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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二维/三维地下水渗流分析软件 

一维/二维/三维温度场分析软

件 

二维/三维水气两相流分析软件 

 

二维/三维边坡稳定性分析软件 

一维/二维/三维应力变形分析

软件 

一维/二维/三维污染物运移分

析软件 

 

岩土工程和环境岩土工程有限元分析软件 SoilVision 

SVOffice 是加拿大 SoilVision Systems Ltd.开发的一系列岩土工程和岩土环境模拟的有

限元分析系列软件的统称，它从实验数据到分析结果的可视化，提供给用户全面、完整的岩

土工程和环境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SVOffice 作为一款岩土工程有限元分析平台，包含以下六个专业分析软件，它们之间可

以单独运行，也可以互相结合处理复杂的岩土工程问题： 

 

 

 

 

 

 

对于大多数涉及设计、勘察、咨询的公司来讲，对岩土工程软件的投资是个重要而谨慎

的决定，由于实际应用的特殊性，必定要求软件要满足建模容易、分析快速、结果可靠等特

性。SoilVision 公司认识到了这一点，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开发出了 SVOffice 系列软件，提

供给用户易于使用和技术先进的软件。以下是选择 SVOffice 系列岩土软件的几大理由： 

 先进的边坡稳定分析功能：具备三维边坡稳定分析功能，丰富的计算方法、材料模型，

功能强大的滑移面搜索方法，全面的加固荷载和反分析功能 

 领先的耦合模型：水、气、热三相耦合（垃圾填埋场设计）、耦合的密度流（海水入

侵分析）等 

 全面的三维岩土工程问题分析、解决方案 

 全自动网格剖分和自适应网格技术，以保证模型的计算稳定、结果精确、容易收敛 

 可以定义空间分布的材料参数 

 高度的集成和耦合分析 

 综合的概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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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用户自定义求解功能，提供数学脚本语言便于用户控制求解 

 丰富的土体材料数据库 

 世界级的技术支持 

软件特色 

 非饱和特性：所有的 SVOffice 分析软件都能够进行饱和及非饱和的一维、二维和三

维分析，这是其他同类产品所不能够做到的。这意味着无论多复杂的问题，SVOffice 

都可以建立一个合理的模型进行处理。 

 自动网格细化：所有的 SVOffice 分析软件在建模时都可以自动剖分网格。首先，当

求解时会自动对模型进行网格生成；其次，自适应网格功能根据计算局部加密网格，

增加结果精确性。这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全自动进行。 

 快速建模：基于流线型区域的交互界面使得建模的时间大大缩短，可以导入 CAD 以

及各种表格文件，可以由两维拉伸、旋转生成三维模型。 

 强大的地下水建模分析：SVFlux 是一个强大的地下水建模分析工具，可以进行饱和

/非饱和的一维、二维和三维分析。很多独特的特性，如蒸发、蒸腾分析、随机分析

等特性，使得用户可以进行异常复杂的分析计算。  

 高级应用：软件拥有大量已有的和不断开发补充的各种功能，如废渣堆填的边坡稳定

性分析、堆滩浸出垫层分析等。 

 概率分析：软件提供多种概率分析方法，可以定义多种参数的概率分析。 

 用户自定义：用户可以修改问题求解的偏微分方程，或输入适合自己所研究问题的偏

微分方程，进行二次开发。 

软件耦合和一体化 

SVOffice 中所有的软件都可以进行相互耦合分析，只需要简单的点击操作，便可在不同

软件间进行模型共享。 

SVFlux 软件中计算出的孔隙水压力可轻松导入到 SVSolid 软件中进行应力分析计算，计

算出的应力数据和孔隙水压力数据可进一步进行边坡稳定性分析。使用 SoilVision 数据库可

以轻松估算未知土体的水压力参数，从实验室数据到建模分析，轻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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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Flux 软件专门用于渗流和地下水建模分析，它是一维、二维和三维的有限元工程土力

学计算软件。在目前有限元地下水模拟软件中，SVFlux 是最强大和稳定的。软件基于 CAD

的前处理和自动解算器，让用户可以将时间花在关心的问题上，而不需在网格划分上花费太

多时间。 

可利用钻孔测量数据定义土层分界线进行建模，这样使得用户可以构建更为复杂的几何

模型，软件自带的详细的用户手册也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建模！ 

SVFlux 正在被广泛应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和世界各地的顾问咨询公司。加拿大北部的矿

业公司使用 SVFlux 来模拟尾矿渗流，美国一家公司将 SVFlux 和 SoilVision Date（土性材料

数据库）相结合进行西雅图机场扩建工程的岩土工程评价。有了 SVFlux，岩土环境工程师、

地质工程师、水文地质学家和土壤科学家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工具来实现对其专业问题的分析。 

