、执行能力的数字孪生体，

从而实现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在更广范围、更深

层次的交互融合，创造出虚实合一的制造系统，

并通过统一 “软件 ”平台进行要素资源的动态配

置。

4、智能制造时期



通过纵向和横向数据打通，最终实现设备、

车间、工厂、流程、物料、人员乃至产业链价值

链各个节点的全面互联，使得价值传递过程从传

统制造单向链式转向并发式协同，通过实时数据

基于两大核心特征，我们再去理解企业智能制造的系统架构。

底层的虚实融底层的虚实融合，即是通过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包括制造载体和制造过程在内的物理空

间所有生产要素、供应链环节、工艺流程、管理活动等进行数字化，并通过网络连接和传输汇聚

到统一数据平台之上，再结合智能化分析技术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对内赋能诸如能源、资源、供应链、

订单等企业内部管理平台，提高企业管理和运营效率；对外可以通过工业应用开发平台面向第三

方开发者开放，结合应用端需求进行工业应用定制化开发，也可以将企业能力 /资源经过沉淀后，

以工业服务微组件库形式开放给诸如金融机构、物流、电商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使用，通过协同

合作方式提高整体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响应终端用户需求变化。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杨燕  商汤智能产业研究院研究主任

文中所有图片均源自 摄图网

感知、传送、分析和处理，围绕用户需求和产品

全生命周期，进行资源动态配置和网络化协同，

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个性化定制。

总结05



技 术 论 文

在医疗行业中的应用及案例分享SIMULIA 

Part 01 生物医疗领域的问题及需求

Part 03 案例一：Living Heart Project

Part 02 SIMULIA在医疗行业的解决方案

Part 05 案例三：某泵的转子XFlow 计算分析

Part 04 案例二：吻合钉的变形过程



生物医疗领域主要是人体器官系统研究、植入物或替代物的研究，以及医疗设备研究。

典型应用主要覆盖在骨科（如：颅面骨、颌骨、牙齿、脊柱、关节、足部）、心血管系统、人体

软组织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形形色色医疗设备性能研究 ;其中，人体器官、植物人或替代物主要涉及到

了复杂的材料问题，如何准确模拟这些材料的属性成为医学仿真领域的难点；

医疗设备方面，多为高精度高强度等精密仪器，对设备的各方面性能也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ABAQUS ABAQUS 软件以其强大的非线性求解能力而出名，是非线性求解方面的领军软件，是解决各种

复杂材料及复杂接触行为的不二选择。

生物医疗领域的问题及需求Part 01

ABAQUS作为复杂的固体力学结构力学系统，具有丰富的单元库及本构定义，可协助研发人员

梳理剖析庞大复杂的问题以及模拟高度非线性问题。

SIMULIA在医疗行业的解决方案

一、ABAQUS结构解决方案

Part 02



非线性接触和大变形

变形体，软生物材料和柔性结构带有摩擦的滑动

大扭曲或大变形

非线性屈曲和破坏

复杂材料建模能力

弹性和聚合物行为

超弹性和形状记忆效应

软硬组织行为

多孔/渗透媒介

逼真的人体建模和仿真

生物材料模型：组织、肌肉、皮肤、骨头......

增强建模技术:3D扫描、变形、关节......

器官组织：心脏、眼睛、大脑......



Fe-Safe 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疲劳分析技术，是一个功能强大、全面，使用方便的耐久性疲劳分

