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工业 4.0 的高级产品设计
第二部分：详细产品设计
更早模拟、更快迭代、 
更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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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 Alberto Luque Marta

简介
产品的开发、制造和生产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工业 4.0 的出现，我们
即将迎来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新曙光，随之而来的是智能、互联的产品
和生产这些产品的智能工厂。

随着新的单元式生产布局的投用，无人机取得了长足进步。启用了
深度学习且具有计算机视觉功能的设备，在生产线上执行质量检查，
并提供数据以持续改进流程。智能的协作机器人“了解”他们的环境，
与人类一起工作，协助组装任务。

先进的计算设备从现场产品中收集海量数据，提供给设计和模拟系
统，确保下一代产品吸收前代产品的开发经验。

虚拟现实（VR）为开发过程中的每个人都提供了他们在一个丰富、
沉浸式、相互协作的环境中所需的信息。超强工作站用于对产品、
生产单元和工厂进行设计、模拟和可视化。接着，一旦被制造出来，
虚拟产品（或“数字孪生产品”）即可通过物联网（IoT）连接到它们
在真实世界中的形态。

NVIDIA 处于所有这些流程的核心位置，并在推动制造业实施工业 
4.0 的过程中，发挥着战略性作用。在过去的 20 年中，NVIDIA 一
直维持着研发（R＆D）投入，从而不断拓展图形处理器（GPU）技
术的新疆域。一段时间以来，GPU 的使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为计算
机图形显示器和设计软件助力的范围。

 

如今，多种多样的 NVIDIA 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使制造商能够为智
能工厂中的工业协作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开发人工智能（AI）功
能。此外，随着制造企业朝着面向工业 4.0 的高级产品设计推进，
由 GPU 加速的工作流程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并缩短了产
品的上市时间。

NVIDIA® Quadro® 视觉计算平台正在帮助产品设计团队彻底改变
传统的产品开发流程。前沿技术的引入，如人工智能（AI）、虚拟现
实（VR）、基于物理性质的交互式渲染、实时工程模拟，以及 3D 
图形虚拟化等，正在推动下一代智能互联产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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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和可视化的作用
《面向工业 4.0 的先进产品设计》系列的第 1 部分介绍了如何使用
视觉计算来简化决策，加快概念的生成，并在分散的设计组之间捕
捉、确定、集中设计意图。

第 2 部分将探索高级计算技术如何被应用于详细设计，着重于模拟
和可视化两方面。

随着概念的成熟化和正式化，从设计到生产的这一过程开始关注细
节，这些细节决定了零件最终将如何呈现、如何制造、如何在实际操
作条件下在现实世界中运行。在此阶段，出现了两个关键的工作流
程：设计可视化和模拟。它们对于项目的未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图片来源于 SOLIDWORKS Visu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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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设计阶段，逼真渲染有助于在开发过程中做出更明智的决
策。除了功能，一个产品的关键还在于它的外观、感受、与周围世界
的互动。

在此阶段，将逼真渲染直接应用到 3D CAD 模型上是很常见的。这
一工作可以直接在 3D 设计工具视口内完成，也可以在与 3D 设计工
具连接的补充软件应用程序中完成。

GPU 加速的基于物理性质的渲染（PBR）建立在物理学基础上，因
此渲染输出显示了产品制造出来后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样子，从而
使人们更加自信地做出决策。PBR 实现了逼真的效果，无需手动设
置，也无需许多传统的计算机生成图像方面的权衡和捷径。

GPU 加速的 PBR 技术在许多以 CAD 为中心的可视化系统中很普
遍。SOLIDWORKS Visualize、Siemens NX Ray Traced Studio 
和 Dassault Systèmes 3DEXPERIENCE CATIA Live Rendering 
都采用了 PBR 以及 Chaos Group V-Ray GPU，后者的插件可供许
多主要的 3D 设计应用程序使用。

重要的是，GPU 性能可以扩展，从而使 PBR 实现完全交互，因此设
计人员或工程师可以在设计时快速了解产品在现实生活中将呈现的
外观。无需等待渲染预览——只需调整模型、材质或照明。

