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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来提高家电产品的性能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为解决某水晶空调器结构

以及包装设计的问题，本文介绍了关键包装材料的材料性能建模和标定方法，建立了完整的水晶空调

即带包装跌落仿真分析模型，快速、准确地找出了机器部件跌落损坏的原因，并据此有针对性地对水

晶空调器结构、包装进行了改进设计，显著提升了水晶空调器结构和包装结构的抗跌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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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ome appliance field, computer simulation is becoming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to improve a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If an air-conditioner is dropped, damage is 
possible. This paper showed a method to define material properties of EPS foam, and a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an air-conditioner package was built for drop test simulation. Basing on Altair 
RADIOSS solver, the air-conditioner structure was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design, the air-conditioner foot structure and EPS foam structure were optimi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astic deformation of ABS material on air-conditioner foot was reduced to 
less than 3%. The improvement on both air-conditioner foot structure and EPS foam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air-conditioner’s risk of breakage during the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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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电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的质量、成本和开发周期越来越受到各大家电企业的高度重视。而

通常主要依靠工程师设计经验以及参考母本进行的空调结构、包装设计方法，往往只能做定性的分析。

当模型结构较为复杂时，要做到定量的手工计算分析是非常困难的。故单靠工程经验进行的设计方法，

往往存在过度使用材料，或者强度设计不够问题，已远远不能满足家电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近年来

计算机软件、硬件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百万以上大型模型进行求解的效率越来越来高。利用 RADIOSS
碰撞理论进行空调器结构、包装设计，可以大幅提高产品的可靠性，有效地节约包装材料，并进行创

新型的设计，达到行业的技术领先。 

 
2 关键材料的材料性能获取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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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预测带包装水晶空调机的抗跌落性能，在建立整机模型前，对机体零件所用到的材料以

及关键的包装缓冲件，如蜂窝板、EPS 块等进行了材料性能的物理测试，同时使用仿真模型对材料性

能试验进行了模拟，以标定仿真模型的材料数据。 
 
以包装设计中最常用的蜂窝纸为例，蜂窝纸板是典型的各向异性蜂窝材料，在受到轴向压缩的过

程中会依次产生的线弹性变形、弹性屈曲、塑性坍塌和脆性破坏等几个过程。截取标准大小的蜂窝纸

块进行轴向静压，获得压缩力与压缩行程曲线。为了捕获蜂窝纸轴向抗压曲线的第一个峰值，本文使

用了基于 Correrat 介质理论的高级蜂窝材料本构模型对蜂窝纸材料进行建模，并据此对蜂窝纸块轴向

静压试验进行再现，如图 1 所示。虚拟压缩试验获得的压缩力-形程曲线与试验测试曲线的高度吻合，

证明了蜂窝纸材料模型数据的准确性。 

 
图 1 蜂窝纸材料性能标定 

 
3 带包装结构空调机跌落仿真模型 

由于 STP 格式的水晶空调结构模型图，采用 2D 单元，3D 六面体单元以及少数 4 面体单元对模

型进行离散化处，并进行各部件装配连接，得到水晶空调机以及包装结构的有限元离散模型如图 2。 

                       
水晶空调室内机                    带包装 

图 2 空调机机体和包装结构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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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内部抗跌落标准的高度，赋予整个模型初始速度，并添加重力加速度以创建跌落工况。

其中某角跌工况如图 3，将调整好的模型数据提交 RADIOSS 显式动力学求解器进行求解。 

 

         
图 3 带包装机体的角跌工况 

 

4 结果分析与设计改进验证 
4.1 初始设计方案跌落仿真表明，某角跌工况下，机体有较大程度变形，其仿真结果如图 4： 

     
机器触地瞬间              包装底垫块造型 

图 4：初始设计的角跌工况仿真结果 

 

分析整个仿真结果动画可知，机器角部结构强度设计不够，导致机器角部跌落过程中，出现了明

显的大变形，局部塑性应变达到了 40.2%；其次，包装垫块厚度太小，使用机器在跌落过程中过早的

“硬”触地；设计包装垫块时，对机器结构没有进行合理的避让，故使机器底盘中部向内凹陷进去。 

 

4.2 根据局部部件破损情况及上述原因分析，分别对机器结构、包装结构进行改进设计，如图 5 及图

6 所示： 



Altair 2013 技术大会论文集 

-4- 

    
更改前                     更改后 

图 5 机体结构设计更改 

        
更改前                     更改后 

图 6 包装结构设计更改 
 

4.3 将改进后的设计模型数据再次针对该恶劣角跌工况进行仿真验证，其结果如图 7： 

         
图 7 改进后角跌仿真结果 

 
可见，改进设计方案里机器角部结构强度得到了加强，导致机器角部跌落过程中，局部塑性应变

降为 0%，机体结构没有永久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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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利用 RADIOSS 对空调器的结构、包装进行辅助设计具有以下优势和特点： 
5.1 可以快速、准确找到造成部件失效的原因 
由于碰撞、跌落是在时间极短的瞬间完成，造成部件失效的原因往往发生在跌落的过程中，而工

程师往往只能看到物料样机实验结果；利用后处理软件不仅可以重现跌落过程，而且可以提取每个时

间点的各部件应力、应变、位移等物性参数，帮助工程师进行分析。 
5.2 使用结构材料分布、包装材料的使用更合理 
找到了真正造成部件失效的原因，就可以合理的使用材料进行设计。有效的节约了设计成本。 
5.3 空调结构、包装设计更高效、节约 
通过虚拟样机的分析，省去了大部分制作物理样机，物理实验的环节。使设计更高效，同时节约

了制作样机、实验测试的成本。 
5.4 求解器的高效、准确、稳定 
利用 RADIOSS 的多 CPU 技术、质量缩放技术进行跌落分析，计算效率更高；计算结果更准确，

不受 CPU 核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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