析软件。

二、Fe-Safe 高级疲劳解决方案

应力疲劳与应变疲劳

单轴与多轴算法

领先的随机振动疲劳算法

疲劳评估给出的结果

疲劳寿命值

开裂位置及方向

安全系数

可计入概率因素

可比对各工况及各类载荷对寿命的贡献

多种调试信息

Baseline Optimized

Flow simulation of untreated and treated heart 

shows leakage reduction from 85% to 15% 心脏内腔

运用Xflow 流体解决方案具有以下优势：

三、Xflow 流体解决方案

基于格子玻尔兹曼方法

界面友好

自适应尾迹细化

单一一致的壁面模型

瞬态空气动力学

空气声学

自由表面和多相流

具有真实运动部件的复杂流固耦合



随着 5G技术的发展，物联网概念延伸到智能健康、智能手表、起搏器或助听器等领域，可穿戴

和植入式设备需要始终保持连接，并在环境中发挥预期功能。同时，设备制造商需要确保人体吸收的

能量在规定范围内。

丰富的人体模型库、多种不同人体组织特性的材料库、完备的求解技术来解决复杂的MRI成像系

统的设计，无缝实现人机、设备之间的远程监控检测和诊断 .......仿真技术在医疗领域多样化的应用场

景以及CST软件所提供的完备的解决方案，等候诸君探寻。

四、CST 电磁仿真解决方案

应用场景

应用配置

MRI中kHz频率范围内的线圈和磁铁，起搏器电极刺激— 静磁场求解器

MRI电路和系统模拟— 高频场求解器

安全性评估— 生物热求解器

超导淬火分析—— Opera软件



案例一：Living Heart Project

动态心脏模拟项目（Living Heart Project）是达索系统于 2020年 5月 29日发布世界首款商用

3D心脏模型。此项目旨在通过联合工程学，科学及生物医学专家来提供经过验证的模型，增强研发心

脏产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及治疗效果，转化为模拟技术来改善对病人的关爱。

为什么在心脏病领域要使用虚拟技术？

医疗器械临床前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在符合人体模型的条件下，评估器械的能力，以及

器械放入人体后，对心脏功能改善的评估。最终，所有新器械中 95%的器械不能在获得批准前进行人

实验，从而增加了产品召回的几率。

这款基这款基于 Dassault Systèmes 公司的 3DEXPERIENCE® 平台的模型有着诸多应用前景。在心

脏瓣膜替换手术中，每个患者的心脏的尺寸和形状都不尽相同，如果医生使用了大小不合适的瓣膜进

行替换，将带来负面影响。目前，医生依靠 2D影响来判断大小，而这与 3D相比有着明显的不足。

如果在瓣膜替换手术之前用 3D模拟器测试心脏对所选择的的瓣膜的反应，就可以协助医生更好地判

断合适大小和形状，大幅降低手术风险。①

Part 03

一、Living Heart 模型简介

支架

①   vrgks, 达索推全球首款商用3D心脏模型-Living Heart,VR网.

