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沣科技

工业仿真软件、数字孪生系统及解决方案
十沣科技产品介绍

深圳   广州   台州   北京   嘉兴   西安   南昌   南京



认识十沣

8个

全国产业化基地

10＋所

高端学府学术合作

200＋人

研发技术团队

         十沣科技，致力于高端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

数字孪生系统与仿真云服务平台自主研发及产业化。

         得益于雄厚的技术积淀及研发实力，公司已发

展成为国产自主工业仿真软件领域代表企业之一。

         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南山，目前已成立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华中、西部等区域产业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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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愿景

坚持自主多物理场仿真核心技术研发，奉献工业软件的盛宴

Fast
高效

Easy
便捷 Specia-

lized
专业

Total
全面

Fluid 流体

Electromag 电磁 Structure 结构

Thermal 传热

人才 产品 市场

能力三足鼎

Acoustics 声学

Accurate
精准

知名院校高端人才

垂直行业人才

新能源

电子电器

汽车交通

工程制造

船舶海洋

航空航天

多学科领域复合人才

数智平台

行业应用
流体

结构

十沣科技F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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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布局

在制造业聚集区建设区域产业化基地，持续推进制造业聚集

区数字升级

深圳十沣：核心软件与技术研发总部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智园D1栋23层

广州十沣：珠三角业务发展基地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实验室

北京十沣：华北业务发展基地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北京大学科技园

浙江十沣：浙/闽业务发展基地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螺洋街道财富大道

嘉兴十沣：长三角业务发展基地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经济开发区

南昌十沣：华中业务发展基地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层次人才产业园

西安十沣：西北业务发展基地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南京友一：北方业务发展基地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紫金研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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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计算流体力学仿真软件 TF-QFLUX 

       TF-QFLUX是基于多面体非结构网格系统和有限体

积法的通用流体动力学仿真软件，现已开发比较完善的

多相不可压缩流动求解器、固体传热求解器、DSMC求

解器、气动声学求解器（FW-H）、丰富的湍流模型、

多孔介质模型、多相/多组分模型（VOF /双欧拉模型/

混合物模型）、滑移流模型、热辐射模型、动网格模块

（滑移动网格/变形网格/嵌套动网格）、自定义源项等

核心算法与功能模块，以及优异的可视化引擎与数据后

处理功能。

        TF-QFLUX软件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

舶海洋工程、电子热管理、建筑与环境工程、汽

车与轨道交通、流体机械、风资源等领域，精细

模拟各类复杂的不可压缩湍流与分离流、多刚体

6DOF运动、流固耦合换热、固体导热与热辐射、

多孔介质渗流、空化、标量输运、气动/水动声学

等复杂物理过程。

核心算法-流体

自动识别所有主流网格类型

丰富的物理模型

灵活的动网格算法

完善的流场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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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体计算流体力学软件 TF-Microflow

       TF-Microflow是基于格子玻尔兹曼方法的微流体计算流体力学软件，主要针对复杂几何结构内微尺度

流动的模拟，具备高并行效率以及GPU加速计算能力，可应用于微流控装置辅助设计、石油开采、碳封存、

锂电池、生物芯片等涉及微尺度复杂流动问题的应用方向。

       TF-Microflow目前主要包含多相流模块、颗粒

流模块、传热传质模块，电动流模块，预期非牛顿流

体模块。通过TF-Microflow可直接数值模拟数字岩

芯或微模型等复杂多孔介质内的两相流体驱替过程、

微流控装置内的颗粒或液滴操控、微流动传热传质等

复杂物理过程。TF-Microflow高效适配GPU以及其

他非传统的加速处理器，具有高性能、跨计算平台、

高扩展性等优势，从而节省计算时间。

核心算法-流体

CPU、GPU跨平台

丰富的物理模型

超高计算性能、扩展性强

开放的流场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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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粒子法动力学软件 TF-Particle

       TF-Particle是基于SPH光滑粒子法的无网格粒子

法流体仿真软件。相对于传统的网格类方法如有限元、

有限体积、有限差分法等，该方法采用Lagrange粒子

描述连续介质，能准确捕捉物质界面，适合模拟工程大

变形问题且易实现高效并行计算。

       TF-Particle方法应用广泛，如海洋工程（船舶水动力学与冲击动力学设计、海洋平台冲击动力学设

计）；汽车/交通（汽车涉水、甩泥/雨天行车）；航空航天（水上飞机气动/水动力学设计、飞机鸟击与冲

击动力学仿真）；先进制造（爆炸焊接、激光焊接/金属增材制造、铸造/浇铸、齿轮传动/润滑）；环境工

程（山体滑坡、泥石流、溃坝、城市内涝）等。

无网格/Lagrange特性

自适应加密

GPU并行

多介质多场耦合分析

核心算法-粒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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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算法-粒子法

