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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美国 SIMIO LLC 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国内授权的总代理商（Master Representative*）
和唯一通过认证的技术服务商，非常高兴向您展示 SIMIO 系统仿真软件的强大功能和优
势，以下为软件的大体介绍及采购建议，如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 info@xunhetech.com。

软件介绍
SIMIO软件是美国SIMIO LLC公司于2005年研发的新一代基于"智能对象"技术的全3D系统仿
真模拟软件,主要应用于工业制造系统,物料系统,物流系统,供应链系统，复杂流程管理方面，已获
得两项美国/国际技术专利。公司执行总裁C. Dennis Pegden博士是美国公认的系统仿真领域学术
权威，是世界仿真史第五阶段（1979-1986）的代表人物，具有35年以上的仿真理论研究和应用
开发经验,曾开发过仿真历史上标志性的系统仿真语言 SLAM，SIMAN，计划调度软件Tempo和
带领开发过迄今为止全球使用者最为众多的系统仿真软件Arena产品。

SIMIO 基于.NET 4.5（C＃语言）开发，具有创建定制化对象而无需编程的独特技术框架，
SIMIO 支持多方法论的模拟，可实现离散系统 ，连续系统建模，智能 Agent 仿真建模,她具有对
象库开发以及 3D 动画制作功能，是全球迄今为止，唯一无需编程、全 3D 基于＂智能对象＂的第
4 代通用系统仿真软件,学习成本只有传统主流仿真软件的 1/3。针对高级用户,软件提供了扩展的
API 接口,能支持.NET 下的 50 多种语言（包含 C++,C#,VB,Java,F#）进行深度二次开发。现已成
功应用于大型交通枢纽（如国际机场、港口）的仿真分析、供应链设计和优化、离散制造业、物
流运输，物流中心，采矿业、医疗业以及军事资源配备等多个领域。

*注：如果未得到美国总部授权的销售，均为非法销售，在未来的软件升级，和技术支持方面得不到保障。如果您在非总代理的
渠道采购 Simio 之前，请仔细核对该经销商的原厂代理合同和技术服务资质证明（如有疑问，可咨询我们公司业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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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主要优势如下：
1. 智能对象，无须编程独特构架，使用 NET 托管代码,更安全和规范，基于.NET 与时俱进
的强大功能,是能满足未来需求的先进技术框架 ；
2. 真正的＂面向对象＂的设计理念使得 SIMIO 容易扩展；
3. 集合了最先进的“实时 3D”技术,带来沉浸其中的视觉震撼；
4. 独特的敏捷开发模式，客户及时获得最新功能，升级补丁；
5. 现代感的用户界面，改进用户体验，易于使用，建模时间只有传统软件三分之一；
6.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取得立竿见影的结果，最小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投入；
7. 为广大学院提供软件技术支持，满足广大高校教学需求。

SIMIO 具备优秀系统仿真软件的特色
SIMIO在2007年冬季仿真大会上成为万众注目的焦点,随后SIMIO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
展.SIMIO可以用于预测和改进动态复杂系统的绩效,在众多领域内得到了成功的应用,涵盖国际机场,
运输港口,采矿业,离散制造行业,精益6西格码,供应链,卫生医疗,军队后勤等众多领域。是世界顶级
咨询公司Deloitte，TGS首选的仿真工具，也是世界大企业，例如Nissan(美国),FedEx等企业用于
日常改进的决策工具,也是美国最大军火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等用于效率提升的工具。Simio在
国内主要应用于一些重点院校，比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等60几所大学，还有一些大型国内企事业单位，如泰科电子，中国交通水运规划设计
院，三一重工等用于复杂的仿真项目实施。

有很多理由值得您采用SIMIO仿真软件，她比现有的基于旧的技术框架且更新缓慢的主流商
业软件更具优势。国外仿真学家认为未来的仿真软件具有如下的一些特点，而这些都是SIMIO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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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
 交互性
 可重复利用性
 直观3D
 可扩展性
 外部数据连接性
 定制化
 基于对象的建模
 优化的用户界面
 智能行为，支持Multi-Agent

