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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Virtual.Lab
使虚拟仿真变得真实

LMS Virtual.Lab™软件是一个集成的CAE软件分析平台，
应用于机械系统的仿真设计和性能优化，如噪声、振
动、系统动力学和疲劳。
 
使用LMS Virtual.Lab，工程师能够快速建立精确的模型
并对其真实性能准确地进行仿真，评估各种设计方案，
实现在物理样机制造之前优化产品设计。
 
设计出正确的产品
• 仿真产品真实特性
• 实现产品性能之间的平衡
• 深入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
 
加快产品开发流程 
• 加速模型的创建
• 自动化的仿真流程
• 试验与仿真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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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作出声学工程设计决策

如今，快节奏的产品设计要求在产品开发周期中尽早做
出决策。在声学设计中，这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
识别系统中导致噪声的关键区域还是在保证噪声达标的
情况下精确定位可减轻重量的区域，工程师都需要灵活
而准确的工具来做出正确的设计决策。
 
无原型的声学设计

LMS Virtual.Lab™ Acoustics软件既适用于内场声学和又
适用于外场声学，该软件可以让用户在不创建物理样机
的情况下检查声学的各个方面，在系统级别提高声品质
并最大限度降低噪声。这在现代产品开发周期中至关重
要。

LMS Virtual.Lab Acoustics
用于早期声学工程设计的三维振动声学仿真

建模、分析和细化

LMS Virtual.Lab Acoustics为工程师提供对内部声品质进
行建模、分析和细化所需的一切工具。此声学工具可进
行扩展，适用于设计各种与客车、卡车、工程机械和列
车相关的声学问题。例如，工程师可以在设计阶段开始
着手解决整个发动机和变速器的声学辐射问题。
 
使用基于试验技术的载荷识别或多体动力学分析所确定
的载荷，LMS Virtual.Lab Acoustics可满足大多数工况所
需的精度。声学工程师可以研究轻量型部件(如消声器和
进气口)由机械和声学载荷导致的小孔噪声和壳体噪声。
用户还可以研究和优化各种声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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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模板模型 – 内部和外场声学辐射

LMS Virtual.Lab Acoustics能够对封闭腔(例如车辆、驾驶
舱和管路系统)内部的噪声进行仿真。用户可以分析外部
噪声辐射或外部散射噪声，例如车辆通过噪声或外部飞
机噪声。

高级、高效且精确的BEM(边界元)和FEM(有限元)求解器

最新声学求解器可以更快处理更多更复杂的模型。这包
括具有多达数百万节点并在PC或高性能计算(HPC)群集上
求解的BEM(边界元)模型和具有多达5千万个单元的FEM(
有限元)模型。

一流的技术

工程师需要依靠正确的技术类型和组合保证工作达到预
期精度等级。LMS Virtual.Lab Acoustics涵盖ATV(声学传
递向量技术)、AML(自动匹配层技术)、SEA(统计能量法)
、流体声学、声线法、随机声振以及非耦合到完全耦合
声学问题。

端到端流程支持

高度自动化的 LMS Virtual.Lab Acoustics包括三个基本步
骤：预处理/网格划分、求解和后处理。为了简化CAE流
程，LMS Virtual.Lab Acoustics采用了包含外部结构有限
元和CFD软件以及电磁仿真工具的接口。

亮点

• 完整的音频范围：20 Hz - 20 k Hz
• 高级BEM(边界元)求解器：间接边界元、直接边界

元、快速多极边界元、H-matrix边界元、Padé扩展和
时域边界元、完全耦合和弱耦合分析

• 高级FEM(有限元)解算器：自适应阶序方案、迭代式
Krylov子空间解算器、基于MUMPS的直接解算器、用
于完全耦合和弱耦合分析的PARDISO解算器

• AML(自动匹配层)：用于超大型FEM(有限元)噪声辐射
问题的新一代PML(完全匹配层)

快速、准确地评估通过面板的声音传
播。在保持噪声性能的同时降低面板重
量。

通过LMS Virtual.Lab声线法设计汽车内
场的声学系统以获得更高的声品质。

快速自动运行数百个进气口设计，并确
定最佳设计以实现最低的噪声辐射。

通过仿真评估声品质并优化电机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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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Virtual.Lab™ Noise and Vibration软件可帮助从部
件级到系统级分析、细化和优化所开发系统的噪声和振
动。LMS Virtual.Lab™ Correlation软件可以帮助工程师
验证并进一步改进仿真模型。
 
