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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ptiStruct 的电子器件基板加强筋拓扑优化设计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Electronic Stiffened Panel 

based on OptiStruct 
解国宏，刘国庆，崔振山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塑性技术与装备研究院，上海 200030） 

 

摘要：把 OptiStruct 拓扑优化应用于电子器件的基板加强筋分布的设计中。在不增加材料质量的前提

下，以提高基板刚度，降低基板变形为目标，来对基板的加强筋的分布进行拓扑优化。结合基板上电

子元器件的布置情况和拓扑优化的结果，重新排布加强筋在基板上的位置，得到优化后基板的改进设

计。对比基板原始设计和改进设计在相同工况下的有限元模型的刚度计算结果，证明应用拓扑优化的

方法来改进此基板加强筋的分布是合理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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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pology optimization with OptiStruct are applied to improve design of stiffened panel 

distribution on base plate of electronic instrument. With aim to increase rigidity and reduce deflection 

of base plate and, distribution of stiffened panel are improved with topology optimization. With 

comparison for result at same boundary condition between baseline and improved base plate, The 

deflection of improved base plate is reduced. The results show topology optimization with OptiStruct 

is reasonable and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of stiffened panel applied in design improvement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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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精密电子部件的基板，是承载精密电子元器件的主要构件，其结构刚度直接影响到整个电子部件

的工作精度。传统的设计方法是根据结构的力学特征和设计工程师的经验来设计基板上加强筋的分布，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随着优化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提高，通过结构拓扑优化计算可以得到最

优材料分布，将加强筋的设计问题转化为结构上材料的分布问题。以单元的密度或厚度为设计变量，

采用如均匀化方法、变密度法或进化方法等较为成熟的拓扑优化算法可以得到最优的材料分布。本文

基于结构优化软件 OptiStruct，采用拓扑优化方法
【1】对精密电子部件基板上的加强筋分布进行了优化

设计，并与传统设计方法得到的原始设计进行了对比，表明拓扑优化方法[2应用于基板上加强筋分布

的设计中合理和可行。 

 

1 基板工况分析及有限元模型建立 

1.1 基板工况分析 

原始基板的加强筋分布见图 1 和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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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原始基板正面加强筋分布                                         图 2.原始基板反面加强筋分布 

在实际工作中，基板的 4 个角部的螺栓孔由定位螺栓固定约束，由基板和电子元器件的重量使得

基板沿铅垂方向产生变形，使得精密电子部件工作时精度降低。所以基板在分析时的工况为 4 个角部

螺栓孔固定约束，基板加重力，此外电子元器件的重量也要施加到基板上，以此为边界条件来得到基

板的变形分布。 

1.2 基于 HyperWorks 的有限元建模和求解流程 

利用 HyperWorks 软件包的基板有限元建模和求解流程见图 3 所示。 

 

 

 

 

 

 

 

 

 

 

 

 

图 3 HyperWorks 建模和求解流程 

建模时需要注意些细节问题：1）去掉对分析结果影响较小的部分零件，并对一些复杂结构进行简

化处理；忽略对整体力学性能影响较小的几何细节，如较小的倒角等。2）根据计算机的能力和要求的

精度，选用合适的单元类型和网格大小，划分有限元网格。3）单元质量对有限元的计算结果有较大影

响，所以必须对所划分的网格进行单元检查。检查内容有：重复或未连接的节点；重复单元或缺少的

单元；高度畸变或翘曲的单元等。 

优化前，在 HyperMesh 中建立基板原始设计的有限元模型，根据具体的工况设置好边界条件。

由 OptiStruct 计算出基板原始设计的刚度位移最大值及其刚度位移分布，作为优化模型设定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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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2 基板加强筋的拓扑优化分析 

以降低基板变形为目标，对基板加强筋的分布进行拓扑优化，从而确定基板加强筋的最优分布。

本文采用 OptiStruct 变密度的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方法对该基板加强筋进行优化设计。其基本思想是

引入一种假想的密度值在（0～1）之间的密度可变材料，将连续结构体离散为有限元模型后，以每个

单元的密度为设计变量，将结构的拓扑优化问题转化为单元材料的最优分布问题。 

进行拓扑优化时，必须先确定拓扑对象的设计空间和非设计空间。设计空间为需要拓扑优化的区

域，也就是设计变量，而非设计空间则是在拓扑优化过程中结构保持不变的区域。对本文所述的基板，

基板本身为非设计空间，在优化过程中其结构保持不变。基板上放置电子元器件的区域为非设计空间，

不可以布置加强筋。优化模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优化模型 

在 OptiStruct 中设置优化参数，选定基板的最大铅垂位移为优化目标，使得最大铅垂位移最小。

优化计算后的结果如图 5 所示。 

 

如图 5. 基板优化后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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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板优化后密度分布图中红色区域的材料对工况中最大变形影响最大，是筋的理想分布位置。从

中可以看出在 4 个固定孔与基板中心连线靠近固定孔的区域为重要位置，还有基板中心区域的一定范

围也是重要区域。 

 

3 基板加强筋的拓扑优化设计 

结合基板上电子元器件的布置情况和拓扑优化的结果，重新排布加强筋在基板上的位置，得到优

化后的基板改进设计。如图 6 所示为基板加强筋原始设计和改进设计的对比。 

 

图 6. 基板加强筋原始设计和改进设计 

4 基板加强筋改进前后性能对比 

在 Hypermesh 中，分别对基板改进前后的设计建立有限元模型，  分别设置前述工况，由

OptiStruct 计算得出基板的最大变形和变形分布，结果如图 7 所示。 

 

图 7. 基板改进前后变形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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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整理见表 1 所示。 

表 1. 基板改进前后性能对比 

基板 优化前  优化后 

最大位移 (mm) 6.223E-04 4.938E-04 

质量(Kg) 3.3000  3.2245  

优化后基板最大位移减小20.6%，质量减少2.3%  

由计算结果可知，根据优化后的加强筋分布，基板最大位移减小 20.6%，质量减少 2.3% ，此优

化设计是合理和可行的。  

6 结束语 

近年来，拓扑优化在工业中的应用取得了迅猛发展。OptiStruct 软件拥有成熟的拓扑优化能力，

帮助工程师在产品概念设计早期就得合理和可行的设计思路 ，，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降低成本，

提高产品可靠性和竞争力，越来越在现代制造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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