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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借助面向设计、仿真和制造的高性能集成解决方案，实现整个产品开发过程的转型

业界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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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PLM Software 的产品开发解决方
案 NX™ 提供了您所需要的高性能和领先
的技术，使您可以控制复杂性并参与全球

竞争。

NX 支持产品开发中从概念设计到工程和
制造的各个方面，为您提供了一套集成的

工具集，用于协调不同学科、保持数据完

整性和设计意图以及简化整个流程。

借助应用领域最广泛、功能最强大的最佳

集成式应用程序套件，NX 可大幅提升生
产效率，以帮助您制定更明智的决策并更

快、更高效地提供更好的产品。

除了用于计算机辅助设计、工程和制造 
(CAD/CAM/CAE) 的工具集以外，NX 还支
持在设计师、工程师和更广泛的组织之间

进行协同，为此，它提供了集成式数据管

理、流程自动化、决策支持以及其他有助

于优化开发流程的工具。

全球众多企业都在努力实现 NX 产品开发
解决方案的独特优势。您可以利用我们

的解决方案取得短期和长期的业务成果， 
因为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您实现以下 
目标：

实现产品开发过程转型，这样，您就可以

更明智地工作而不必蛮干，从而提高工作

效率，以提高创新速度并充分利用市场 
商机。

更快制定更明智的决策，为此，我们提供

了最新产品信息和分析功能来更好地解决

工程、设计和制造问题。

“在第一时间”开发产品，为此，将使用

虚拟模型和仿真来精确地评估产品性能和

可制造性，并持续验证设计是否符合行业、

企业和客户要求。

与合作伙伴和供应商有效地协同，在整个

价值链中采用各种技术来共享、沟通和保

护产品与制造流程信息。

支持从概念到制造的整个开发流程，借助

全面的集成式工具集来简化整个流程，在

设计师、产品和制造工程师之间无缝共享

数据以实现更大的创新。

NX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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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X 非常强大。它为我们提供
了在设计和制造的不同阶段之
间无缝移动的工具，并且将整
个周期整合起来。”

Ivor McDonnell 
高级机械工程师
莱斯特大学
空间研究中心

“ 采用  NX 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
优势。它可支持开发流程早期
的决策，在单个环境中为我们
提供从概念到生产的整个流程
所需的工具，避免了冗长的修
订循环。它可使我们能够及时、
有序地履行设计责任。”

Andrew Fayle
设计师

The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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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功能 
没有其他任何解决方案能够提供更全

面、更强大的产品开发工具集。NX 提
供了：

• 面向概念设计、三维建模和文档的高
级解决方案

• 面向结构、运动、热学、流体、多物
理场和优化等应用领域的多学科仿真

• 面向工装、加工和质量检测的完整零
件制造解决方案

完全集成的产品开发

NX 将面向各种开发任务的工具集成到
一个统一解决方案中。所有技术领域均

可同步使用相同的产品模型数据。借助

无缝集成，您可以在所有开发部门之间

快速传播信息和流程变更。

NX 利用 Teamcenter® 软件（Siemens 
PLM Software 推出的一款的协同产品
开发管理 (cPDM) 解决方案）来建立单
一的产品和流程知识源，以协调开发工

作的各个阶段，实现流程标准化，加快

决策过程。

卓越的工作效率

NX 使用高性能工具和尖端技术来解决
极其复杂的问题。NX 设计工具可轻松
处理复杂几何图形和大型装配体。NX 
中的高级仿真功能可处理要求最为苛刻

的 CAE 难题，大幅减少制作实物原型的
数量。借助 NX，还可以充分利用最先
进的工装与加工技术来改进制造工作。

开放式环境

借助 NX 中的开放式体系架构，您可以
在数字化产品开发过程中通过快速整合

其他供应商的解决方案来保护现有 IT 
投资。

实践成果

NX 帮助客户推出了更多新产品；减少
了 30% 以上的开发时间；将设计 —  
分析迭代周期缩短 70% 以上，减少了
多达 90% 的计算机数控 (CNC) 编程 
时间。

NX 的优势

NX 借助面向设计、仿真和制造的高级解决方案提供了统一的产品开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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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产品设计

借助全面的三维产品设计，NX 可以帮助
您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出色的创新和更高