起搏器导线 阀



力学模型

二、Living Heart Project相关理论模型

详细解剖结构及功能区域

基于Zygote 3D 心脏模型

改良网格性能

冠状动脉与静脉

增加细节

二尖瓣及腱索

His 传导术

不同心脏表面纹理方向及壁厚

心肌纤维取向

最大程度模拟心脏的反应

电模型

单域电位和恢复

明显改变起搏变化

通过混合组网方式电气通路



血液流体模型

基于Pilla的混合模型

混合1D-3D 模型

增强模型的合理性

包括合理性及收缩性

完全3D心室模型

调整电阻以匹配观察值

跨室流体模型之间的关系

Final：模型验证

模型输出结果与发表的临床数据相比较

影像形态相比较

速度和应力/应变数据的定量比较



吻合钉的变形过程如图所示，底部凹模可视作刚性体。吻合钉初始高度 3.8mm，变形后总高度

1.8mm，材质为镁合金，弹性模量 17GPA（原始提供为 17MPA，沟通后改为 17GPA） 断裂应变 13% 

抗拉强度314MPA 屈服应力300MPA 。整体装配图和各部件零件图随附件。 

首先对模型进行处理。FEA模型如图（P23），其中两个模具使用四面体单元（后续定义为刚

体约束）。

详细的流动机理

案例二：吻合钉的变形过程Part 04



吻合钉FEA模型

吻合钉为六面体单元：节点数：68349；单元数：46380。  为节约计算，调整装配位置，临近接

触位置。

根据所提供的材料属性，在软件中具体定义如下图。我们从其它地方获取到的镁合金材料属性为：

密度：1800Kg/m3；弹性模量： 45Gpa；泊松比： 0.35；屈服应力： 193Mpa；抗拉极限：255Mpa。（材

料属性目前以所提供的为主，分析结果均基于图示属性作为解释。）

接下来进行接触属性定义:法向定义硬接触，切向定义0.1的摩擦系数(全模型采用显示通用接触)，

具体定义参数如下图（P24）。



接触定义参数

更多结果分析请至“上海耀唐科技有限公司“公众号中获取

最后，我们采用显示动力学分析类型，强制位移方式模拟，测定约束及载荷并对应力应变的结果

进行分析。

其中，模具定义为刚体约束，参考点分布为 RP1（下模具）和 RP2（上模具）：下模具完全固定，

约束 6个自由度；上模具约束出 Z向位移的其它 5个自由度；上模具 Z方向施加 -2.35单位的位移，

实现成型效果（2.35为考虑吻合钉成型前后高度差以及当前装配位置间隙属性定义)。

补充约束：

防止吻合钉 Y方向侧向晃动，约束吻合钉 Y向
位移为0



在对此对象进行计算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相关参考数据及计算要求：

该计算分析的过程主要在XFlow软件中进行设置，参数图如下：

案例三：某泵的转子XFlow 计算分析Part 05

参考数据：

需要计算的结果：

- 转子转动速度：5000rpm；

-转动方向：转子尾端向头端看的顺时针；

-出入口：压力0pa；

-流动液体为血液：密度1059kg/m 3̂，黏度     
0.0036Pa·s。

- 两个系统此条件下的出口流量；

-两个转子表面压力、壁面剪切应力、速度分布云图。



- 转子表面静压

- 表面剪切力

- 速度云图

- 进出口流量监测(进口流量平均值：0.023kg/s)

结果分析

更多精彩内容请致电耀唐科技:153 1656 2758



CATIA V5 ICEM 模块 助力产品合规化检查

                               ——乘用车外&内凸法规

在汽车设计中，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应的法规要求，涉及到与碰撞安全有关的主要法规有：

本篇文章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GB 标准为例进行介绍。

GB 11552－2009 乘用车内部凸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GB标准)

GB 11566－2009 乘用车外部凸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GB标准)

ECE R21/R26（欧洲经济委员会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Regulations）

FMVSS 2010（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 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 Standard)

74/60/EEC（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导读



本标准不适用于在汽车满载时，车门、车窗及各种入口的盖板均处于关闭状态时，外表面位于以

下位置的零部件：

高于地面1.8m的零部件;

GB11566-2009乘用车外部凸出物法规介绍 01

1、一般要求

2、特殊要求

车身外表面不应有任何朝外的尖锐零件，以及由于其形状、尺寸、朝向、硬度等在碰撞事故中可

能增加刮伤、撞伤危险性或加重被撞者伤势的朝外的凸出物;

车身外部表面不应有可能刮到行人、骑自行车或摩托车的人的朝外零件;

针对装饰件、商用logo、商用标记的字母和数字；

车身外表面凸出零件的圆角半径 R≥2.5mm。(这一要求不适用于凸出高度 H＜1.5mm 的零件以

及凸出高度1.5mm≤h＜5mm但零件朝外的部分是圆滑的零件);

若材料硬度不超过邵尔(A)硬度60HA时，R可小于2.5mm。(当不能用邵尔(A)硬度办法进行硬

度测量时，可用比较测量法进行评价);

低于底线的零部件;

不被直径100mm球体所触及的零部件;



GB11552-2009乘用车内部凸出物法规介绍02

主要要求：

测量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乘员舱内部构件 (内后视镜除外 )、操纵杆、顶盖或活动顶盖、座椅靠背和座椅后部