通用散体仿真软件 TF-DEM

       TF-DEM是面向矿业、化工、岩土、能源、制药等

领域对颗粒材料运输、处理、加工等过程的仿真需求，

而研发的一款基于离散元方法的通用散体仿真软件。离

散元仿真软件应用广泛，如矿物的采、选、冶炼，食

品、制药工程中典型单元操作的优化控制，工程机械领

域中设备的性能预测与优化分析，岩土、地质工程的灾

害演变预测等。

TF-DEM具有以下技术特点: 

1.支持异构、异质颗粒系统，准确描述实际系统中颗粒形状的不规则性。

2.颗粒系统仿真前后处理功能，如颗粒快速填充、颗粒尺度到宏观连续尺度的信息映射方法、壁面磨损分

析、颗粒破碎等。

3.GPU并行技术，包括单GPU、多GPU及CPU-GPU异构并行计算能力，实现大规模颗粒系统的高效模拟。

4.采用网络通信技术，实现基于CPU-GPU异构并行的CFD-DEM双向耦合计算、突破颗粒相计算量大这一限

制耦合计算的效率瓶颈。

支持异构、异质颗粒系统

GPU并行技术

颗粒系统前后处理

CFD-DEM双向耦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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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有限元仿真软件 TF-Struct

       TF-Struct是结构有限元仿真分析软件，具有一般

静力学、动力学、优化分析以及非线性、多刚体/刚柔

动力学、疲劳分析能力，以及多数据融合分析等在内的

结构分析功能。可以处理任意复杂的装配体，包括各种

接触算法，材料涵盖各种金属材料和橡胶、泡沫、岩土

等非金属材料。

       TF-Struct软件为结构线性分析或非线性分析及

动力学分析提供了全面的产品解决方案。该软件提供

了一整套适应面宽的单元库、材料模型和求解器。

TF-Struct在算法精度和稳定性，以及模拟的准确和

有效性，都不亚于国际主流商业软件。在用户界面交

互上，TF-Struct的设计更符合国内用户的使用习

惯，并具有针对国内客户轻量化设计需求的结构拓扑

优化功能。

核心算法-结构

线性和非线性结构分析

结构拓扑优化

精度和稳定性对标国际商软

高性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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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式动力学仿真软件 TF-Dyna

       TF-Dyna是显式动力学仿真软件。其核心算法为非

线性有限元算法与无网格的的光滑粒子算法相结合。在

算法精度和稳定性，以及模拟的准确和有效性，

TF-Dyna都不亚于国际主流商业软件，可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新能源、建筑与环境工程、汽车与轨道交通、

等领域。

       TF-Dyna可以准确模拟分析各类复杂的接触、撞

击、损伤断裂，以及穿甲过程，爆炸过程及爆炸载荷

下的结构破坏过程、结构碰撞过程等物理问题。软件

主要由建模优化模块（前处理）、求解器模块和结果

分析模块（后处理）等几部分组成。

核心算法-结构

全局/局部接触搜索算法

高精度自适应光滑粒子算法

任意构型的连续介质模型

结构功能分析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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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体动力学仿真软件 TF-DCAMS

       TF-DCAMS软件是多体动力学仿真软件，可对虛

拟机械系统进行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输出位

移、速度、加速度和反作用力曲线；可用于预测机械系

统的性能、运动范围、碰撞接触、峰值载荷以及受迫振

动分析、刚柔耦合分析、控制仿真分析等。软件主要由

建模模块（前处理）、求解器模块和结果分析模块（后

处理）等几部分组成。

       建模模块包括创建模型、划分模型网格、设置边

界条件、交互操作等功能；求解器模块可自动形成机

械系统模型的动力学方程，进行运动学和动力学计

算。结果分析模块可展示求解结果和数据处理。

核心算法-结构

动力学与控制相结合

友好的可视化操作环境

结构功能分析建模

用户定制及使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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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电磁场仿真软件 TF-eMag

        电磁仿真工具，是电子电气、通信、半导体等现

代电子产业领域产品设计的基石之一。目前主流商业化

电磁仿真软件都被国外发达国家掌握。尽管国内相关公

司逐步崛起，但软件功能性能与国外公司存在巨大差

距。我国亟需发展自主的高性能电磁仿真软件。

       TF-eMag是集多种数值计算方法为一体的电磁

仿真软件，涵盖主流的有限元、矩量法、几何光学、

物理光学等，可满足高频电磁领域不同方向的需求，

支撑不同行业。

核心算法-电磁

多种数值计算方法

MPI并行架构

网格全自动自适应

针对电磁辐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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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资源仿真云平台 TF-SimFARM