SIMIO 的典型应用
SIMIO适合模拟非常广泛的系统和流程,举例如下(但不仅限于此)
 制造






半导体晶圆的制造
肉品/食品加工厂的生产流程
钢材制造企业内部流程
瓶装饮料的罐装,贴标,包装和托盘单元化
电子硬件制造

 仓储和分销







运输港口的集装箱装卸
分配中心的内部运营
订单拣配
传送带系统和布局
仓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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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


高速道路的交通



铁路旅客站的旅客人流



各类运输方式的模拟



航空机场系统

 其他


采矿和处理



大型饭店或餐厅服务系统



游乐场系统



飞机修理厂流程



医疗服务系统



银行服务系统



复杂供应链系统



库存系统模拟



军事后勤补给



精益6sigma

Simio 典型的项目（更多可联系我们）


美国国防部军火制造商 LockheedMartin 使用Simio，用于战略性F35 飞机制造系统的调度和模
拟，减少50%计划延迟；



温哥华国际机场使用SIMIO 研究客户流量，增加机场终端的能力，减少1 亿美元投资；



美国 Nebraska 医疗中心（TNMC）采用 Simio 规划其未来的综合癌症治疗中心，提高医疗资源利
用率，和患者体验；



葡萄牙 Cachapuz Bilanciai Group 咨询公司运用 Simio 进行大型水泥厂的物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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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著名咨询公司 Paragon 使用 Simio 分析某大型蔗糖生产厂家的物流供应系统，减少 55 万美金
的投资；



Nissan 巴塞罗纳使用 Simio 研究新项目的厂房布局、物流设计、能力验证，为新概念 CDV 车型的
顺利上线做出科学分析；



德勤咨询公司消费品/工业产品事业部使用 Simio 减少某 HVAC 制造商的工厂运营成本，项目取得
成功；



美国佐治亚技术学院使用 Simio 为强生医用缝合线佐治亚工厂分析制造流程，缩短生产周期；



FedEx Ground（美国)使用 Simio 改善其HUB 的运营绩效，成为其日常驱动业务绩效的引擎；



BPL(泛亚班拿)使用 Simio 分析货运机场的能力瓶颈，重新设计整个流程；



名古屋大学使用 Simio 系统仿真软件研究Nabeta 集装箱码头,根据实时采集数据进行动态的调度；



TGS 咨询公司采用Simio 建立其客户的全 3D 物流中心，和仓库系统，仅使用3 天时间；



大连交通大学使用Simio 设计大连新客站，分析最大的旅客聚集能力；



中国军医科大学使用 Simio 开展战地伤员后送工具配置可视化仿真研究，为各级卫勤领导和机关进
行运力预计；



浙江工业大学使用Simio 设计浙江西子集团发动机制造车间生产线，达到最大设计能力；



淮安新港使用 Simio 进行其物流体系研究决策取得良好效果；



无锡迅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使用Simio 评估泰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保税区 B 区）刹车系
统的产出能力，为未来的业务改进指明方向；



无锡迅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使用 Simio 评估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有限公司（汀兰巷）传感器工
厂布局和产能调度分析，为2014-2017 阶段性投资计划提供决策支持，获得上层资金预算审批。

。。。。以及各行业更多项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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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的详细诠释
优点一、智能对象，无须编程的独特构架，基于.NET 与时俱进的强大功能,是能满
足未来需求的先进技术框架


很多产品都是 80 年代的技术，并已到达其技术生命周期末尾，难于改进和扩充，软件的功
能更新和发布非常缓慢。SIMIO 则采用 07 年新技术，.NET 框架使得 SIMIO 开发人员非常
多产，能够在 3 周反映周期内将客户需求增加进去，敏捷开发利不可挡。



新的.NET 扩展和增加,使的 SIMIO 具有无限的改进可能



用户可以通过图形化的流程步骤使用 Step+Element+Token 强大组合,创建、修改 SIMIO 中
的建模对象而无须编程,而其他产品要么不支持,要么就是修改起来极其麻烦,且需要编程.



SIMIO 独特架构甚至允许高级用户使用.NET 支持的 50 多种语言来改进 SIMIO 本身功能，
创建自定义流程步骤,元素,动态选择规则等.