的质量。

借助无与伦比的强大能力、多功能性和灵

活性，NX 可让您的设计团队自由地使用
最高效的方法来处理手头的任务。设计师

可以借助无缝交换功能来选择线框、曲面、

实体参数或直接建模技术。

借助 NX 中的同步建模技术，您在创建和
编辑几何体时能够享受无与伦比的速度和

易用性，甚至使用在其他 CAD 系统上创
建的模型。

NX 包含强大的装配体设计工具，其卓越
的性能和能力使您能够在完整的装配体环

境中进行交互式操作，即使是最复杂的模

型也能胜任。装配体导航、多 CAD 样机、
干涉分析、路径规划和其他工程工具可加

快装配体设计并改善质量。

对于专业化的设计任务，NX 提供了针对
特定流程的建模工具，在钣金设计、焊接

设计以及电气和机械布线方面优于通用 
CAD。

NX 还提供了设计模板，可帮助您加快设
计速度，实现工程流程标准化。您可以基

于现有模型创建模板，进而在新设计中轻

松重用它们。模板中还可以纳入仿真、制

图、验证和其他工程领域的最佳实践。

NX 设计

优势

• 将设计时间缩短 30% 以上 

• 推出更多新产品

• 通过重用提高团队生产效率 

• 无缝处理来自其他 CAD 系统的
数据

• 根据产品诉求验证设计

• 利用可视化分析制定更明智的 
设计决策

“  NX 是我曾经用过的最强大的设计
软件。在建模方面集成了实体模型、
装配体以及各种其他功能，这可以
产生更好的效果。”

Chad Schwartz
首席设计工程师

Wright Medic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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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式工业设计

借助高级自由曲面建模、形状分析、渲染

和可视化工具，NX 能够交付专用工业设
计系统的全部功能，还可提供与 NX 设计、
仿真和制造功能的完整集成。

利用 NX 自由曲面建模，您能够通过创造
性的方式快速而灵活地探索备选设计概

念。通用的集成工具箱将二维、三维、曲

线、曲面、实体、参数和同步建模结合在

一起，有助于轻松快速地创建和编辑形状。

您可以在基本形状的基础上轻松地进行构

造，或通过逆向工程来参照实物对象创建

概念模型。

NX 的形状分析和验证工具有助于确保设
计的完整性、质量和可制造性。

机电设计

NX 将机械、电子和电气设计与流程集成到
一个统一的机电产品设计解决方案中。

从印刷电路板设计到机械封装、电气配线

和线缆设计，NX 提供了各种工具来支持不
同部门之间的协同。机械、电子和控制系

统设计师可以使用并行流程来提供高质量

产品。

为了优化产品性能，NX 包含多个仿真解决
方案，能够解决导致机电产品故障的所有

主要原因。

优势

• 优化外形、拟合与功能

• 更快地创建自由曲面形状和 
优化概念

• 从概念直至生产始终保持设计
意图

• 实现机械与电气学科和流程的
集成

• 改善 ECAD/MCAD 信息交换

• 借助并行开发流程加快开发速
度和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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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和文档记录

NX 包括用于二维设计、布局、制图、注
释和文档记录的各种强大功能。

您可以利用针对二维和混合式二维 /三维
工作流程的高效工具快速有效地创建二维

布局和工程图纸。内置制图标准可确保您

的图纸符合国家 /地区和国际制图标准。

借助 NX，您可以在 CAD 模型上添加三维
注释，从而对设计进行完整记录。您可以

在制图、验证、制造和其他应用领域中重

用产品和制造信息。

可视化分析和验证

借助 NX 中的可视化产品分析和设计验证
工具，您可以快速整合信息、检查设计是

否符合需求和制定更明智的决策。

NX 可将关键产品、业务和计划信息纳入
三维设计。借助精确描述的可视化报告，

您可以随时回答有关项目状态、设计变更、

团队职责、问题、成本、供应商和其他属

性的疑问。

NX 中的自动化验证功能可持续监控您的
设计是否符合标准和需求。NX 验证检查
有助于确保产品质量、减少误差以及优化

性能和可制造性。

优势

• 加快图纸的创建和维护

• 确保图纸准确且符合标准

• 借助三维注释提高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

• 借助关键信息的可视化报告增强
设计

• 快速、准确地解释数据

• 改进决策

• 自动监控设计以保证其符合标准
和要求

“ 我们没有任何形状限制，这对于设
计师来说非常重要。不必因工具
的限制而削足适履修改设计。我们
可以直观地呈现最终产品可能的样
式，并让参与开发过程的所有团
队（从市场营销到制造）对其进行 
验证。”

Mathias Allély
公司创始人

Key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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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重用功能