LMS Virtual.Lab整合了必要的工具，可创建系统级测试-
仿真混合模型，构建真实的载荷工况并对噪声和振动响
应进行仿真。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可视化和分析工具，可
用于探索噪声和振动性能并准确找出最关键的影响因
素。友好的用户工具可以让工程师快速执行设计修改并
在数分钟之内评估对噪声和振动性能的影响。

LMS Virtual.Lab Noise and Vibration 
LMS Virtual.Lab Correlation
系统级模型验证与振动噪声预测

LMS Virtual.Lab Noise and Vibration和LMS Virtual.Lab 
Correlation支持对标准有限元和测试数据的直接存取，
包括向LMS Test.Lab™软件进行导出的特有功能。它允许
将有限元模型与测试数据进行快速比较和验证，并识别
可能的建模错误以便系统化地改进现有的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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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NVH结构求解器

NVH产品组合中包括的有限元求解器支持NVH混合式工
程设计流程。测试部件(例如来自LMS Test.Lab)可以耦
合到基于有限元的部件，通过新集成的NVH有限元求解
器进行计算。此求解器中支持的单元库很全面，包括一
维、二维和三维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由各向同性材料、
正交异性材料、各向异性材料、分层材料和复合材料组
成。
 
系统级 NVH 中的运动连接器

NVH模块允许耦合由模态、传递函数、有限元或测试表
征的各个部件的动力学性能。这些部件之间的耦合连接
属性得到了扩展，除了现有的柔性和刚性连接器外，还
包括运动连接器。因此，系统级传递函数或系统级模态
可以通过集成的传函综合或模态综合求解器高效进行计
算，其中的子系统由运动连接器进行耦合。
 
亮点

• 基于高效的系统级NVH求解器(基于传函或基于模态)
，针对路噪和发动机噪声评估整个车辆的NVH性能

• 激励类型多种多样(如发动机升速或路面测试数据)
• 使用集成式振动响应求解器(基于传函或基于模态)快

速获取完全运行条件下的响应
• 进行详细的贡献分析以查明NVH问题的原因
• 使用快速修改预测工具在几分钟之内分析设计修改对

NVH性能的影响
• 使用集成式实验设计和优化工具优化已装配系统的

NVH性能，例如悬置优化、部件优化等

发动机不平衡噪声预测。

硬盘驱动器系统的传递路径分析。

有限元模型验证。

整车NVH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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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Virtual.Lab™ Motion软件是一种高效并且高度集成
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构建多体模型以便对复杂机电系统
设计的全动态行为进行精确的仿真。
 
LMS Virtual.Lab可以让用户从头开始轻松创建精确的系
统模型。用户还可以选择从任何行业标准CAD系统导入
模型的几何体。LMS Virtual.Lab Motion应用力和运动对
新设计的实际操作特性进行仿真，通过高效仿真方案将
机电(液压、电子、气动等)考虑在内。
 
依托30多年经过验证的解算器技术，得到的仿真可以提
供精确的输入数据以便优化设计的动力学性能。得到的

LMS Virtual.Lab Motion
三维优化机电系统的真实性能

载荷也可用于结构分析以及疲劳耐久性、噪声和振动分
析。
 
借助于集成式或外部线性和非线性有限元解算器，可以
对各个部件的柔性进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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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riving Dynamics GUI创建的模
型。

反铲臂的协同仿真。

起落架的柔性体建模。

LMS Virtual.Lab Composer。

用于模板驱动型仿真的自定义应用程序

LMS Virtual.Lab Composer允许创建和轻松自定义
行 业 特 定 的 应 用 程 序 ， 从 而 简 化 从 读 取 输 入 数 据
到 解 算 不 同 变 型 直 至 后 处 理 的 仿 真 流 程 。 应 用 程
序 是 使 用 模 板 模 型 库 构 造 的 ， 而 这 些 模 板 模 型 通
常是在LMS Virtual.Lab Motion中由多体专家构建
的。LMS Virtual.Lab Composer支持拖放式GUI创
建，从而实现自定义最终用户应用程序的快速设计。 

用于高效车辆仿真的Driving Dynamics GUI

构建于LMS Virtual.Lab Composer框架上的Driving 
Dynamics GUI为车辆动力学分析提供专门的界面。它允
许对平台设计进行车辆选择、填充、解算和后处理。此
应用程序还可帮助用户优化车辆子系统(悬架、转向、传
动系统)以提高行驶动力学性能。此外，它还可根据内部
流程和仿真要求轻松进行自定义和定制。
 