基于 SIMIO 的高级计划排程软件 2011/12 月份全球发布,增强了仿真的柔性，扩大了仿真的
应用领域。

优点二、集合了真正的基于对象的设计理念使的 SIMIO 容易扩展


对象创建完全遵循 OO（面向对象）的 5 个基本原则,创建和定制非常容易，新手也能轻松创
建对象，通过 SIMIO 具有专利技术的图形化配置流程，来创建复杂模型逻辑而无须编写任何
程序或者脚本语言代码--您可以用其他软件来做同样的事情试试看！很明显,不能,这是 SIMIO
市场差异化的核心技术。



SIMIO 是完全支持对象建模的产品，对象可以被扩充，增加，并可以在多个项目重复使用，
在用户之间共享。



SIMIO 附加的过程使得对象行为很容易定制化，而不需要改变对象本身。



所有 SIMIO 基本对象都可以被修改和扩展，生成新对象。对象定义的逻辑是透明的,而市场
上很多软件都将其对象定义模块视为其技术秘诀而不公开。



“智能对象”可以获得其他对象的行为状态，进行对象间的交互，产生智能的决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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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三、集合了最先进的实时 3D 技术，带来沉浸其中的视觉震撼
服务于日常管理改进与沟通的 SIMIO: SIMIO 使仿真不再仅仅是评估重大决策和变革的工具，
而且是普通管理者和工程师持续观察系统行为和变化，以及在日常工作中探索和分析各种管理问题
的工具。动画的 3D 模型已经超出了可视化分析工具的范畴，它成为在组织中沟通和推销新理念的
有效方式。新的思路将能够很快在 3D 动画中得到显现，对于所有观看到的人而言，其效果将是非
常有说服力的 !


SIMIO 采用先进的 2D/3D 一体建模的技术，任何基础版本都是 3D 功能的，请小心，其他
2D 或者＂伪＂3D 的产品，他们采用的是落后的后处理 3D，导致执行速度缓慢，建模效率
低，重复劳动，且通常是以昂贵的插件形式销售的



实时 3D 加强了软件的人机交互性，可以在线修改模型参数，并实时观察修改带来的影响，
2D/3D 视图一键切换



SIMIO 是世界上第一个和谷歌 3D 仓库紧密集成的仿真开发平台（2009 年，之后其他仿真软
件相继模仿），用户无须离开开发环境，直接导入数十万种 3D 的部件,和主流 3D 格式兼
容：*.skp, *.dxf, *.mesh, *.3ds, *.ac, *.dae, *.lwo, *.ms3d, *.obj, *.ply, *.stl



等

SIMIO 精确刻画空间关系的能力使得 SIMIO 在设施布局规划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建立精准
的模型，不再需要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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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 部分 SIMIO 项目模型 3D 效果图（更多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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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四、独特的敏捷开发模式，客户及时获得最新功能
敏捷(Agile)已经超越传统的软件开发方法的范畴，变成了具有商业意义的业务模式。SIMIO 采用敏
捷开发模式，每三周为反映周期(Sprint)，任何客户对于 SIMIO 技术和功能方面的建设性评价和建
议都能以最快的速度体现到新版本，提供下载。敏捷模式大大加速了用户和开发者的沟通速度，根
据大多数用户的意见来排列改进的优先度，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客户的需求，从而大大提高了 SIMIO
的竞争力。SIMIO 是超越商业世界速度的仿真软件！


SIMIO 敏捷开发模式迎合客户的业务需求，不断改进



SIMIO 版本之间不存在严格版本界限，可以前后兼容，意味着您可以一直享用日新月异的仿
真科技所带来的强大功能（其他主流软件则采取瀑布式开发模式，在大版本之间有严格界
限，升级意味着您必须付出昂贵的升级费用）。



SIMIO 创新功能是由大众的需求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也是 SIMIO 的创造者之一

优点五、现代感的用户界面，改进用户体验，易于使用，建模时间只有传统软件三
分之一


很多成熟产品都使用 90 年代的用户界面，也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框架；SIMIO 采用了现代的
Windows Office2007 彩带式的界面，改进了用户的体验



SIMIO 非常直接的模块拖-拉的用户界面，使用户能够快速，容易地创建仿真模型-使用户能
够窥探未来。SIMIO 仿真软件具有高度的柔性和快速建立系统模型的能力



SIMIO 提供了工具栏的提示语，使得学习更加容易，无须过多依赖帮助文档



SIMIO 基本对象提供了广泛的建模能力，适用于多行业



更加理性的解答,一个产品获得多种解决方案

优点六、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取得立竿见影的结果，最小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投入


