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模仁公模仁公模仁公模仁撓撓撓撓曲行為的三維數值模擬結果及其驗證曲行為的三維數值模擬結果及其驗證曲行為的三維數值模擬結果及其驗證曲行為的三維數值模擬結果及其驗證 

 
周雅云周雅云周雅云周雅云 1, 楊文賢楊文賢楊文賢楊文賢 1, and A. J. Giacomin2, A. J. Hade 2 

 
1 CoreTech System (Moldex3D) Co., Ltd., ChuPei City, Hsinchu, Taiwan 

2 Rheology Research Center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sconsin, 
USA 53706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一端封閉的細長中空件之射出成型製程上，圍繞公模懸臂樑特徵的熔膠常有流動波前分佈不均的現象，因而

造成公模仁撓曲現象。此撓曲行為不僅使塑件肉厚不均，更會加速不均勻的波前分佈，導致撓曲加劇。因此，

此類問題的射出成型製程尤其具挑戰性，特別是較薄的塑件。在本文的研究中，我們發展出一套有效的三維數

值模擬系統，可以用來預測公模仁撓曲的行為。本文引入文獻中稱之為公模仁撓曲度的一維無因次化項，探討

其對公模仁翹曲行為的影響。為了驗證模擬結果的正確性，將與 Giacomin 與 Hade提出的解析解進行比較。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中空件的射出成型製程上，一端封閉的細

長中空件其公模在該特徵上需要製成懸臂樑狀

（cantilevered cores），因此增加許多製程上的挑戰
性。在其射出過程中，圍繞公模懸臂樑特徵的熔膠

常有流動波前分佈不均的現象，因此造成公模仁撓

曲現象（core deflection）。公模仁撓曲在細長中空
件的射出成型上是普遍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在當肉

厚較薄時，尤其困難。若是公模仁的撓曲導致公模

仁接觸到模壁時，甚至會導致塑件穿孔的現象。因

此，模具設計者對於最大公模仁撓曲程度甚感興

趣，以期能避免此問題發生。 

  

傳統的 2.5D薄殼理論分析採用流動幾何的中
間面（mid-plane）來取代整個實體模型，此技術的
發展已十分成熟，用於薄件分析有相當好的正確性

與效率性。然而，分析公模仁撓曲這種較複雜的問

題，中間面模型顯然不敷使用。在此我們使用了真

實三維模型來進行充填階段公模仁周圍塑料的流動

行為與壓力分佈的分析。在本研究中，我們更發展

出一套有效的三維數值模擬系統，可以將流動分析

結果連結至應力分析計算。除此之外，我們更將模

擬結果與數值解析解比較（Giacomin and Hade, 
2005）[1]，藉以驗證模擬的正確性。 

 
 

研究理論研究理論研究理論研究理論 
解析解[1]: 
 
圖 1為一固定截面積的懸臂樑狀公模仁。我們將討
論的範圍限制在牛頓流體，並且忽略熔膠的固化程

度。此外，我們考慮一個十分不平衡的模穴充填行 

 
 
為，亦即熔膠只充填至公模仁的一側。Giacomin 以
及 Hade研究此問題的解析解，並發現公模仁撓曲
程度是由一個無因次化的體積流率 Q （volumetric 
flow rate）來決定，他們稱之為公模仁撓曲度

（core deflectability）。無因次化後的公模仁偏移量
Y 以及撓曲度 Q的關係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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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 µ 為牛頓流體的黏度， Q為體積流率，L 

為公模仁懸臂樑特徵的長度， EI 是公模仁的剛
性，最後 

0B  是模壁與公模仁底部之間的距離。 

 
無因次化後的公模仁偏移量計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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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 是公模仁偏移量。沿公模仁方向的無因次化
軸向位置 X 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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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數值模型： 
 



 

在本研究中，熔膠在充填階段的流動壓力是由以下

的數學方程式計算得到。用來描述暫態、非恆溫的

三維流動行為的統御方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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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u 為速度向量， T 為溫度， t 為時間， p 為壓
力， σ 為總應力張量， ρ 為流體密度， η 為黏度，
k 為熱傳導係數， Cp 為比熱，最後，γ&是應變率張
量的強度。  
 

熔膠在充填階段的壓力 p 是由算式 (7)得到。
然而，此壓力會產生一淨側向力於公模仁表面。因

此，公模仁撓曲行為可由達到下式中的力平衡計算

得到：  
 
        0=+∇ Fσ                            (9) 
 

其中 σ  為應力， F  是熔膠壓力產生的體作用
力。 
 
本研究採用有限體積法（ The finite volume 
method ）來求解各流場與應力相關之統御方程式，
以解析真實三維的暫態流體行為。數值核心在文獻

[2,3]已經被驗證可以成功的應用在射出成型製程上
的模擬。許多實驗結果也驗證了此數值核心技術在

可靠度與效率上的表現。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為了驗證本研究中公模仁撓曲的模擬結果之正確