借助 NX，您可以通过重用实现更高的成
本削减目标，而且即使上市截止日期较

早，您也能如期完成。NX 可帮助您获取、 
管理、查找和重用广泛的设计信息。

内置的资源库可以集中存放模型、模板、

标准零件、功能和其他设计元素。设计师

可以快速查找所需的对象，然后使用简单

的拖放技术将其拖放至新设计中。

NX 还集成了 Teamcenter 和 Geolus® Search  
软件以快速查找和重用 3D 数据。设计师
可以浏览分类层次结构，并通过属性或形

状搜索可重用的设计信息。

设计生产力工具

NX 支持在设计中使用各种工具和技术，帮
助您在产品开发中最大限度地提高速度、

生产力和效率。

沟通、协同和数据交换功能可帮助您与客

户和供应商共享产品信息，即使他们使用

不同 CAD 系统也无妨。

NX 还提供了 NX Open 编程和客制化工具，
这有助于扩展和定制 NX 软件功能，从而
满足您的特定需求。

迁移至 NX 时，您可以使用可靠的内迁移
工具来快速高效地利用自己在原有产品数

据上的投资，同时减少重用来自其他系统

的信息所需的时间、工作量和风险。

优势

• 快速而轻松地获取、管理、 
查找和重用设计信息

• 大幅缩短开发时间、降低成本
和减少工作量

• 缩短产品变型的上市时间

• 与合作伙伴、客户和供应商轻
松地沟通和协同

• 借助编程和客制化自动执行流
程和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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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智的工程决策

如今，公司都希望通过使用仿真来评估不

同的备选设计方案、进行实验和加深对产

品性能的了解，以便加快创新速度。但是，

一些公司并没有能力发挥其仿真投资的全

部潜力，因为仿真与主要的产品开发之间

仍然缺乏联系。借助 NX 全面的仿真工具
集，您可以更早地将性能仿真集成到开发

流程中，这样就能够研究更多的设计选项，

作出更明智的产品决策。

一种现代 CAE 环境
NX CAE 是一种现代的多学科环境，其面
向的人群包括高级分析师、工作组和设计

师。他们需要及时提供高质量的性能分析

以推动作出更明智的产品决策。与无关联

的单学科 CAE 工具不同，NX CAE 将一流
的分析建模与用于结构分析、热分析、流

体分析、运动分析、多物理场分析和优

化分析的仿真解决方案集成到一个环境

中。它还可以将仿真数据管理无缝集成到

一个分析师工作流程中，因此不会再丢失

某些隐蔽的硬盘驱动器中的信息。最后，

NX CAE 可以让公司将仿真扩展到设计社
区，并且加强分析师和设计师之间的协同， 
从而实现仿真驱动型设计。

NX 仿真

优势

• 将模型准备时间缩短 70% 

• 缩短设计 — 分析迭代周期

• 通过获取和重用 CAE 最佳实践来
提高团队生产效率

• 跨多个部门评估设计的取舍权衡

• 根据产品诉求验证和跟踪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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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分析建模

NX CAE 可大幅减少工程师花在准备仿真
模型上的时间。它可以提供进行高端分析

所需的所有高级网格划分功能、边界条件

和解算器接口。但是与所有其他前处理器

相比，NX CAE 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有卓
越的几何体基础，包括支持直观地直接编

辑几何体的同步建模技术。结合用于设

计几何体关联性的分析模型，这意味着分

析模型可立即更新为最新设计变型，几乎

无需分析师进行任何返工。与传统有限元 
(FE) 建模工具相比，它能够使建模时间缩
短 70% 之多，主要原因在于它将强大的几
何体引擎与强健的分析建模命令紧密集成

在一起。

多学科仿真和优化

NX CAE 可通过单个高级仿真环境提供广
泛而深入的分析功能。提供的仿真解决方

案涵盖结构分析、热分析、流体分析、运

动分析、优化分析和多物理场分析。集成

所有这些解决方案的好处在于，工程部门

可以在单个平台上实现工具的标准化，这

可以降低培训成本，简化多物理场耦合分

析工作流程。因为所有数据都是内部数据，

所以无需在不同软件工具之间进行易错且

耗时的数据传输。

NX CAE 支持其他知名的解算器，因此您仍
然可以利用现有仿真投资。

优势

• 更快地简化和准备几何体

• 使用同步建模技术快速直观地
直接编辑几何体

• 面向无维度、一维、二维和三
维单元的全面自动和手动网格

划分

• 将分析模型与设计几何体相关
联以便于快速更新

• 支持 Abaqus、ANSYS、MSC 
Nastran 和 LS-Dyna 等第三方解
算器

• 面向结构分析、热分析、流体
分析、运动分析、优化分析和

多物理场分析的仿真解决方案

“ 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三维模型（基
本上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三维模
型），只需在 NX 屏幕上单击一个
按钮，就可以进行应力和应变分
析。单击另一个按钮，我们就可
以进行挠度分析。再单击另一个
按钮，我们将运行流体仿真。因此，
能够将所有这些不同的分析工具
正确集成到我们的三维建模软件
中，这令我们受益匪浅。”