快速的建模意味着能够降低项目的成本，加快实现项目所带来的收益



商业版本的初始购置成本比竞争对手低很多，SIMIO 设计版本和 SIMIO 企业版本只有同类
软件的 1/2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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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学习，意味着降低学习成本，在短期内提高生产力成为现实，是企业真正需要的仿真平
台。SIMIO 的基础培训+中级培训只需要 3 天时间



提供中文的学习资料和书籍,加速学习的进程

优点七、为全日制学院提供技术支持,满足广大高校教学需求，培养下一代人才
迅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受美国 SIMIO LLC 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在中国院校开展
学院计划．


为学校提供技术支持,免费的教学资料;



辅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并提高他们的实际建模水平，系统仿真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动手性很强
的学科;



同学校一起开展合作研究。

SIMIO 企业版本（高级计划排程版本介绍）
Simio企业版本作为Simio尖端版本, 在原先 团队开发版本的基础上加入了基于风险的高
级计划和调度功能，是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唯一基于仿真模型内核上的高级计划和调度(APS)
产品。增加了更加漂亮的报表功能，在线的计划参数，甘特图等一系列功能,并增强了仿真部
分的灵活性,如资源甘特图,实体甘特图,资源状态日志,约束日志,数据库绑定 (ACCESS,OLE
DB,Oracle,SQL)等。
什么是APS?
高级计划与调度（APS）同步考虑有限的物料和有限资源能力来计划生产计划。APS采用先
进的计算逻辑，优化算法，或仿真，产生基于生产系统约束条件的计划和调度方案。APS可
以用于评估新订单和物料/资源问题对于满足生产目标的影响。
什么是RPS?
基于风险的计划与调度（RPS）是使用仿真模型产生详细的资源约束的决定型的计划方
案，同时能够通过基于概率的风险分析来捕捉计划中的变动因素。RPS产生的计划方案能
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降低风险和成本。
RPS和APS有什么不同之处?
APS产生计划的前提是假定系统中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决定型的APS计划方案当出现意外情况时立即变得不适
SIMIO 中国区总代理/认证技术服务商（不包含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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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如设备当机，加工时间变化不定，物料到货延误，等等。APS计划在建立的初期是有效的，但是随着时间变
化就变得不再可行，因为变化会降低系统绩效。正因为APS计划忽略了这些变动因素，APS计划本质上是非常乐观
的- 它们过度地承诺产品的交付。传统APS的用户无法评估或弱化计划固有的风险。RPS则能够提高APS决定型计
划的应用水平，增加了计划的风险指标评估。RPS使得决策人员能够妥善地把握系统内存在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RPS是如何工作的?
RPS使用系统仿真模型有目的地捕捉系统中约束和变动。RPS然后使用模型产生两类计划。第一个是详细的调度计
划。在这个情况下，模型于确定型的模式来执行，即设备不会当机，加工时间是恒定不变的，物料总是准时到达
的。这和所有APS计划一样，产生的是非常乐观的确定型的计划/调度方案。计划产生之后，RPS使用同一个模
型，加入了变化因素，执行基于概率的分析，来评估计划相关的底层风险。RPS产生的风险指标包括满足用户自定
义目标的概率，及期望的、悲观的、乐观的计划指标。

RPS带来的效益是什么?
RPS提供了和特定计划/调度方案相关联的内在风险的立竿见影的可视性，在运营计划的前期就能指导采取必要措
施，减低风险和降低成本。RPS提供了期望的计划指标方面现实的信息，以便于可以采取多种补救措施：比如加班
/从供应商那里催料等等，并比较不同的方案对于满足交期的风险大小和降低计划风险所带来的成本，从而能够使
用最小的成本提供客户满意的运营战略。

RPS仿真模型是否还有其他用途？
RPS使用了系统模型有目的地模拟特定的生产订单的流动。计划中使用到的生产订单信息都是从ERP/MRP系统里
下载到RPS系统里，RPS使用的这个仿真模型，能够同时被用来分析和改进生产系统的设计，只要在长的计划展
望期内随机地产生订单。比如，模型可以用来评价资本设备采购，工艺流的变化，新产品导入等等对于计划的长
期影响。同一个仿真模型，有双重用途，既能改进生产系统的设计，同时为每天计划/调度作业提供模型逻辑。
RPS典型应用：汽车装配,飞机制造和装配,生物制药,化工,潮流服装业,钢铁冶金业,离散装配（复杂机械装配）

