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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月 13日，e-works CEO黄培、网博会运营总监涂彬、研究员张飘

舞组成认证团队，到访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九龙湖国际企业总部园的南

京天洑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洑软件”）总部，对其智能制造服务能力进

行了现场认证。 

天洑软件董事长张明、副总经理刘国威、产品总监路明标出席了本次认证过

程。天洑软件向 e-works介绍了公司概况及相关服务能力，提供了相关证书与资

质证明，并对核心技术与典型案例进行现场演示和讲解，回答了 e-works认证团

队的提问，同时还对行业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基于上述认证过程，以及 e-works认证团队对天洑软件提供的书面材料进行

系统性研究，e-works数字化企业网出具以下认证报告： 

一、厂商概况 

1、厂商基本情况 

天洑软件成立于 2011年 5月 20日，总部位于南京，在北京、宁波、大连和

日本横滨建立了运营基地。天洑专注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软件的研发，自

主研发了多款行业通用的智能设计、仿真、优化、数据建模软件，并面向重点行

业定制开发了一系列智能研发及智能运维解决方案。 

天洑软件创始人团队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研发和技术团队由多名经验丰富

的清华大学博士构成，拥有软件研发、智能制造、智能设计、智能运维、工程仿

真技术和各行业工程应用的背景。同时，该公司还与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先进技

术和各项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自主工业软件产品和服务。 

2、主要资质 

天洑软件已获得的主要资质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型企业、

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资信等级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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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产权情况 

截止 2021年 10月，天洑软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 5项，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 5项，软件著作权数量达到 34件。 

时间 软件著作权名称 

2021-03 
试验数据管理平台 V1.0 

… 

2019-04 

建筑仿真系统求解器软件 ENVCLOUD Solver V2.0 

人工智能风机设计软件 AIFan V2.0 

… 

2018-12 
人工智能优化设计平台软件 AIPODV2.0 

… 

2018-03 
人工智能泵逆向软件 AIPump ModelingV1.0 

… 

2018-02 

人工智能风机设计软件（AIfan)V1.0.0.0 

天洑人工智能优化设计软件（AIPOD）V1.0.0.0 

… 

2017-09 

人工智能汽轮机设计软件（AISturbine）V1.0 

人工智能后处理软件（AIPoster）V1.0 

… 

… … 

二、解决方案与行业定位 

1、战略与市场布局 

天洑软件专注自主工业软件的研发，着力为用户解决产品研发与运维服务环

节中的难点问题。通过不断打磨自身工业软件产品，天洑软件逐步形成了以流体

仿真、结构仿真、传热仿真、声学仿真、优化分析、智能建模等技术为核心的通

用化产品体系，并面向能源动力、船舶海事、车辆运载、航空航天等行业定制化

开发了智能研发及智能运维解决方案，确立了国内市场地位，解决了制造业在部

分工业软件应用专业领域中实现国产替代的难题。在此基础上，天洑软件也开始

逐步向国际化市场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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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资质及解决方案拓展 

天洑软件成立至今已积累 10 年行业经验，聚合了工程建模仿真优化技术背

景和实际工程应用背景的资深专家，专注于智能热流体仿真、智能结构仿真、智

能优化设计、智能数据建模、智能流动传热拓扑优化设计等各个业务领域。在工

程仿真方面，天洑软件通过自研求解器以及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快运算速度，在

满足精度要求前提下实现了仿真效率的提升，其工业软件产品在操作界面和易用

性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 

目前，天洑软件主要提供叶轮机械、汽车、航空航天、船舶海事等方面的产

品设计、各类性能优化、基于客户体系的二次开发、设计平台定制开发及设计分

析平台体系的搭建等服务。 

3、生态合作伙伴 

天洑软件与国内外多家业内知名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德国大众、

德国奔驰、德国宝马、日本丰田、意大利 R&D 公司、德国 FRIENDSHIP SYSTEMS

公司、英国 Rolls-Royce航空、德国西门子、DNVGL、瑞典 FLOWTECH公司、美国

Hydrocomp 公司、中船重工 702所上海分部等。 

4、典型客户 

天洑软件已服务超百家行业龙头客户，覆盖多个行业与领域，以下是部分典

型客户。 

能源装备行业：国家核电、中广核、国家电投、中国华能、哈电集团、上海

电气、东方电气等。 

船舶与海洋工程行业：中船重工、江南造船、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 

航空航天行业：航空工业、中国航发、中国航天、上海航征等。 

工程机械行业：沈鼓集团、柳工、潍柴、玉柴等。 

军工行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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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整车与零部件行业：中国一汽、一汽丰田、长安汽车等。 