即时反馈促使人们在数字环境中进行实验，公司不必承受昂贵的实
体原型和冗长的材质选择过程。在更短的时段内进行更多迭代，可
以使人们通过准确的可视化，更有信心地做出明智的决策，最终做
出更好的设计产品。

当决策团队中同时有技术成员和非技术成员时，逼真渲染就变得尤
为重要。对于那些不习惯正射投影式显示方式（无论是线框还是阴
影）的人来说，拥有高质量材质和逼真照明的 3D 数字模型可以更
好地帮助他们进行讨论和做出决策。

 
 
 
 

可视化
法国汽车设计公司 PGO Automobiles 在原型设计阶段使用 
SOLIDWORKS Visualize 来模拟和验证新设计。 
与全球汽车制造商不同，这家公司无法承担制作粘土模型的成本，
因此从不同颜色的模拟，到车身设计中的故障检测等一系列方面，
都使用基于物理性质的交互式渲染来帮助做出正确的决策。

正如 PGO Automobiles 的研究经理 Nicolas Urffer 所说，“所有验
证现在都可以用交互方式完成。我们可以处理模型数据，并根据需
要对其进行更改和显示......无论我们是在进行设计讨论，还是在使
用渲染进行内部演示，或是在向股东汇报新设计的最新进展，我们
都能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找到完美解决方案。”

图片来源于 Siemens NX Ray Traced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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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的渲染能够改变工作流程。传统上，基于 CPU 的渲染是设计
团队唯一的选择。根据模型的复杂程度和图像分辨率的不同，在 
CPU 上渲染可能需要几分钟、几小时、甚至整夜。如果得到的图像
不符合预期，那么如此耗时的过程又要重来一遍。这就意味着人们
往往需要节制地使用逼真渲染，现在许多设计团队仍然采用这个工
作流程。然而，通过将 GPU 加速的基于物理性质渲染的引擎集成
到 CAD 软件中，能够让数百万设计师和工程师都能使用快速渲染。
因此，不管工作站是台式的、移动的，还是虚拟的，为设计人员配备
合适的工作站硬件都有很多益处。

单个台式或虚拟工作站中的高端 NVIDIA Quadro GPU 或多个 
Quadro GPU 可在几秒钟内完成高分辨率渲染。然后，在 3D CAD 
中对模型进行编辑和调整时，渲染会立即更新，以便团队立即做
出明智决策。由于在创建和渲染复杂场景时采用了更高质量的纹
理，因此需要更大的 GPU 内存来确保快速性能。超高端 Quadro 
GPU 不仅提供无与伦比的计算性能水平，而且随着 NVIDIA 
NVLink™（一种专用的高带宽 GPU 互连技术）的使用，两个 GPU 
可以用作一个 GPU，从而使有效 GPU 内存和性能倍增。

NVIDIA Quadro 不仅仅提供更高水平的性能。最新的 NVIDIA 
Turing™ 架构是 NVIDIA RTX™ 开发平台的核心，它融合了实时光线
追踪、AI、模拟、光栅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计算机图形。新的 AI、光
线追踪和模拟 SDK 充分利用了 Turing 的功能，帮助设计人员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完成 3D 设计、高度逼真的模拟，以及电影级质量的渲
染。Quadro RTX GPU 中的专用 Tensor 内核和 RT 内核利用颠覆性
的人工智能（AI）降噪技术，大大缩短了生成渲染输出所需的时间。 
 
 
 
 
 

在设计工作流程中，实时显示电影级质量的渲染对设计师来说非常有
帮助。设计师们不仅可以即时查看设计修改在现实生活中的效果，从
而立即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还可以通过对产品的准确视觉模拟，更有
效地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交流他们的设计意图。

