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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sys 功能模块简介 

 宁波大学超级计算中心所配置的 Ansys 主要模块包括 Ansys 机械、Ansys CFD(Fluent)

和 LS-Dyna。所有这些模块都可以利用超算中心的 Linux 集群的 16 个 CPU。 

 我们的 Ansys 软件也具有 50 个学生学习上机教学模块. 

2．如何使用 Ansys 软件 

1） 申请超级计算中心的用户。具体要求在超算中心网站，需要下载表格并登记。联系

人：王立洪老师（wanglihong@nbu.edu.cn; 电话：） 

2） 安装 Ansys 用户端软件。现有的用户端光碟分成两类：一类用于安装在系统位数为

64 位的计算机中；另一类用于安装在系统位数为 32 位的计算机中。光碟共四张：

DVD1(64)、DVD2(64);DVD1(32)、DVD2(32)。 可以在超算中心网站下载或者联系

压电实验室获取（liuna@nbu.edu.cn; 电话：8760 0681）。 

3．Ansys 软件使用说明 

Ansys 软件由工程力学学科购置，宁波大学其他学科也可以免费使用。在计算过程中，

用户需要负担机器资源费用。具体收费标准请咨询超算中心王立洪老师，短号：696751。 

4．用户端软件安装与设置 

安装与使用前提： 

1）知道所用的操作系统，2）与校园网接通，3）满足运行 Ansys 软件的基本要求。 

关于用户端软件使用的基本问题，请联系压电实验室：陈玉梅 578449；陈洋洋：623626。 

5．软件安装与获取 licence 的方法和过程。 

5.1.1  使用光碟或者通过拷贝安装文件进行安装的方法。 

以 32 位计算机系统为例说明安装过程。 

1） 将 DVD1(32)放入计算机的光驱，点击安装程序 setup          安装。安装过程中

要选择功能模块（选择全选），其他都是直接点击下一步即可。 

2） 安装完 DVD1 以后，它会弹出对话框让你选择 DVD2，此刻你就将 DVD2 放入光驱

中（DVD1 会自动弹出，如无就手动弹出 DVD1，然后放入 DVD2），安装过程中只

需点击下一步即可，最后让你输入 hostname，就请输入：hpc1。 

mailto:wanglihong@nbu.edu.cn
mailto:liuna@nbu.edu.cn


2 
 

5.1.2  获取 licence 过程 

安装完成以后我们还需要获得 licence 才能在自己的电脑上使用安装好的 ANSYS。 

1） 打开开始菜单——所有程序——ANSYS 13.0——ANSYS Client licensing——Client 

ANSLIC—ADMIN Utility 

——选择 Specify the License Server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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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Add Server Machine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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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ostname 下面的空框中输入:hpc1,然后点击 OK。 

 

2） 回到 Client ANSLIC—ADMIN Utility 窗口选择 Set License Preferences for User 

Administrator 

 

选择 13.0——OK!这样原则上我们就可开始使用 ANSYS 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获得使用权限怎么办呢？ 

 答：我们就需要将个人电脑的 IP 地址和主机名添加到主机 hpc1 下的 hosts 文件

里。(这可能需要王立洪老师的帮助了，王老师短号：696751)。 

 附：获得自己电脑主机名和 IP 地址的方法：在开始——运行中输入 cmd 输入

hostname 获得主机名——输入 ip config 可查看 IP 地址。 

 注：个人电脑上 ANSYS 的安装过程需要半个多小时，甚至更久，所以请大家

耐心等待。在安装过程中如遇到其他问题可随时向陈玉梅和陈洋洋咨询。 

联系短号：陈玉梅 578449；陈洋洋：62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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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Centos5.5 下 ANSYS13.0 安装步骤 

一：插入安装光盘，挂载光盘：mount /dev/cdrom /mnt 

进入/mnt 目录：cd /mnt 

执行安装脚本：sh INSTALL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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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指定安装目录后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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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里面的都勾上—>> next>>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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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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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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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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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安装 LICENSE MANAGER 

 

 

OK>>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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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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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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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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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 

 

找到 LICENSE 文件后点 OPEN 

按照提示直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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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licensing interconnect running 

     Licensing interconnect manager running 

     FLEXlm running 都 RUNNING 的话就 LICENSE 就正常了。 

 