SIMIO 中国区总代理/认证技术服务商（不包含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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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O RPS 软件使用界面

SIMIO 主要技术参数
Simio是一款优秀的系统仿真软件，她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 能够建立，纠错，运行离散事件系统仿真模型，并获得分析数据
• 运行于标准的 Windows 电脑，支持 XP，Vista，Windows7，Windows8
• 软件是正式的，全功能的软件（非 beta 代码)
--得到开发公司和代理商积极的技术支持和维护
--快速的响应客户对于新功能的要求，包括每年发行数个版本（每一个月一个小版本）
-- 及时解决软件本身的缺陷问题
• 软件采用真正的“基于对象”的模型框架
-- 允许用户建立、测试、重复使用模型对象，而不需要编程
-- 允许模型对象被单独的改变，而不会影响模型中的其他部分
-- 允许定制化的对象库开发，而无需编程
-- 允许标准对象的子类化
-- 允许模型的层级化（子模型）
• 模型是可扩充的，能够适合不同应用的不同模型大小和复杂级别
• 软件采用现代的彩带式的用户界面(类似 OFFICE2007)，方便开发人员和使用者使用.
• 软件允许图形化的模型构建方式，且仅仅采用图形化的建模方式。（没有代码的编写）-适合
群体：仿真建模的专业人士和工程师，而不是软件编程的专业人士
• 软件基于微软先进的技术框架.NET framework 开发，从而利用丰富的资源。
--对于高级开发员，必须能够和.NET 支持的语言结合，和庞大的分析系统进行接口，能够开发
用户界面（GUI）
•软件是用基于对象的编程语言开发的，使得软件能够在一个庞大的建模和仿真框架内整合。
• 软件能够将模型保存为 XML 格式。
• 软件支持应用编程接口（API），能够和其他模型和软件进行对接
• 软件支持 GOOGLE3D 仓库的接口
• 软件包含 2D 和 3D 动画间的切换
• 软件支持实时 3D（同步 3D），而不是采用后处理 3D 或者游戏引擎
•允许对象的实例通过附加的过程得到增强，包括能够在过程内延迟
•允许实体在 3D 自由空间按照某些条件进行移动和运动,Simio 控制运动函数能实现某些运动学
效果
•软件包含标准的对象库，对象库的内部逻辑必须可见，透明
•软件包含标准的建模对象库，包括以下内容（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SIMIO 中国区总代理/认证技术服务商（不包含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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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台（及队列）
--资源
-- 实体
-- 运输器（车辆）
-- 工人
--传感器
--吊车对象
--火车对象
--机械臂（手）对象
-- 传送带
--流体对象库（管道，液体罐 等等）
-- 路径 (须单向和双向)
--网络节点
-- 基于概率或者基于动态条件的路径选择逻辑
-- 对象创建和终止
•软件能够建立和运行模型的实验，并比较多系统的性能优劣
•软件包含仿真结果的实时显示和图形化，能够支持显示面板的客户定制
•软件支持 SMORE（Nelson 博士创造的分析方法），显示每个仿真场景下的风险系数
• 软件的输出数据以交互的数据透视表形式存取
• 软件使用 OptQuest 优化器，支持响应变量的优化
• 软件能够利用多核处理器的优势，能够同步运行不同的实验
• 软件包含运行后层级的输出报告，能够很容易被组织和编辑
• 软件允许实体沿着预定义的路径集合进行移动
• 软件允许多维的数组和数据表（最少 2 维数组）
• 软件支持复杂应用要求下，多维的状态值数组（10 维及以上）
• 软件允许给实体和资源增加定制行为，从而使对象能够交互和决策。
•软件支持带有不同特征的不同实体类型，
•软件支持用户获取/释放资源，资源能够被移动
•软件支持作业成本计算，能够将成本链接到每个实体，服务器，运输小车，资源上
• 软件附带详细的描述软件对象概念，功能，建模技巧等的小例子
• 软件支持模型对象的多选
• 价格适中，具备教材资料
• 带有 Agent-Based 建模的框架
• 带有甘特图显示功能（企业版）
• 允许和企业数据库(Access,Oracle, SQL)，及电子表格进行数据交换（企业版）
 软件支持关系型数据库
• Simio 软件支持“多目标优化”功能（目前在仿真领域是唯一的）。
• 软件支持先进的高级计划与调度模块（APS算法目前在仿真领域是唯一的）
• 更多的创新功能，将通过敏捷开发定期加入。请定期访问我们的网站。
了解更多，可联系我们 info@xunhetech.com