降噪技术已经找到进入一些可视化系统的方法，例如 Chaos Group 的 
V-Ray Next 及其 GPU 渲染器 V-Ray GPU。AI 驱动的降噪的实现方
式是，用最小的光线反射，渲染“嘈杂”的图像，然后使用神经网络来预
测最终图像在经过数千次反射渲染后的样子。神经网络经过数以万计
的图像对的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一个图像由每像素一个路径渲染，“
参考图像”则由每像素 4,000 个路径渲染。神经网络学习如何将不同
类型的噪声映射到正确的降噪像素。由此生成的图像看起来非常类似
于由数千次光线反射生成的图像，但所需时间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简化复杂性，实现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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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工作流程
高性能 GPU 在 PBR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工作流程的效率不仅限
于可以随时访问功能强大、高度可扩展的计算资源。快速设置场景
和应用材质的能力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高动态范围（HDR）基于图像的照明是 PBR 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通过使用真实世界或理想化的 360 度环境图像，设计人员可以快速
为项目设置基本照明，然后在需要时添加更多传统的计算机生成图
像（CGI）照明资源。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是实现快速
真实感渲染的关键。

无论是以数字方式来使用还是从现实世界中捕捉，具有真实感的基
于物理性质的材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它们为确定项目的材质节省
了时间和精力。

还有一些工作能够使材质的共享更有效，由于 3D 模型要经历不同
的开发流程，各流程的设计软件工具不同，因此这一点十分重要。由 
NVIDIA 开发的材质定义语言（MDL）格式使主要系统之间通用材
质得以交换，这些系统包括 Siemens NX、Chaos Group 
V-Ray、ESI Group IC.IDO 以及使用基于物理性质的渲染引擎的其
它系统（例如 ：Siemens NX Ray Traced Studio、CATIA Live 
Rendering、SOLIDWORKS Visualize 、McNeel Rhinoceros）。

PBR 并不仅限于审美评估。它还可以用于解答其它技术性更强的问
题。例如，LED 阵列亮度是否足以警告操作员机器正在运行，或者它
们在日光下是否变得模糊？

GPU 及其高度并行、可扩展的架构非常适合渲染。移动和台式工作
站中都有功能强大的专业级 GPU。为了进一步缩短渲染时间，可以
在台式工作站、渲染农场和云端使用多个 GPU。

Siemens NX Ray Traced Studio、SOLIDWORKS 
Visualize、CATIA Live Rendering 等其它 CAD 工具都受益于 
GPU 加速的光线追踪渲染。Chaos Group 最近为 Autodesk 3ds 
Max 发布了 V-Ray Next GPU，这家设计可视化软件公司称，对于
他们来讲 GPU 渲染现在与 CPU 渲染一样重要。V-Ray Next GPU 
也将很快用于 McNeel Rhino。

 
 
 
 
 
 
 
 
 
 

最近，在概念化阶段使用完全沉浸式虚拟现实（VR）已成为一种趋
势。这使得人们在产品制作之前就能切身体验它的设计，因此在早
期开发阶段就能产生新的想法并促成更明智的决策。

沉浸式 VR 在设计和制造方面历来是汽车和航空航天工业的专属
领地。然而，由于 GPU 的主要性能得到了提升，低成本、高质量的
头戴式显示器（HMD）成为了可能，它现在已经为更广泛的受众带
来了益处。

 
VR 的好处有很好的证明。像 HTC VIVE Pro 这样的 HMD 可以为
用户提供无与伦比的与虚拟产品切身联系起来的感官体验，这种
体验是通过在 2D 屏幕上观看 3D 模型无法比拟的。

在概念阶段使用 VR 可以让设计人员有信心尽早做出正确的决定，
避免由于重大更改而产生的金钱和时间方面的高昂成本。VR 还可
用于在逼真材质、照明、光洁度的环境下进行可视化并与模型进行
交互。

将数据导入 VR 仍然是数据传输和几何优化中的一个复杂过程。
然而一些系统，比如 Rhino、Alias 和 SOLIDWORKS，已经或很
快将直接在视口中支持 HMD。设计人员在处理概念模型时，可以
套上头显，准确了解它的真人体验效果。

图片来源于 Dassault Systèmes CATIA

设计工作站的 VR

2D 显示器上的可视化在产品开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是在非常核心的层面上实现虚拟现实（VR）技术也
是一种新兴趋势。