主要特性： 

 1D、2D 和 3D 的解决方案可以处理任何类型的渗流和地下水处理问题 

 饱和土和非饱和土均适用，可以从 SoilVision Data 数据库中导入超过 6200 种土性材

料参数 

 可以定义空间变化的材料参数 

 轻松从 2D 横截面生成三维模型，或将 3D 模型切片成 2D 横截面 

 全自动模型网格生成，稳态、瞬态自适应网格功能 

 求解方程的可修改性：用于高级用户的研究分析，用脚本语言工具进行二次开发 

 CAD 风格建模 

 全面、综合的气候数据接口可以处理结霜、潮湿和干燥的环境，甚至降雪的影响 

 渗流模型可以和边坡稳定、污染物的迁移、应力/变形、空气流通、地热等问题进行

耦合分析 

 蒸发、蒸腾分析 

 蒙特卡罗随机性分析 

 先进的数据报告/可视化 

 支持并行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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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Slope 代表了边坡稳定性分析的新标准。用户可以通过条分法或基于应力的有限元方

法来实现典型的极限平衡分析方法，软件运用先进的搜索方法来判断临界滑动面的正确位置。 

SVSlope 的显著特点是运用了先进的概率分析方法以及能够和SVOffice 中其它软件进行

耦合分析，简化的用户界面和先进的滑面搜索算法使得用户可以快速建模并在很短的时间内

计算出结果。 

在 SVSlope 开发过程中，由拥有硕士、博士学历以及几十年经验的岩土工程师和软件开

发者组成的 SoilVision 公司技术团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验证 SVSlope 的准确性和先

进算法，重现了大量的经典案例，同时与现有的边坡稳定性软件进行对比，能够确保 SVSlope

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SVSlope 目前正被运用在世界级的边坡稳定项目中，边坡稳定行业的顶级专家已经将

SVSlope 作为边坡稳定性分析的新标准。 

主要特性： 

 可进行二维和三维的边坡稳定性分析 

 材料的空间变异性被运用于软件来提高安全系数的计算精度 

 先进的随机分析方法，如：Monte Carlo、Latin Hypercube 以及 the Alternative Point 

Estimation Method (APEM)，允许客户确定边坡安全系数的概率分布以及进行边坡失

效概率分析 

 与 SVFlux 耦合，可以进行非饱和的稳态和瞬态分析，比如水位降落或蓄水过程的边

坡或坝体稳定分析 

 先进的临界滑动面的搜索算法，包括动态规划法和 Greco 搜索方法 

 单向或双向敏感性分析，可以生成基于两个输入变量之间关系的安全系数表面轮廓图 

 新的基于有限元的边坡稳定计算方法 

 简单而强大的用户界面可以让用户快速建立有效的几何模型 

 可以轻松从 2D 横截面生成的 3D 模型，或从 3D 模型切片成 2D 的横截面 

 14 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如 Bishop、Janbu、Morgenstern-Price、GLE 以及其它的传

统条分法 

 支持 14 种不同的土体强度的模型，包括莫尔-库仑、霍克-布朗、不排水准则、各向

异性强度准则、非线弹性双曲线模型、摩擦-不排水组合强度模型，以及多种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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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饱和强度模型 

 多种非饱和土强度模型可以进行更广泛的非饱和土的条件下土体抗剪强度的分析 

 多种边坡加固支护，且支持香港土钉公式 

 干或者充水的张拉裂缝考虑 

 全面的教程、使用和理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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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Solid 是一款有限元法应力变形分析程序，模拟土或岩石的弹性或塑性力学行为。它能

够耦合渗流分析软件 SVFlux 进行固结分析，或与边坡稳定分析软件 SVSlope 耦合进行基于

有限元的边坡稳定分析，软件可以计算饱和及非饱和土应力和变形。 

SVSolid 界面直观，操作简便，使得用户可以轻松建模、分析和查看计算结果，自动求解

和友好的交互界面使得与同类软件相比建模时间大幅减少，软件自带的全面、详细的帮助文

档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建立所需要的模型。 

主要特性： 

 CAD 风格建模，可以导入 CAD、SHP 格式的文件，以及 ESRI ASCII 数据文件 

 全面的教程、使用和理论手册 

 1D/2D/3D 以及轴对称分析功能 

 可进行荷载变形分析、原位分析、应力重分布分析、体变分析、流固耦合分析，可以

指定 Skempton's A & B 参数 

 多种土体模型：弹性、塑性以及邓肯-张模型等 

 先进的数据报告/可视化结果 

 由常量或函数形式的应力和位移边界条件 

 支持多核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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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Flux 用于饱和及非饱和土中污染物的扩散分析，与 SVFlux 耦合，导入渗流分析结

