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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行内部有限元分

析和机械事件仿真，我们

将验证设计的时间和成本

降低了50-60%。最重要的

是，在欧特克的支持下，我

们可以更快、更经济有效

地进行创新。

– Albert Allen
 机械设计师

 Tucker Sno-Cat® 公司

要 是 没 有 A u t o d e s k 
Inventor，我们根本不可

能设计出既达到当今废

气排放标准又满足客户

要求的复杂组件。

– Albert Allen
 机械设计师

 Tucker Sno-Cat® 公司

征服崎岖地形的大师

Tucker Sno-Cat公司利用数字化样机
应对世界上最恶劣环境的挑战。

Tucker Sno-Cat®公司（以下简称“Tucker”）是一家

成立于1942年的家族企业，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

久、经营最成功的雪地车制造商。雪地车是一种在

雪地、山地、沼泽地、水淹地、泥泞地或沙漠地执行

任务的履带式特种车辆，主要用途包括雪地环境下

的救护、输送、娱乐等等。

从65年前率先研制出SNO-CAT®车起，Tucker就一直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其雪地车和全地形车能够翻越

世界上最坎坷的雪地，并且从单人车型到可搭载26

名乘客的车型，无所不包。Tucker公司率先设计了四

履带车（four-track vehicle），这种车具有卓越的牵

引力、稳定性、安全性和攀登能力。Tucker车还被用

于首次驾驶机动车穿越南极的活动中。

竞争之中，赢在设计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特种车市场上，Tucker需要找到

一条出路，以更快的速度满足客户对高品质定制车

辆的需求。

Tucker的机械设计师Albert Allen说：“客户可能想

改变底板的尺寸，或者要安装一个特殊的刮板或叉

车附件。要做成这笔买卖，我们就必须在短短几个

小时内通过模型展示出车辆的外观和性能。”Allen

补充说，Tucker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设计时间紧

张。他说：“我们最大的难题是要跟上越来越严格

的排放标准。我们必须在更小的空间里塞进更多设

备。复杂的机器往往含有一万多个零件，我们不能

凭猜测行事。我们在切割钢板以前必须确信各个部

件可以很好地拼装在一起并顺利运转。”

在有限的时间内满足客户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

Tucker选择了业界领先的数字化设计解决方案——

欧特克数字化样机解决方案。无论是对现有车辆

进行客户化定制，还是设计全新的SNO-CAT®车，

Tucker公司一直站在雪地车创新技术的最前沿，而

采用先进的工具使Tucker公司得以进行复杂的仿真

分析，评估设计方案在最恶劣环境下的表现。灵活

而快速的设计和制造流程造就了最佳品质的产品，

铸就了Tucker公司的成功。

Tucker公司是采用Autodesk Inventor软件和数字化

样机解决方案的行业先驱之一。他们在整个产品开

发过中使用数字化样机解决方案基础的Autodesk 

Inventor为SNO-CATS®创建精确的三维数字模型：

设计师利用Autodesk Inventor画出构思草图；电气

工程师参考模型来确定他们用AutoCAD®软件设计

的布线系统要满足哪些要求；然后工程师使用Algor 

Professional MES软件进行有限元分析（FEA和机械

事件仿真（MES），对设计进行验证；最后，公司的

制造商根据单一的数字模型生产出与设计完全一

致的零件。



有了Autodesk Inventor，我们可以快速生成设计迭代，然

后将其作为真实的样机来查看，完全不用车间制作任何

实物。数字化样机让我们对设计充满信心。我们知道，

只要按照设计进行加工，零部件就一定适用，这意味着

浪费的材料减少了。

– Albert Allen
 机械设计师

 Tucker Sno-Cat®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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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实现更多创新设计

Tucker的工程师采用创新的设计，排除了车子在雪

坡和崎岖地带向前后翻滚的危险性，而且几乎不会

对地形形成破坏——有人形容这种车可以像滑雪

运动员一样轻盈地穿越雪地。

利用Autodesk Inventor，设计师可以重复利用现有

部件，如发动机、转向柱、散热器和车轴，轻松进行

设计。设计新部件时，设计师可在直观的三维环境

下利用功能工具实现常规设计任务自动化，提高设

计速度。

例如，要确定某个部件是否与复杂的组件相配，设

计师只需将其添加到模型中即可发现问题。Allen

说：“在你要处理的零部件成千上万的时候，你必

须确保精确。我们可以利用Autodesk Inventor对每

个零部件进行可视化，查看各个零部件如何协同作

用。”

提高验证质量

由于Tucker的SNO-CATS®车要在像南极一样恶劣的

环境下运行，所以它必须具备极高的耐久性和可靠

性。Tucker利用Algor Professional MES软件进行有

限元分析和机械事件仿真，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模仿零部件的运动和验证设计质量。例如，Tucker

可以自行进行翻车保护结构的有限元分析，无需外

包，从而提高了分析的效率和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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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软件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有限元分析软件。

作为欧特克数字化样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其多

重物理分析、机械事件仿真和流体分析等先进的

仿真分析功能，与欧特克数字化样机解决方案的

基础Autodesk Inventor集成后，可以在模拟真实

结构和热力情况的条件下预测热量、压力等现实

条件的对产品设计造成的影响，执行更加复杂的

分析，显著增强了欧特克数字化样机解决方案的

仿真分析能力。

制造之外的优势

Autodesk Inventor还能帮助Tucker 减少制造错误。

制造团队接收的是原生格式的Autodesk Inventor文

件，所以无需重新绘制或者解释让人晕头转向的二

维图纸。车间工人遇到问题时，可以查看三维数字

化样机，或从不同的角度输出模型。“只要在三维

环境下一看，他们马上就全明白了，”Allen说。

数字化样机不仅减少了制造错误，也消除了拍摄

昂贵的产品照片的需要。Tucker可以在生产SNO-

CATS®之前，利用数字化样机中的图像制作用户

手册。

更绿色的制造

对Tucker而言，数字化样机的优点再明显不过了。

它不仅减少了开发周期中制作昂贵的物理样机的需

求，也减少了工程变更。此外，它还帮助公司最大限

度减少昂贵材料的浪费，不用在每次发生变更时都

从头开始重新设计。

Allen解释说：“有了Autodesk Inventor，我们可以快

速生成设计迭代，然后将其作为真实的样机来查

看，完全不用车间制作任何实物。数字化样机让我

们对设计充满信心。我们知道，只要按照设计进行

加工，零部件就一定适用，这意味着浪费的材料减

少了。”

为充分发挥出欧特克软件的优势，欧特克的优选解

决方案供应商IMAGINiT为Tucker公司提供了支持和

服务。Allen说：“IMAGINiT波特兰公司始终为我们

提供出色的支持，并与我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期待与他们长期合作。”

欧特克数字化样机解决方案在整个设计和制造流

程中帮助Tucker降低成本，节省时间，并生产出高质

量的雪地车。Allen说：“我们以前老是要浪费大量

的金钱、时间和钢铁。要是没有Autodesk Inventor，

我们根本不可能设计出既达到当今废气排放标准

又满足客户要求的复杂组件。”

Tucker证实，公司的产品开发时间从两年缩短到了

六个月。开发速度提高的原因之一是设计变更减少

了80%。自从几年前Tucker开始使用Algor以来，分

析和模拟时间也大幅度下降。Allen总结道：“通过

进行内部有限元分析和机械事件仿真，我们将验证

设计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了50-60%。最重要的是，在

欧特克的支持下，我们可以更快、更经济有效地进

行创新。”

所有图片由Tucker Sno-Cat®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