在当今功能强大的 GPU 的驱动下，结合成本大幅降低的
头戴式显示器（HMD），完全沉浸式 VR 在设计和工程领
域中获得了巨大的动力，特别是与传统的、历史上更昂贵
的解决方案相比，这种优势更加明显。以前因 VR 定价过
高而放弃的公司现在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重新加入进
来，PGO Automobiles 的研究经理 Nicolas Urffer 解释
说：“虽然大型汽车制造商使用计算机辅助虚拟环境（或 
CAVE 系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这些庞大而昂贵的系
统对于小型生产商而言在经济上并不可行。现在，由于使
用了新一代 HMD 技术，PGO 可以通过虚拟方式将模型
变得栩栩如生，从而进一步改善设计决策。这项技术支持
我们为客户提供卓越的在线体验，让我们创造最美的车
辆，并得以在充满挑战的市场中竞争。“

与传统设计可视化相比，VR 提供的是规模感和与产品
的切身联系，这种感受是无法通过 2D 图像体验到的。
将数据导入 VR 仍然是一项挑战，因为 CAD 模型很复
杂，而且通常需要简化几何结构，从而给 HTC Vive 这
样的 VR 头显提供舒适的体验。但这一难题正在变得越
来越容易解决。ESI Group IC.IDO 和 Virtalis VR4CAD 
等工具提供了优化的程序，VR 也开始出现在 Autodesk 
Alias 等设计应用程序中，很快还会应用于 Rhino 和 
SOLIDWORKS 中。

NVIDIA Holodeck™ 作为下一代的协作平台，正在探索
用于设计和工程的沉浸式 VR 的未来。更快的 GPU 和
先进的技术使 VR 协作环境中的逼真感和基于物理性质
的触觉交互成为可能，且无需使用 3D 模型如今通常需
要的数据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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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可视化触手可及
可视化正成为设计人员和工程师的必备工具。现在，Quadro 驱动
的台式和移动工作站以及虚拟化工作站，已经使产品开发过程（从
概念设计到详细设计）中可以访问基于物理性质的渲染（PBR）的
工程师大大增多。

即使是最大的 3D 模型，NVIDIA Quadro 虚拟数据中心工作站
（Quadro vDWS）软件也可以从数据中心的 NVIDIA GPU 向虚
拟机提供实体工作站的功力和性能，并同时允许公司根据工作流
程的要求动态分配计算资源。公司可以更好地利用可用资源，同时
为更多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提供可视化工具，以便他们直接对材质
和色彩进行实验，而无需始终依赖中心可视化专家。

假设有一家大型企业，它拥有针对当地市场定制的一系列广泛产
品，包括产品变种和材质规格，以及颜色和表面状态。借助图形虚
拟化和集中数据存储，每个本地团队都可以使用相同的数据集和
相同的系统来定义、渲染、批准符合自己文化和地理要求的产品
变种，而企业集团则保留对数据的控制权、修订权和知识产权。

图片来源于 SOLIDWORKS Visualize



8NVIDIA QUADRO | 面向工业 4.0 的高级产品设计  
电子指南系列 | 第 2 部分

Workhorse 3D 设计工具使设计师和工程师能够定义、试验、
捕捉形状和几何功能。模拟从这一步开始，准确而稳健地预
测产品的表现效果，既包括作为对象的结构方面的预测，也
包括与周围世界进行交互方面的预测。

工程模拟的缺点是工作流程传统上是计算密集型的，有时需
要数小时才能生成结果。对于面向设计师或工程师的 CAD 
集成模拟工具，以及对于面向分析师和专家的更传统的独立
分析和模拟求解器，都是如此。从许多方面来讲，冗长的求解
时间使模拟无法成为产品开发过程中必要环节。

ANSYS Discovery Live（ADL）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模拟方
法。它采用新的 GPU 加速求解技术，在具有强大 GPU 的工
作站上运行，并提供近乎即时的结果。这使其特别适合设计
的早期阶段。工程师只需加载 CAD 模型，应用边界条件、载
荷/力、入口/出口，就可在几秒钟内得到结果。无需花费时间
等待网格生成，也无需花费几个小时等待有限元分析（FEA）
或计算流体动力学（CFD）求解完成。由于 ADL 与许多 
CAD 工具兼容，因此各类工程师和设计人员都可以使用。