零件在突出物方面的要求，以及车窗天窗和隔断系统的电操作要求。

1、一般要求

2、补充规定

区域划分,前排座椅”H”点之前、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以上的乘员舱内部构件(侧门除外) ：

头部碰撞区确认方法：

如凸出高度小于3.2mm，只要凸出高度不大于其宽度的一半，则可以不要求曲率，半径圆钝即可；

若基准区内的仪表板下缘不满足吸能性要求，其圆角半径不得小于19mm；



3、测量方法

乘用车内外部设计和内外凸起法规联系03

安装在刚性支架上的凸出物由低于邵氏硬度 50度的软性材料组成，其刚性支架应满足凸出高度

及圆角半径的规定；

对格栅按下表要求圆角半径及片厚。

基准区内任何金属支撑物不得有凸起的棱边；

车身内外部凸出物由装饰件，仪表板、保险杠、车身覆盖件、格栅、灯具等车身内外部零件的结

构形状构成。这些零件形状决定了车辆造型是否新颖、有特性，在市场上能否吸引消费者，因此



乘用车内外凸法规合规化通用办法04

需要在设计初期掌握标准意图，最大范围内利用标准要求设计车身及车身内部零件 (特别是系列

车型的拓展根烟考虑标准要求)；

由于乘用车内外部大部分零件为钣金件或模塑件，一旦开模，很难再进行修改，因此需要在设计

初期考虑法规标准，并按照标准要求进行完整的数模图纸的核查，这样才能保证满足标准要求。

利用2D 断面layout 进行核查；

利用物理样机进行试验；



CATIA ICEM shape design模块Head Impact Analysis命令介绍05

点击Advanced analysis 工具条上的Head Impact Analysis命令：

ICEM 软件是A级曲面设计的专业软件，与Alias、Image ware 并称A级曲面设计三大软件，

综合性能排名居首。Dassault Systems已收购 ICEM 软件，并将 ICEM 中的某些命令拓展到

CATIA软件中，今天介绍的 ICEM shape design 就是其中一个模块。而 ICEM shape design 模

块中的Head Impact Analysis就能针对3D surface进行头碰分析，从而在造型早期进行法规检查，

以满足乘用内外凸法规合规化。

1、ICEM 模块介绍

2、Head Impact Analysis 命令介绍

进入ICEM shape design模块：



4、检测原理：模拟圆球滚过曲面，并检测圆角半径值是否满足设定值

5、Tessellation选项解释

3、一般使用流程：

红色区表示该区域触点的曲率半径小于设定值，需重点关注；

绿色区表示安全区；

蓝色区表示球接触不到的无关区域。

在执行运算之前，先对被测体进行三角网格化，划分三角网格有两种算法：长度和公差。

长度：等距划分网格，值越小，网格越细，但运算量也增加;

公差：按垂度划分网格，曲率变化剧烈的地方划分更多的网格。

1、选择需要分析的对象;

2、设定碰撞球半径和标准圆角
半径，

一般：内凸：SR82.5mm

外涂：SR50mm



6、Topology 选项解释

7、Parameters 选项解释

三角形网格化：按长度细分

Sharp Bend: 检测急剧弯曲区域

三角形网格化：按公差细分

Edge: 检测拓扑边



隔离面：隔离面两侧可以设不同的圆角值，

再进行探测。

单独面片：可对面片赋予不同的圆角值，再

进行探测。

结语

如何确定我的形状是否正确？要确定您创建和修改的形状是否符合设计意图以及工程和 /或

立法限制，需要 工程师在整个建模设计过程中执行尽职调查和定期分析，而不仅仅局限于完工阶

段。CATIA ICEM 模块为用户提供了行业卓越的分析工具，不论是分析位置的最小标准、曲线或

曲面的流畅度和曲率，还是更为复杂的 “曲面优点 ”或是否遵守安全法律标准等分析，都可助用

户一臂之力。所有分析工具在性能和人体工学方面全部经过优化，可轻松集成到 A 级设计流程的

自然工作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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