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等。 

高等学府：清华、北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厦大等。 

三、解决方案覆盖范围与服务能力 

1、服务领域及主要能力 

天洑软件的核心服务领域聚集设计创新、仿真优化、智能运维领域，能够提

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涉及的行业包括航空航天、船舶海洋、汽车、电力能源、

流程行业等。 

天洑软件以自主软件代码开发为主，基于部分开源技术，打造了一系列产品

创新数字化领域的自主工业软件产品，其产品具备了可扩展性、稳定性、实用性

等特点，能够不断地持续优化。 

从整体产品解决方案来看，天洑软件解决方案聚焦企业的研发创新阶段和产

品运维阶段，其中包括全参数化设计、结构仿真、流体仿真、拓扑优化等，以及

基于数据建模软件提供设备的预测性智能运维服务。 

 

图 天洑软件一体化解决方案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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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洑自主研发的行业通用软件包括：智能热流体仿真软件 AICFD、智能结构

仿真软件 AIFEM、智能优化软件 AIPOD、智能拓扑优化设计软件 AITOPT、全参数

化建模及优化软件 CAESES、智能数据建模软件 DTEmpower。 

天洑软件提供针对 CAE前后处理开发、专用求解器开发、工业设计平台搭建、

人工智能平台开发、辅助工具开发等软件定制开发服务。 

行业专用软件包括：智能化泵设计软件 AIPump、智能化风机设计软件 AIFan、

智能化叶片设计软件 AIBlade、智能化风场布机软件 AIWind、环境仿真云计算软

件 EnvCloud 等。 

天洑软件产品既能够满足通用应用场景，也基于通用软件产品打造了面向特

定行业领域的定制化产品，形成了设计、仿真优化、运维一体化闭环的行业解决

方案，帮助企业解决在细分领域产品研发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问题。 

2、解决方案特色及优势 

e-works 认为，天洑软件以流体仿真为基础，在参数化设计优化、结构仿真

与拓扑优化方面着力打造的一系列产品具备了实际应用成效，整体解决方案也符

合设计仿真一体化的应用趋势。同时，天洑软件在通用产品研发基础上，通过定

制开发行业专用产品，在解决细分行业领域特定问题上形成了独特的差异化能力，

拥有行业领域的实战应用经验。 

天洑软件旗下的几款自主研发产品在集成性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形成

一站式解决方案来协同解决客户的应用难题。例如，针对电子行业企业，天洑软

件可以提供跌落、散热和优化仿真的集成解决方案来帮助客户解决所有难题，而

无需在多种软件环境下进行切换使用。 

在工程仿真方面，天洑软件通过自研求解器以及采用 AI 智能优化算法加快

运算速度，在满足精度要求前提下，使软件的应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天洑软件相关产品解决方案功能特定如下： 

⚫ 智能热流体仿真软件 

AICFD 是专门针对热流体的智能仿真分析软件，可以对流动及传热的快速智

能仿真。该软件全面涵盖了常用的流体仿真功能，其流动类型包括单相不可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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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单相可压缩流动（支持亚音速、跨音速和超音速流动）、传热、多相流等，

并支持多区域的流动和传热模拟。产品拥有完整的从几何模型到仿真结果的完整

仿真分析流程，软件图形界面友好，内嵌的智能加速算法能够有效提升产品的使

用效率。 

AICFD 通过对流程结构树上的必要参数进行基本设置即可自动完成网格生

成、计算、后处理等复杂的一体化仿真流程和图形化显示，整体操作过程简单易

用，能够满足用户高效进行热流体仿真分析。 

 

图 一键式仿真计算流程 

针对复杂工业流动 AICFD也能够进行精确的仿真分析，例如：叶轮机械和换

热器内的流动和传热仿真。AICFD还提供了多种稳健的数值格式和边界条件以及

常用的物理模型，可以为能源动力、船舶海洋、航空航天和汽车等行业提供通用

化的热流体仿真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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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FD 的核心计算模块的通用性使得它也拥有较宽的应用领域，对于一些专