Jeff Albertsen
设计工程师

Adams 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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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级建模和仿真

工程师们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在整个系统

的层面更好地了解产品性能。NX CAE 提
供了能够实现更轻松地执行系统仿真的 
方法。

NX CAE 提供了独特的大型 FE 模型管理方
法。NX CAE 采用多级别层次化结构来高
效地构建和管理大型分析模型装配体，非

常类似于 CAD 装配体的管理方法。这使
得工程师能够通过简单地引用和实例化独

立的有限元组件来快速构建有限元装配 
模型。

对于机电一体化系统，NX CAE 能够对机
械系统和 Matlab/Simulink 中设计的控制
系统进行协同仿真。

仿真数据和过程管理

NX CAE 与 Teamcenter 的仿真过程管理模
块无缝集成。仿真数据管理功能可“安装

即用”，企业可以实施一个完整的 CAE 数
据、过程和工作流程管理环境，将其作为

更广泛的产品开发环境的一部分。这样可

以通过促进现有设计和工程知识的重用来

减少时间浪费。仿真数据管理还实现了仿

真与设计同步，并在数据挖掘、可视化和

报告过程中保持仿真结果随时可供存取。

NX Open（NX 自动化和编程的通用基础）
可用于创建和自动执行客制化 CAE 流程以
提高生产效率。

优势

• 通过独特的多级别方法高效构建
和管理有限元装配体

• 通过并行处理缩短解算时间

• 对机电一体化系统进行仿真

• 仿真数据和过程管理

• 与 Teamcenter 即时集成

• 捕捉并自动执行重复的仿真流程

“ 我们的分析师感到非常兴奋，因为
他们能够使用同步建模技术来移除
模型上的特征并根据需要简化几何
体，以便构建有限元模型、CFD 模
型或热力学模型。”

Nathan Christensen 
高级经理，工程工具与分析

A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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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驱动型设计

事实证明，相对于物理测试，仿真是一个

更具时间效益和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法，能

够在更短的时间期限内考虑更多可供选择

的设计方案。如今，企业纷纷将仿真在设

计流程中的应用时间提前，力求进一步拓

展其使用范围。但是，实施基于仿真的设

计战略存在着一些难题，包括缺少能够与

设计团队同步的工程环境和流程。

NX CAE 有助于加快仿真驱动型设计。由
于 NX CAE 与 NX CAD 基于同一平台，仿
真功能可轻松随设计师的环境和专业水平

进行调整，同时仍能提供可信赖的仿真技

术（与专家级分析人员所用的仿真技术 
相同）。

CAE 愿景和传统
我们的愿景是提供能够在整个产品生命周

期中推动产品性能决策的工程仿真解决 
方案。

为 实 现 此 愿 景，Siemens PLM Software 
依托 40 多年的仿真传统不断进取，现拥
有针对有限元分析的 Nastran、针对集成
式 CAD 和 CAE 的 I-deas 等著名业界品牌。
Siemens PLM Software 继续投资开发高级
仿真技术，现在可以提供 NX CAE 这一现
代仿真环境。

优势

• 专家分析师和设计师使用相同
的可扩展技术 

• 在设计师的 CAD 环境中执行基
本的分析

• 尽早制定更明智的工程设计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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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制造工程系统

NX 在单个 CAM 系统中提供一整套数控 
(NC) 编程功能与一系列集成的制造软
件应用程序。

这些强大的应用程序为零件建模、工装

设计和数控测量编程带来了便利，所有

这一切都以可满足未来需求的成熟 NX 
体系架构为基础。

NX 允许在从零件设计到生产的整个过
程中使用通用三维模型。高级模型编辑、

工装和夹具设计以及零件和数控测量编

程都具有关联性，可轻松快速地实现 
变更。

数据和过程管理 
Teamcenter 提供面向 NX 应用程序的
数据和过程管理。它会以智能方式将每

一条信息联系起来，以形成制造计划。

这可以帮助您避免使用多个数据库、重

用经验证的方法、管理刀具，并将工作

数据包直接连接到车间。

一种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以 CAM 等单一的应用程序为基础，NX 
可以通过扩展来建立完整的零件制造解

决方案，这包括与车间系统和设备的连

接。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行业中，从最

小的商店到最大型的公司，均可使用 
NX 来实施制造工程。

NX 制造

数据和过程管理

CNC车间程序验证DNCCAM工装和夹具设计零件模型准备

CMM 编程 流程规划 工装库 车间数据访问
CMM 数控测量 

执行
工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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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