机电子系统的无缝集成

需要比以往更精确、更高效地对不同子系统(可能会独立
正常工作)之间的复杂交互进行仿真，以保证集成的最终
产品将会正常工作。LMS Virtual.Lab为LMS Imagine.Lab  
Amesim™软件(通常用于液压、气动或电气子系统建模)和 
Simulink®环境(用于控制器)提供协同仿真接口。
 
亮点

• 使用精确的多体模型进行HIL控制器测试 
• 通过协同仿真实现非线性柔性体的精确仿真
• 对钢板弹簧精确建模以便正确考虑簧片的几何形状、

质量属性和摩擦
• 用缩聚刚度矩阵替换飞机机身的全有限元模型以改进

计算性能
• 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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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Virtual.Lab™ Durability软件为从头开始设计轻量
型、可靠且耐疲劳的产品提供了一种集成解决方案。它
可预测部件和整个系统的疲劳热点。此功能对于在开发
过程早期做出正确设计决策具有极高价值。 
 
LMS Virtual.Lab Durability提供有关关键疲劳区域和疲劳
问题根源的直接反馈。这种直接洞察力能够让工程设计
团队在比以往更短的开发周期内验证更多涉及疲劳寿命
的设计变型。
 
LMS Virtual.Lab Durability提供一种最完整、最精确的方
法，用以评估缝焊疲劳和点焊疲劳。也可以在考虑到生
产流程影响的情况下分析轻量级材料，例如复合材料。
此外，用户可以整合温度和蠕变等因素。

LMS Virtual.Lab Durability
针对最佳疲劳耐久性能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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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缝焊疲劳寿命预测。

精确点焊疲劳寿命预测。

高温度变化的影响。

用于疲劳耐久性仿真的高精度解算器。

确保可靠的连接：更精确、更快速的缝焊仿真

LMS Virtual.Lab Durability提供一种增强的工具，用于在
有限元网格中自动识别典型缝焊拓扑。这样，工程师不
再需要乏味地对每个缝焊连接进行手动建模，而且显著
提高了大型焊接装配体的建模速度。

从结构应力到缺口应力方法中最广为接受的方法可以直
接应用于检测到的焊缝，无需修改有限元网格划分。
缺口中的尺寸效应可以由新的有效应力概念进行解释。
这将适用范围从极薄板材(<1mm)拓宽到了极厚板材
(>100mm)。
 
壳体单元缝焊技术向实体单元网格的扩展使得用户能够
分析缺口应力而无需在有限元网格中对缺口建模。这使
得不同行业的工程师可以更方便地进行精确的焊缝疲劳
分析。

更轻便且耐用的设计：短纤维复合材料的疲劳

通过将LMS Virtual.Lab疲劳方法与e-Xstream Digimat™(
对短纤维复合材料等进行建模的软件解决方案)相结合，
可以对短纤维复合结构进行精确仿真。

亮点

• 通过插入多条SN曲线考虑平均应力影响
• 通过允许疲劳测试计划的多个载荷事件同时运行，轻

松完成认证申请
• 支持Abaqus紧固件点焊网格
• 以快速、精确方式包括蠕变和热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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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Virtual.Lab™ Structures软件为结构建模和分析提
供了可扩展的解决方案，集成了高级模型创建和管理工
具，可以通过非常高效的方式生成部件、子系统和系统
级的模型。为节省时间和成本，该软件经过了专门设
计，具有通用性。
 
LMS Virtual.Lab Structures通过将模型创建单元集成到单
一的平台，为部件级、子系统级和整车级的分析提供了
一种集成解决方案，提高了仿真分析的效率。
 
该解决方案可以轻松融入到用户的现有体系架构之中。
它可与Nastran™、Abaqus™、LS-Dyna™、Radioss™和
Madymo™等行业标准求解器结合以进行线性、非线性、
碰撞和安全性分析。

LMS Virtual.Lab Structures
通用的多求解器前后处理与建模工具

LMS Virtual.Lab Structures非常灵活，不仅支持传统的
基于网格的分析，还支持基于CAD的分析，大大降低了
数据转换的工作量。通用装配体和统一建模、全过程关
联、端到端集成、支持基于CAD和/或网格的方案以及流
程自动化功能是实现工程师工作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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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切割功能。