ADL 具有颠覆传统模拟工作流程的潜力。以前，由于冗长的
计算周期，项目的模拟工作量可能需要由可用时间决定。ADL 
消除了该限制。它让人们可以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更早进行更
大范围的实验——这意味着可以在信息更加充分的条件下
做出决策，从而使模拟可以真正影响设计，而不是简单地验
证设计。

假设一个设计团队正在研究一个新的泵。传统的工作流程
需要建立 CAD 模型，然后用 CFD 工具模拟泵内介质的流
动——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如果需要更改设
计，则需要编辑 3D 模型，并且更新和重新计算 CFD 模型。
每个设计迭代都可能需要花费数小时的工作时间。

 
 
 
 
 
 
 

而使用 ANSYS Discovery Live 等实时模拟工具，初始设计
模型则可以立即显示介质流动。然后可以在软件内部进行简
单的设计更改，并立即检查结果。这个过程从几小时缩短到
了几秒。在更改设计的同时，就可以得到模拟结果。

实时模拟使得工程决策过程变得大大不同。传统的模拟工具
通常用于验证更完整、更具体的工程项目，而实时模拟则具
有将模拟真正置于设计和工程的核心的潜力。

例如，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Wibotic 公司正在使用 ADL 来
为机器人应用无人机的无线充电站的开发进行加速。正如 
Wibotic 的首席机械工程师 Chasen Smith 在最近的一次
采访中所说的那样，“每次想要用传统的方式修改东西时，
使用模拟工具的迭代设计过程需要花费数小时，但是有了 
ANSYS Discovery Live，我几乎能够进行即时动态设计。“

随着最近 ADL 集成到 PTC Creo 中，越来越多的设计工程
师将把实时模拟带入建模环境。

全新的模拟工作流程 生成式设计：由AI 驱动的、
拥有超能力的工程师
近年来，在某些设计和工程圈子中，生成式设计走到了
前列。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种更具探索性的设计形式，
通过利用拓扑优化和机器学习技术的高级并行计算，开
辟了新的设计可能性。

想象一下，这项技术能够为一个零件或一组零件设置一
套基本的工程要求。工程师定义已知的载荷和约束、
固定点、安装点，以及其它零件需要操作的区域，还有
待选的材质和制造方法清单。然后，所有这些元素都输
入到一个 AI 驱动的设计系统，该系统可探索开放的模
拟领域和各种生产方法。于是，针对预定义的设计或工
程挑战的一系列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内置 
FEA）便得以提出。接下来，用户可以过滤这些结果，
从而把选择范围缩小到少量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供进
一步探索。

这就是生成式设计的前景，它有可能彻底改变设计和
工程形式的开发方式，使其比以前更强大、更便捷、
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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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细节
ANSYS Discovery Live 不是工程模拟的通用解决方案。它
的目的是作为前期工具，通过高效、基于模拟的数据为设计
和工程过程提供信息。 然而，一旦设计开始正式化，仍然需
要通过更广泛的模拟研究深入细节之中。此时，传统的单机
模拟求解器开始单独发挥作用，计算方面的更多挑战也随之
而来。

今天的高级模拟求解器能够将 NVIDIA CUDA 驱动的双精
度 GPU 提供的强大计算能力加以利用。重要的是，可以将多
个 GPU 添加到工作站或服务器，以实现可扩展的性能。由
于模拟时数据大小可能是一个挑战，因此将工作站中的两个 
GPU 与 NVIDIA NVLink 连接可有效地使 GPU 内存加倍，
从而提供处理大型模型的能力。

若要达到最快的求解时间，也可以在集群或云端将多个 
GPU 服务器连接起来。GPU 加速的 CUDA 求解器现在
可用于一系列主要应用程序，比如ANSYS Mechanical 
和 Fluent、Dassault Systèmes SIMULIA Abaqus，以及 
Siemens NX Nastran。