高级编程功能

从简单的 NC 编程到高速切削和多轴加工，
NX CAM 可提供丰富的功能，使您可以使
用一个系统处理诸多任务。

借助针对特定应用的编程进一步提高生产

效率，例如基于切削量的铣削可用于加快

机械形状零件的编程。

编程自动化

借助基于特征的加工，编程时间可以缩短

多达 90%。

向导和模板可简化典型编程流程。

后处理和仿真

NX CAM 拥有一个紧密集成的后处理系统。

G 代码驱动的集成式仿真可以让您无需使
用独立仿真包。

易用性

您能够以图形方式在系统上操作，最大限

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例如，选择和移动工

装的三维模型以创建刀具轨迹，是一种快

速而直观的系统驱动方式。

面向 NC 编程人员的 CAD
使用 NX 中最新的 CAD 技术快速准备任何
零件模型以进行 NC 编程。

优势

• 利用最新的机床技术和制造 
流程

• 通过实现常规任务的自动化，
可节省多达 90% 的编程时间

• 通过在机床过程的关联环境中
进行 NC 程序的仿真和验证， 
在车间中第一次制造就能取得

正确的结果

“ 借助  NX，我们将编程时间缩
短了  50% 以上。”

Rajiv Kapoor
常务董事

Rasandik Engineering 
Industries Indi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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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装和夹具设计

NX 模具设计可以直接根据零件模型自动
执行分型线和表面、型芯和型腔以及模架

的整个设计流程。借助集成式模流仿真来

检查设计和评估备选设计方案。

NX 级进模设计包含专家级的冲模制造功
能，可以实现设计流程的自动化。

NX 冲模设计可提供用于可成形性分析、
冲模规划、冲模面设计和冲模结构设计的

各种高级功能。

NX 电极设计将很多业界最佳实践融合在
一个分步执行的方法中，用于自动执行电

极设计。

夹具设计包括全关联组件设计、装配体定
位和接合、运动学仿真和性能验证等功能。

CMM 数控测量编程 
NX 坐标测量机 (CMM) 数控测量编程可简
化整个数控测量程序的开发过程。

使用模型附带的产品和制造信息 (PMI) 
（包括 GD&T 和三维注释）来自动生成 
程序。

生成经过后处理的输出结果，包括 DMIS 
标准和针对特定机器的格式。

借助集成式数控测量分析，您可以重新读

回测得的数据以进行比较和研究。

优势

工装和夹具设计 
• 自动执行工具和夹具设计流程 

• 收集工装设计知识和重用经验证
的设计 

• 以虚拟方式执行工装和夹具原型
的功能操作

CMM 数控测量编程
• 最多可将 CMM 编程时间缩短 80%

• 确保根据企业标准检测所有零件
要求

• 促使各项设计变更在整个流程中
实现快速高效的传播

工装和夹具设计、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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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Manufacturing Applications
(CAD/CAM/CMM/Tool Design)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CNC machine tool/CMM machine tool/Tool preseter)

Work package data accessible
from TeamcenterNX data managed in Teamcenter

Shop Floor Connect
for Teamcenter

用于 Teamcenter 的车间连接
Shop Floor Connect (SFC) for Teamcenter 
是 Teamcenter 的插件。

借助 SFC for Teamcenter，您可以从任何
已经联网且支持使用浏览器的设备存取和

查看工作数据包数据。这可以包括各种制

造信息，包括工艺文件、刀具清单、设置表、

图片和图纸。

此外，SFC for Teamcenter 能够将 CNC 程
序文件从 Teamcenter 直接提供给机床控
制器，无需本地数据存储。

与传统直接数控 (DNC) 系统不同的是，它
与安全的 Teamcenter 数据库相连，可避
免数据重复并能够管理修订，确保在车间

中使用正确的制造数据。

面向 Siemens Sinumerik 控制器的 NX
NX CAM 为 Sinumerik 控制器提供优化的
输出。您可从许多特殊的 Sinumerik 功能
或循环命令中进行选择，并配以适当的参

数，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机床性能。

NX CAM 附 带 的 PostBuilder 应 用 程 序
包含一些各种高级模板，它们可用于为 
Sinumerik 控制器开发全面的后处理器。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机床构建器来开

发高级后处理器和仿真工具包。

将计划与生产紧密结合

“ 由于可以直接存取车间中的  PLM 
信息，我们的机床的惰行时间可
大幅减少。”

Hans-Juergen Steeb
ANDRITZ Ritz 的   
IT 和组织经理

面向制造应用领域的 NX

将 PLM 连接到车间

机床设备和人员

Team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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