Simio 仿真软件的硬件要求





Simio 支持 Windows 系列的产品，包括 Windows XP，Vista，Windows7，Windows8，
1 GHz 或更快主频的处理器(Intel 双核以上），
1 GB 内存 (推荐配置 2GB 内存，如果需要建立大型模型的建议使用 4GB 以上内存），
安装时确保硬盘至少有 500 MB 空间，

SIMIO 中国区总代理/认证技术服务商（不包含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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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x768 显示器（为了三维的演示效果更佳，建议使用分辨率更高的显示器），
 128MB 显存的 16 位显卡，独立显卡，并和 DirectX 9 兼容，
 首次安装需要连接外网，登录到美国的验证服务器进行验证。

仿真适用的场合和仿真的价值
1．对于某些系统来做试验是非常昂贵或者高风险的,那么系统仿真就成为一种高效,低风险的最
佳替代方案,可以使用仿真来测试对于系统的任何改变,例如对于现有生产线的改造,一个新的控
制系统的模拟,或者重新设计整个供应链和物流系统。
2．对于那些大型且复杂的系统,如果要对其做出某些改变,那么仿真是适合的。一个所谓的"最佳
猜测"并不能替代客观的分析。系统仿真能够精确地预测在不同的条件下,系统的行为变化,帮助
我们降低错误决策的概率和风险。
3．对于那些具有高度变化性的流程系统，要捕捉其变化，那么系统仿真是不二的选择。电子
表格并不能捕捉系统的动态特性和复杂关系，正是这些变动性和复杂 性，对于系统的表现影响
是巨大且不可测的。系统仿真能够帮助您理解系统内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帮助我们
预测这些交互如何影响系统的整体宏观表现。
4．对于那些缺乏数据或者数据不完整的系统，系统仿真虽然不能创建虚假数据，但是我们能
够使用仿真来对于未知的条件进行敏感度的分析。一个高层次的模型系统能够帮助您探究可选
方案，对于模型的更细节性的研究，则能够帮助您识别那些缺失但是极为重要的数据。
5．对于那些不容易描述其运行过程的系统来说，系统仿真帮助大家增进沟通。系统仿真模型
的建立帮助大家更好理解系统，而现代的三维动画功能，和其他可视化分析工具能帮助与系统
相关的各方更好地洞悉系统，形成共识。

仿真在大型项目决策中的价值:
根据 Dennis 博士 35 年无数项目的总结,对于大型项目而言:
仿真决策带来 3 年平均累计现金收益为 1700 万美元,累计投入平均为 160 万美元,整个项目 ROI 为 10.6 倍!

采购建议
请联系我们报价，我们的报价中包含国内技术服务和培训。
版本

包含功能

参考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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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含税，增值税
普通发票／或专用发
票）
Express 精简版

联系报价

基本的 3D, 基本对象库

附带中文图书或外文图书 1 份；

和仿真实验器，单机版
1 天免费上门培训，6 个月技术服务；

Design 设计版

联系报价

在 Express 基础上包含图

附带 Simio 中文图书／原版图书各 1

形化流程步骤构建复杂模

份，2 天的免费上门培训，12 个月免费

型逻辑、二次开发和定制

技术支持.项目模型若干；

化对象，单机版
Team 团队开发版

联系报价

在 Design 基础上，能够

附带 Simio 中文图书／原版图书各 1

支持多个成员同时开发，

份，2 天免费上门培训，12 个月免费技

支持浮点注册（可以不和

术支持，项目模型若干；

机器做绑定），开发的模
型可以用免费的试用版打
开
企业版（高级计划

联系报价

调度版）

在 Team 的基础上，加入

提供２天培训，12 个月免费技术支持；

了高级计划和调度功能
（APS），增强了仿真的
灵活性（更好的报表功
能，甘特图功能，资源约
束日志等诸多新功能）,
属于高端版本.

欢迎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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