       TF-SimFARM风资源仿真云平台，是一款以十沣

科技核心CFD软件TF-QFLUX为基础，自主开发的风资

源评估与风场数值优化设计软件。

       基于TF-SimFARM，风能开发人员可以获得全

面、准确的风场仿真数据，高效完成风场选址、风机选

型与阵列优化、风场数据管理与维护，并以此为基础制

定后评估优化策略。

       针对中国风电场地形复杂、风况多变、项目繁多

的行业痛点难点，TF-SimFARM实现多项技术创新，

可有效应对复杂地理环境下风资源评估误差大、数据

管理运维效率低等问题，帮助风电场开发者、运营者

节省更多时间、人力、资金成本进行创新和优化系统

配置，持续性提高市场竞争力。

行业应用

自主先进CFD求解器

云端HPC计算管理

丰富湍流模型精准模拟

交互式三维可视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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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计算流体力学软件 TF-Lattice

       TF-Lattice是针对汽车\航空\建筑等外流场空气动力学与气动噪声精细仿真需求的行业应用流体力学软

件。该软件采用Lattice Boltzmann方法（LBM），可高效模拟瞬态湍流流场。

       与基于传统网格划分方法的CFD软件相比，

TF-Lattice使用直角网格，不需要用户手动剖分网

格，可实现复杂几何的快速前处理。TF-Lattice支持

批处理功能，轻松应对海量工况的模拟任务，更便于

应用诸如汽车风阻仿真与优化、气动噪声评估等复杂

的工业领域仿真。

      TF-Lattice的几何容错率高，网格剖分性能稳定，支持大规模CPU/GPU并行，瞬态计算效率高，可帮助

用户快速解决瞬态空气动力学仿真问题。

行业应用

快速前处理

自动物体识别

界面和全能脚本模式

高效的CPU和GPU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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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制造过程工艺仿真软件 TF-ShipL

       TF-ShipL是一套适用于吊装过程仿真、评估的仿

真软件系统。该软件具有三维显示、动态仿真、有限元

分析等功能，能够设置龙门吊吊车、吊排、吊环、吊绳

的连接和运动，模拟出船体分段模型在整个吊装过程中

的位置和姿态变化，计算吊绳的拉力以及吊绳和船体分

段的接触，计算船体分段的应力分布情况，为船体分段

吊装工作提供预演模拟和力学分析计算，评估吊装方案

的安全性和可行性。符合船舶行业对吊装仿真的功能需

求。

       相对于国外主流软件，TF-ShipL有操作性简单，

网格质量更好，求解器动力学和有限元分析耦合等技

术优势，能更快速响应客户定制开发，软件集成，技

术支持等服务需求。

行业应用

对分段快速建模

吊装任意时刻有限元分析

吊装全过程动力学分析

吊装全过程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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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解决方案

数智平台

设备预测性维护

工艺流程优化

灾害推演、预警、救援

热岛效应、环境污染、噪声

研发 制造 运行 维护

精准映射 分析洞察 智能干预

内部解析能力

模拟推演能力

智慧工厂 智慧城市 智慧能源 智慧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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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仿真平台 TF-ClouDESIGN

数智平台

高性能计算

弹性计算资源

多用户协同

客户轻资产

       基于Web浏览器环境的SaaS应用软件系统。系统采用B/S架构，服务器及仿真计算核心程序部署在云

端。作为通用型云服务平台， 现已嵌入十沣自研的核心计算软件及行业应用软件。下一步将继续扩展/嵌入

其他各类行业应用程序、开源/付费仿真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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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周程管理平台 TF-Pandroid

       TF-Pandroid仿真周程管理平台专注仿真专业特点，深入行业需求，是自适应、灵活扩展的轻量级分布

式的仿真全过程管理平台。

       针对企业在仿真管理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比如数据流失和重用性差、协同效率低下、知识积累和传承困

难、程序各异，没有统一标准，自动化程度低等，TF-Pandroid以产品研发全过程和仿真各学科为横纵交叉

管理，以数字化形式实现设计仿真协同管理，数据驱动流程，实现高效的产品研发。通过不断的数据积累、

知识提炼、数据分析和挖掘，为研发人员的决策提供辅助手段。

       TF-Pandroid平台能实现仿真数据管理、任务管理、流程管理、工具集成、系统集成、数据统计分析、

知识推送、数据挖掘、权限管理等功能。通过TF-Pandroid，您的企业在仿真业务的流程标准化和规范化、

数字化管理、数据协同和分析、知识积累和传承等方面获得显著收益。

仿真业务数字化管理

数据分析和预测

平台自主可控可扩展

流程规范化和自动化

数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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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公众号

十沣科技

扫码访问官网

官网：www.tenfong.cn

邮箱：info@tenfong.cn

电话：0755-86961672

深圳   广州   台州   北京   嘉兴   西安   南昌   南京

十沣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