用领域，通过不断深入的仿真实践应用，在天洑软件研发能力支撑下，其仿真模

块功能还可以进一步得到优化，从而提高仿真的精度和操作的便捷性。 

⚫ 智能结构仿真软件 

AIFEM 是天洑软件推出的一款智能结构仿真软件，其功能完善，提供了工业

设计和工程仿真中常用的有限元分析功能，可以进行固体力学、结构力学、传热

和电磁计算分析；针对多物理场耦合分析领域，还提供颤振、阵风响应和静气弹

等计算功能。 

在软件使用方面，AIFEM整体操作还是遵循设计仿真用户操作习惯，在同一

界面下即可完成仿真工作流程，即几何导入、网格划分、求解设定到后处理可视

化的功能，用户只需对必要参数进行基本设置即可自动完成整个仿真过程。 

该软件的整体操作过程对设计人员也很友好，也便于企业设计人员学习使用，

有助于工业企业建立设计、仿真和优化相结合的一体化流程，提高产品的研发效

率。 

另外，AIFEM可以实现基于数值仿真计算、参数敏感性分析和数值试验数据

库的产品数字化模型，拥有数字孪生和数据驱动的实践应用能力。 

⚫ 智能优化软件 

AIPOD是由天洑软件自主研发的智能优化软件。通过集成智能优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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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Bullet，专门针对工业设计领域数值模拟计算成本高等痛点而设计。 

 

准确的数据模型基础是仿真优化精度的必要保障，AIPOD建模工具箱可以一

键导入天洑智能数据建模软件 DTEmpower 建立的模型，用于计算流程的建模。利

用该功能，用户可以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实现仿真驱动和数据驱动相结合的优

化设计。 

⚫ 智能拓扑优化设计软件 

AITOPT 是天洑软件自主研发的智能拓扑优化设计软件，它通过结合伴随方

法、CFD求解器以及拓扑优化理论来实现对工业产品的多目标优化设计。在产品

设计的初期阶段，用户能够快速地进行拓扑优化设计，可以实现降低管道流动压

力损失、优化出口流动均匀性、提升散热器和换热器性能等多种优化目标；在产

品的详细设计阶段，用户能够快速进行形状优化设计，可以实现降低运输装备的

阻力系数、提升旋转机械产品性能等优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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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OPT 软件可以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能源电力、流体机械等工业领

域。用来实现工业产品的多目标优化设计，也拥有较多独特的客户应用实践案例。

针对结构、流体、热力学、声学或多物理场耦合问题，都可以帮助设计师开拓出

全新的优化设计思路，在产品创新过程中颠覆以往的设计方案。 

⚫ 全参数化建模及优化软件 

全参数化建模软件 CAESES 是由天洑软件与德国 FRIENDSHIP SYSTEMS 公司

合作研发。CAESES在几何建模方面，所有的坐标、尺寸都是参数化的，易于进行

模型修改。CAESES 通过简化构造复杂几何模型的参数，使用户可以对模型进行

简单灵活的设计修改。 

另外，CAESES自带全参数化建模工具和优化工具，可以实现从建模、仿真到

优化自动化流程的无缝衔接，具有完备的网格工具/仿真求解器连接接口，非常

容易实现从建模、仿真到优化的自动化流程。 

 

针对特定行业，天洑软件能够以 CAESES 作为前端设计修改工具，并结合

AICFD/AIFEM、AIPOD 仿真优化和 DTEmpower 数据建模软件，打造设计、仿真与

运维一体化平台，实现产品设计的闭环迭代优化，实现仿真驱动设计，最终帮助

用户形成最佳设计方案。目前已经取得实践应用成效的一体化平台产品有

AIShip、AITurbo等。 

CAESES 打通了从设计建模到仿真求解器(网格划分)的联结，可以实现模型

变形过程中仿真接口的稳定性，例如模型的关键信息（面、节点）在变形过程中

不会被破坏，可以被仿真求解器精准识别，从而保证了优化设计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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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数据建模 

DTEmpower 是由天洑软件研发的智能数据建模软件，包括数据建模、模型和

知识管理平台、模型驱动平台、基于模型的优化平台等多套软件，可同时服务于

工业设计和工业运维的多种场景，包括快速评估、优化设计、智能预警、运行优

化等。 

 

图 DTEmpower 丰富的算法 

DTEmpower 提供了图形化的数据建模流程搭建功能，所有的数据及模型操作，

均以工具箱中模块的形式提供，只需通过简单的节点拖拽与节点连接即可完成复

杂的数据建模流程的构建。同时，工具箱中还提供有大量算法，其中模型训练算

法包括，AIAgent、MLP、AdaBoost等数十种算法，所有这些训练算法都应用了天

洑自主研发的超参学习引擎 TFAutoML，实现超参自动寻优。 

⚫ 智能运维 

在运维端，天洑软件通过数据、专家和仿真融合，打造了智能监盘系统、设

备智能预警与故障诊断系统、运行管理指挥舱、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碳综

合管理平台等运维产品等智能运维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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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挖掘数据价值，并