LMS Virtual.Lab碰撞预处理。

焊点的自动检测。

点焊耐用性后处理。

更快、更方便的模型装配方案

通用装配解决方案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装配质量并能够更
快地修改连接问题，例如通过交互的方式重新定义用于
点焊的几何位置。此外，结构分析模块提供了大量模型
修改和清理工具，如可快速从一个整车的碰撞模型生成
其他模型，用于正面、后面和侧面的碰撞分析。

高性能、可重用的碰撞模型

对于性能和碰撞可用性的重视，尤其是在截面定义、时
间步处理、干涉检查以及模型检查等方面，通常是快
速、精确创建模型的关键。

统一的疲劳模型建模

网格重构功能可根据初步分析结果提高疲劳分析模型的
质量。在需要细化网格的地方，可以生成更高质量的焊
接单元网格。同时通过与Ansa™的集成，可以实现智能
化的单元指向性重构、转换区域选择以及网格质量控制
等功能。

亮点

• 支持Nastran振动-声学求解器，可实现面板贡献量分
析、模态贡献量分析和网格贡献量分析等功能

• 支持Nastran SOL200求解器的前后处理
• 更新了与ABAQUS的接口，可以支持非平整结果，支

持从结果文件中导入点焊的定义，以及从导入的模型
中自动识别ABAQUS的点焊单元

• 升级了与Ansa™的接口，完善了网格重构(如提高点焊
单元质量)的功能

• 完善了与RADIOSS前处理的接口，增加了对复合材
料、预紧弹簧、运动型连接和螺栓连接的支持

• 增加了特征树浏览器、自动化处理的质量检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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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Virtual.Lab LMS Samtech解决方案

LMS Imagine.Lab

LMS Test.Lab

CAD 
设计 控制系统

系统集成 系统数据管理 多物理建模

试验室测试 便携式测试

数据采集系统

LMS SCADAS

独特的产品系列：从软件平台
到工程咨询服务
为了集成不同的软件工具，用户不得不开发专门的接口以进行数据转换，这一转换
中数据容易出错，这使得许多原来每个独立工具所具有的优势都丧失了。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LMS主要的应用平台都开发了一致的用户界面和数据模型，这样就能够
保证多种不同应用模块具有共同的基础平台。基于这种模式，这些应用模型都封装
在同一平台下，使用户可以以最经济的方式获得最大的灵活性。

• 结构完整性
• 系统动力学
• 车辆动力学
• 舒适性
• 噪声与振动
• 声音品质
• 疲劳耐久性

• 安全性
• 平顺性及操稳性
• 能量管理
• 燃油经济性及排放
• 流体
• 电子机械系统 
• 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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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工程咨询服务

LMS工程师与客户并肩工作，共同致力于优化产品设计，解决各种严峻的工程问题，确
保产品成功投放，避免昂贵的维修甚至召回问题。LMS工程团队拥有丰富的关键性能属
性开发的经验及技术，可以帮助客户提高竞争优势。

LMS客户服务 

LMS为客户提供支持，帮助客户的工程师理解硬件和软件的功能并掌握相关工程应用。
我们提供的丰富多样的培训、技术研讨会和现场服务，帮助客户的技术人员更好地掌握
软件使用和系统知识。LMS提供全面的专业服务项目，包括全面的安装管理、现场培训
和支持及知识传授。

三维系统仿真：LMS Virtual.Lab软件平台&LMS Samtech求解器

LMS Virtual.Lab提供一套集成化的软件平台，用以仿真和优化机械系统的品质属性，包
括结构完整性、振动、噪声、耐久性、系统动力学特性、操稳性、多体动力学等。通过
集成SAMCEF线性和非线性的仿真能力，LMS Virtual.Lab可以更好地支持混合仿真工程，
在仿真架构中使用试验数据，反之亦然。

机电一体化系统仿真：LMS Imagine.Lab仿真平台

LMS Imagine.Lab Amesim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维仿真平台，可对多领域智能系统进行
建模和分析，并预测其多学科专业的耦合性能。模型的元件由解析模型表示，描述了系
统的液压、气动、电子、机械性能。用户只需将来自各个经过验证的应用库中预先定义
好的元件模型组装起来，即可创建基于物理学的系统模型。通过这种多属性系统集成方
法，LMS Imagine.Lab Amesim可以早在获得详细的CAD几何模型前，精确地仿真智能系
统性能。

基于测试的工程分析：LMS Test.Lab平台

LMS Test.Lab是基于试验的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旋转机械、结构和声学试验、环境试
验、振动控制、电子报告生成以及数据共享。LMS Test.Lab具有统一的接口以及在不同应
用之间的无缝数据共享，使用方便，快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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