果，可以模拟诸如对流、扩散、吸附和衰变等过程。 

ChemFlux 使用有限元法，无论何种复杂的问题，其独有的全自动网格划分和自适应网格

划分功能都能使计算出的结果准确可靠。不同的方程输入形式和 SoilVision Date 超过 6000

种的土样参数数据库使得分析计算更加准确。独特的 CAD 模型输入和输出，使得其可视化功

能更为突出。 

主要特性： 

 CAD 风格建模 

 对流、扩撒、吸附及衰变分析 

 求解方程的可修改性：用于高级用户（后台修改代码）的研究分析 

 全自动网格模型生成，以及稳态和瞬态的自适应网格生成功能 

 瞬态分析时间步全自动细分优化 

 全面的教程、使用和理论手册 

 饱和及非饱和区域内污染物的扩散 

 相对于传统软件大幅度减少收敛性问题 

 先进的数据报告/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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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Heat 使用有限元法求解温度场的典型问题如冻结和冻融，可以求解饱和、非饱和土体

中的热传导及对流热传导，能够处理热虹吸效益，可以导入详细的气象站数据考虑气候边界

的影响。先进的边界条件允许考虑雪的隔热效果，从而准确计算热梯度、追踪冻结锋面。 

SVHeat 界面直观，操作简便，使得用户可以轻松建模、分析和查看计算结果。自动求解

和友好的交互界面使得与同类软件相比建模时间大幅减少，全面、详细的帮助文档可以帮助

用户快速建立所需要的模型。 

SVHeat 对致力于岩土工程和岩土环境模拟的工程人员及科研工作者是一种非常好的工

具，软件可以计算饱和及非饱和土中的地热梯度、冻结锋面的迁移等问题，与 SVFlux 耦合

进行对流热传导分析。 

主要特性： 

 CAD 风格建模 

 求解方程的可修改性：用于高级用户（后台修改代码）的研究分析 

 全自动模型网格生成以及自适应网格功能 

 瞬态分析时间步全自动细分优化 

 全面的教程、使用和理论手册 

 相对于传统软件大幅度减少收敛性问题 

 稳态或瞬态问题分析 

 饱和及非饱和土中的冻结及非冻结分析 

 由常量及 Newman 方程表示的体积热容量 

 先进的数据报告/可视化 

 支持多核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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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AirFlow 用于土体非饱和区的水气两相流动分析。界面直观，操作简单方便，使得用

户可以轻松建模、分析和查看计算结果。 

SVAirFlow 使用有限单元法，无论何种复杂的问题，其独有的全自动网格划分和自适应

网格功能都能使计算出的结果准确可靠，不同的方程输入形式和 SoilVision Date 超过 6000

种的土样参数数据库使得分析计算更加准确。 

主要特性： 

 CAD 风格建模 

 全自动模型网格生成及自适应网格功能 

 瞬态分析时间步全自动细分优化 

 丰富的结果云图绘制 

 求解方程的可修改性：用于高级用户（后台修改代码）的研究分析 

 全方位的可视化结果，包括动画、等值面、截断面等 

 先进的数据报告/可视化 

 支持多核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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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Office 系列岩土软件的典型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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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仿科技公司是加拿大 SoilVision 公司在中国地区的唯一合作伙伴，希望 SVOffice 系列

软件能给您的工作带来帮助。 

如果您希望了解关 SVOffice 系列软件的情况或者希望安装 SVOffice 系列软件的免费试

用版本来亲自体验 SVOffice，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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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仿科技（CnTech）公司简介 

 

中仿科技(CnTech)是中国区领先的仿真分析软件和项目咨询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作为国

内仿真技术行业的领跑者，中仿科技一直致力于仿真技术领域最专业的软件系统集成与实施

和项目咨询，协助用户提高产品技术附加值、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融合世界一流数值仿真技

术的同时，中仿科技依靠自主创新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仿 CAE 系列产品。总部在上海，

目前在北京、武汉设有分公司。 

除了强大的销售和技术支持网络之外，中仿科技还设有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和培训中心。

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客户，公司将陆续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置业务分支机构。凭借多年来广大

客户的支持和信任以及中仿员工的奉献精神和责任心，已为国内外数百家企业、高校及科研

院所提供了专业的软件系统及项目咨询等服务，服务领域涉及教学科研、机械工业、土木工

程、生物医学、航空航天、材料科学、化学化工、冶金科学、汽车工业、电子电器、气象环

保、采矿和石油工程等行业。 

了解更多详细信息，可访问公司网站：http://www.CnTech.com.cn。 

公司邮箱：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 888 5100。 

中仿科技（上海）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 1555 号华一实业大厦 1209 室（200233） 

电话：+86-21-61196080     传真：+86-21-61196090  

中仿科技（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号院辉煌国际2号楼13层1307室5号楼403室（100085） 

电话：+86-10- 59713407    传真：+86-10-59713207 

中仿科技（武汉）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442 号中南国际城 A2 座 2405 室（430060） 

电话：+86-27-68782895     传真：+86-27-6878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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