将数据建模、专家建模、仿真建模相融合，打造多信息融合的数字孪生模型，能

够帮助企业对核心装备建立智能化预测性运维服务体系。  

天洑工业 AI 运维主要面向火电、水电、核电、风电、煤矿、水泥、化工、

钢铁等重资产流程行业，可以提供数据建模、机理建模、仿真建模、专家诊断、

动平衡试验、技术培训等多项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 

  

四、实施与服务 

1、咨询服务能力 

天洑软件具备叶轮机械、船舶海事、汽车、航空航天等行业的分析及优化产

品的开发、咨询和实施服务能力，能够帮助制造企业提升产品研发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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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服务能力 

天洑软件研发部可根据叶轮机械、船舶海事、汽车、航空航天等行业的客户

需求，提供软件系统定制开发服务，包括 CAE 前后处理开发、专用求解器开发、

工业设计平台搭建、人工智能平台开发等，为客户量身打造合适的工作平台。 

3、项目执行与管控 

天洑在项目执行中会秉承为客户负责的理念，贯彻快速、果断、准确、周到、

彻底的宗旨。从项目立项到软件的后期培训使用，直至最后验收，每一环严格按

既定标准执行，并且沟通机制透明。 

4、实施方法论 

天洑软件在项目实施时能确保及时、高效、统一、成功。基于每个用户的需

求都是独特与重要的理念，天洑软件都会与客户在一起磋商如何实施，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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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所采用的方法都是灵活可调的。明确了每个时间节点的任务重心与下

一步的方向。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开发便捷、实用、快速的工具软件，针对各类产

品在设计、分析、优化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繁琐、耗时的问题及手工操作复杂的

工作，提供一整套工具包。为客户在实际工作中大大减轻了繁琐的工作量，使得

客户能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中。 

五、客户证言 

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成立于 1962 年，总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功

能区地块，占地总面积近 230亩，是我国最大的交通运输及航运综合技术研究开

发基地。自成立以来，坚持“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理念，长期从事国内交通

运输和造船行业的共性技术、前瞻性技术的开发研究，为促进行业科技进步做出

了积极贡献。经过 50 多年的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专业特色的主营业务和研究

开发领域；拥有包括船舶运输控制系统国家工程中心和航运技术与安全国家重点

实验室在内的一流研发实验基地及先进的科研实验手段；在船舶系统工程、船舶

水动力及海事技术试验研究、环境工程、智能交通系统、交通与航运信息化等领

域，研发及技术服务水平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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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洑软件为客户打造的“基于数据驱动的船型智能设计优化平台”，通过集

成船型设计专家经验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船型性能预报及优化引擎，

按船型的数字化表达、船型样本数据集构建、数字孪生模型构建、船型几何特征

自动识别及性能评估、智能优化平台五大步骤进行项目实施。研发和实施期间主

要使用天洑 AICFD、DTEmpower、CAESES作为核心工具，为项目设计与优化赋能。 

“本次打造的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固化了我所既有专家设计流程与经验，

为我们实现知识资产化提供了良好的数字化平台基础；为我所科研人员及用户构

建的数据模型递进式改善提供了富有针对性的采样手段，降低了高精度代理模型

构建的成本；加速改善既有设计流程，也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可持续改善的技

术路径指导；天洑软件的使用大大提升我所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产品方案迭代的

效率。实现减弱对国外工业优化软件(HEEDS、Isight)等依赖程度。” 

——上海船研所项目负责人 

六、认证结论 

经过对天洑软件的产品、技术与服务能力的调研，e-works认为，该公司拥

有拓扑优化设计、全参数化设计、结构仿真、流体仿真、多学科优化、数据建模

等领域技术产品与服务能力，能够解决企业在设计、仿真、优化与智能运维领域

中所遇到的复杂问题。天洑软件具备较强的自主开发能力，能够面向能源动力、

船舶海事、车辆运载、航空航天等用户量身打造设计仿真一体化平台，为用户解

决特定的工程实践问题。同时，可以面向能源动力、石化、矿产和钢铁等重资产

流程行业企业提供数字孪生建模工具和平台，提升装备运营的综合管理能力。 

特此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