进入  

vi ansyslmd.ini 

加入内容： 

SERVER=1055@服务器名 

ANSYSLI_SERVERS=2325@服务器名 

编写好之后保存退出 

查看 LICENSE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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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LICENSE 的状态就正常了。 

 

 

6.  如何将前处理后的文件传到主机上进行计算？ 

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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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Mechanical 命令行提交 

1． 在 WORKBENCH 里的前处理文件输出成.inp 文件，在将.inp 上传到服务器，上

传到自己的家目录，例如/home/test, 上传方法： 

打开 Secure File Transfer Client 

 

点击 fileconnect: 

 

Connect: 

会要求输入密码登陆后把.INP 文件从左边拖到右边。 

2． 提交求解(例如用 NODE63 和 NODE62 的 8 个核)：

/usr/local/ansys_inc/v130/ansys/bin/ansys130 -b -p aa_r_me -dis -machines 

node63:8:node62:8 -i /home/test/shixianjun23.inp -o /home/test/out.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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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 VNC 登陆到服务器 登

陆之后右击鼠标打开终端，输入： 

/usr/local/ansys_inc/v130/ansys/bin/ansys130 -b -p aa_r_me -dis -machines 

node63:8:node62:8 -i /home/test/shixianjun23.inp -o /home/test/out.txt 回车后开始求

解，求解完之后会在/home/test 目录下生成一个 file.rst 结果文件，在把这个 file.rst

结果文件下载到本机，在用 workbench 查看该结果文件 

 

6.2  Fluent 并行计算命令提交 

并行计算命令如下：fluent 3d -g -t4 -cnf=host -i hl.jur 

命令说明： 

fluent 3d 指出 fluent 运行的版本； 

-g      使用无图像界面运行； 

-tn     指定 n 个核一起计算； 

-cnf    指定 host 文件,host 文件是参加并行计算的机器名，请把它保存在共享目录里。 

-i      读入编写好的 journal 文件， 

或者可以输入：fluent 3d –h 来显示 fluent 的各个参数说明。 

注意：使用命令行的方式提交 fluent 并行计算，需要编写好一个 journal 文件，如果没有

journal 文件，那么就需要在 fluent 的图像界面上读入 cas 文件。 

 

例如：fluent 3d -g -cnf=/home/hosts.txt –t16 -i "/home/chenliang/s.jou" 

JUR 文件格式： 

/file/read-case-data "a.cas.gz" 

/solve/iterate 10（10 表示 10 步） 

/file/write-case-data "a1.cas.gz" 

exit 

或(/file/read-case-data "test" 

it 10  

/file/write-case-data "test1.gz" 

exit 

) 

参数说明：-g 使用无图像界面运行；-tn 指定 n 个核一起计算；-cnf 指定 host 文件,host

文件是参加并行计算的机器名，请把它保存在共享目录里；-i 读入编写好的 journa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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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Ls-dyna 命令行提交 

（建议提交 LS-DYNA 求解时单独建立一个用户）： 

首先添加环境变量： 

export LSTC_LICENSE=network 

export LSTC_LICENSE_SERVER=hpc 

export 

PATH=/home/lsdyan/mpp971_d_R5.0_Intel_linux86-64_hpmpi:/home/hpmpi/bin:$PATH 

export MPI_ROOT=/home/hpmpi 

export LD_LIBRARY_PATH=/home/hpmpi/lib/linux_amd64:$LD_LIBRARY_PATH 

export MPI_REMSH=ssh 

提 交 算 例 的 命 令 ： mpirun -np 16 -TCP -hostlist node63:8,node61:8 

/home/lsdyan/mpp971_d_R5.0_Intel_linux86-64_hpmpi/mpp971_d_R5.0_Intel_linux86-64_hpm

pi ncpu=16 i=/home/test/dyna.k memory=200000000 

-np 后面的数字表示 CPU 核数 

-hostlist 后面表示参加计算的计算机名和核数 

-i 后面是前处理输出的 K 文件 

求解完之后会在 /home/test 下生成一些结果文件 d3plot*，把这些文件下载到客户端用

C:\Program Files\ANSYS Inc\v130\ansys\bin\INTEL\lsprepost.exe 查看结果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