由于高级模拟研究产生的数据通常为太字节，再加上多物理
场模拟不断增长的趋势，而多物理场模拟需要系统之间共
享结果，并且需要多个求解器相互关联，因此模拟工作流程
特别适合数据中心。这是另一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使用高级 
GPU 加速虚拟化工作站，为拓展模拟边界的企业产生了实
际红利。

除了从数据中心存储和安全性中得益，虚拟桌面基础架构
（VDI）环境还有助于集中管理和交付这些多样化的系统。企
业能够明确规定每个求解器及其周围软件环境的要求，确保
交付给用户的虚拟工作站与每个要求和系统都精确匹配。在
访问强大的模拟工具方面，GPU 加速的虚拟化还可以提供
灵活性。分析师或专家工程师不再与他们的办公桌和中央办
公室的计算集群栓在一起；他们现在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管理员可以确保每个用户都拥有理想的虚拟工作站，以便按
照软件的需求，用最高效的方式使用他们的工具箱，无论是
混合 CPU 还是 GPU 计算。 

Honda 研发中心，在向其全球 26 个研发中心的用户推出多
种配置的 GPU 加速虚拟化客户端机器时，就进行了这样的
探索。

 
Honda 研发有限公司助理总工程师 Masashi Okubo 解释
了 NVIDIA vGPU 技术如何改变了将工作站部署给工程师的
方式：“传统系统无法灵活地为每个 CAD / CAE 工程师分配
处理性能。在所有 Honda 集团公司中，有超过 4,000 个 VDI 
系统正在利用更高的应用程序性能和更好的用户体验，并且
享有更快的数据访问速度和更高的 IP 安全性等额外价值。”

图片来源于 AN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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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详细设计的过程非常复杂，需要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才能有
效应对。可视化和模拟对许多企业来说已变得至关重要，但到
目前为止，想要真正影响设计的早期阶段，两者都需要太多时
间。对于大多数设计团队而言，模拟仍然是一种验证工具，用
来帮助验证已经成熟、完善的想法，而不是推动团队的创作。
同时，逼真的可视化经常只有在项目接近完成或需要营销图像
时才使用。
然而，新的 GPU 加速技术让可视化和模拟更靠近详细设计过
程的早期阶段。随着实时模拟的出现，加上集成 3D 模型编辑
工具，以及由更强大的 GPU 驱动的即时计算，如今让模拟真
正成为产品开发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能。
此外，使用 AI 驱动的降噪，结合真实的逼真效果、标准化的材
质和照明，都在改变可视化在产品开发中的作用。通过大幅加
速流程，设计人员可以做出更有根据的、更快速的决策，并探
索比以往更多的迭代。
AI 驱动的生成式设计取得的振奋人心的新进展，也开始让产
品开发受益。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拓扑优化技术，并与并行计
算、机器学习、更广泛的模拟领域以及各种制造流程相结合，
以便满足特定的性能要求。

详细的设计和工程始终是基于先前的知识、预测、实验和强大
的数据做出明智决策的过程。无论是判断列车底盘的结构部
件是否采用了正确的轮廓，还是决定人造照明的眩光下哪种材
质表面表现最佳，都是如此。如今，三年前根本不存在的革命
性技术赋予了制造业新的力量，它通过重新发明工作流程、过
程、项目时间表来为高级产品开发提供新标准。
AI、实时模拟、VR、3D 图形虚拟化、即时计算的逼真可视化的
整体组合，使团队能够依靠更加沉浸式、更优化、更高效的数
据做出决策。这使得更高质量、更具吸引力的产品以从未有过
的速度开发出来。

以上是电子指南系列《面向工业 4.0 的高级产品设
计》的第 2 部分。

第 3 部分将继续讨论，围绕的重点是设计审查，包括个
人和产品开发团队的审查。这部分将探索与低成本 VR 
硬件相结合的高级可视化技术，如何实现丰富的、沉浸
式的、有意义的协作，并做出关键的产品决策。

电子指南系列的第 4 部分将介绍视觉计算技术在产品
生产、安装、维护中的应用。这部分还将探索如何让具
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技术在工业产品的营销和销售中
发挥重要作用。

图片来源于 Siemens NX Ray Traced Stud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