性，模擬結果將與 Giacomin與 Hade提出的解析解
進行比較。由於該解析解的提出使用了一些假設，

我們也針對三維模擬做了一些相對應的簡化。首先

在充填階段沿厚度方向的壓力分佈設為對稱。然後

我們將解析問題的範圍限制在不隨溫度變化的牛頓

流體上。又因為在解析解中假設熔膠只充填至公模

仁的一側，在模擬條件中，我們只考慮當熔膠充填

至細長公模仁下方時熔膠施於公模仁上的壓力負

載，並將此時的壓力負載作為接續下來的應力分析

之初始條件。另外在解析解中不考慮熔膠固化程度

的影響，我們的模擬計算只輸出充填階段的壓力結

果至後續的應力分析中。然而，我們的模擬計算仍

然與解析解的假設有一些相異的地方，可能造成計

算的誤差。在模擬計算中，算式 (8) 考慮了高溫的
熔膠與低溫的模壁（包括公模仁）之間的熱傳導，

這部份解析解則是相對簡化為等溫的問題。最後，

算式 (8)包含了黏滯加熱項，這在解析解中則是被
忽略的。 
 
 圖 1 為求解幾何模型的示意圖，由於解析
解為無因次化，我們建立了一個相對應的三維模

型，模型尺寸標示於圖 2 (a) 與 (b)。表 1 列出了模
擬計算所使用的公模仁材料以及其彈性模數和慣性

矩，與其他成型條件。我們使用表 1的條件作為充
填分析與公模仁撓曲分析的計算參數，並更改充填

時間以得到不同的體積流率。當熔膠自模穴流入，

充填至細長公模仁的下方直至公模仁的尾端時，熔

膠施加於公模仁上的壓力將會輸出至後續的應力分

析軟體，作為應力分析的邊界條件（如圖 3(a)所
示）。 
 
 在此我們考慮兩種最常見的懸臂樑狀公模

仁的情況。情況 1 是固定一端的公模仁，靠近公模
仁頂端進膠。情況 2 同樣是固定一端的公模仁，但
是進膠口靠近公模仁的底部。由於情況 1和情況 2
的模型幾何是對稱的，我們可以在未變形之前，施

加相同的壓力負載在公模仁上，僅改變其固定端的

位置。如此的假設將可近似於解析解的條件。兩種

在應力分析固定公模仁一端的限制如圖 4所示，分
別表示情況 1與情況 2。經過應力分析之後，在不
同體積流率之下所造成的最大公模仁偏移量將可計

算得到。 
 

針對情況 2 自公模仁底部進膠，求解算式 
(1)，在線性變化區域的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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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1自公模仁頂端進膠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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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列出不同體積流率之下的最大公模仁偏

移量模擬結果。與解析解的比較如圖 5所示，兩者
在線性變化區域十分吻合（解析解由算式(10) 與 
(11)得到），其中   Q ≤ 0.1。然而，模擬結果無法正
確捕捉更高的 Q 值之非線性變化區域之變形行
為。這是因為在我們的模擬計算中，公模仁變形對

熔膠壓力變化的影響並沒有考慮進來的緣故。 
 
 然而，在我們的三維模擬計算中，我們可

以算出充填階段在不同時間之下的公模仁撓曲情形

以及其應力分佈。我們更可以真實考慮不均勻的流

動波前包圍住公模仁對變形結果的影響。讓我們以

情況 2 自公模仁底部進膠為例，流率取 Run 3 

   
Q = 0.01( ) 的條件。圖 6 (a) 與 (b) 顯示在充填階段

不同時間的波前位置與壓力分佈情形。之後將這些



 

不同時間施加於公模仁上的壓力負載輸出至應力軟

體進行應力分析。圖 6 (c) 和 (d) 為所得到的 Von 
Mises stress分佈以及公模仁變形後的形狀。從以上
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公模仁周圍不均勻的流動波

前對翹曲行為有很大的影響。隨著流進模穴的塑料

逐漸增加，公模仁的應力與偏移量逐漸變大。然

而，當熔膠開始流進公模仁的另一側，最大應力與

偏移量會開始減少，這是因為流體壓力施加在公模

仁另一側開始出現的緣故。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本研究中，我們發展出一套有效的三維數值模擬

系統，可以成功進行熔膠圍住懸臂樑狀公模仁的流

動行為模擬。另外，在文獻中解析解的推導

（Giacomin and Hade, 2005）發現稱之為公模仁撓
曲度的一維無因次化項主導了公模仁翹曲行為，本

研究的模擬結果與其驗證後得到良好的一致性，在

較低的體積充填流率之下，公模仁偏移量與撓曲度

呈線性變化，模擬結果尤其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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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 模擬計算所使用的熔膠，公模仁材料與其他
成型條件 

 
 

表表表表 2 –無因次化後不同體積流率之下所得的無因次
化公模仁最大偏移量 

 
 

圖圖圖圖 1 –兩種常見的懸臂樑狀公模仁的模型示意圖：(a) 
自公模仁底部進膠 (b) 自公模仁頂端進膠 
 

 

(a) 自公模仁底部進膠 

 

(b) 自公模仁頂端進膠 

 

圖圖圖圖 2 – 模擬分析所使用的模型幾何： (a) 模型外型
與尺寸 (b) 模型實體網格與厚度 



 

 

(a) 模型外型與尺寸 

 

(b) 模型實體網格與厚度 

  

圖圖圖圖 3 –在應力分析所設定的邊界條件：(a) 初始壓力
條件 (b) 固定位移（自公模仁底部進膠） 

 

 
(a) 初始壓力條件 

 

 
(b) 固定位移（自公模仁底部進膠） 

 
圖圖圖圖 4 – 情況 1與情況 2的固定位移設定 

 
 

圖圖圖圖 5 –比較模擬結果與解析解所計算出公模仁偏移
量與撓曲度之關係 

 
 
圖圖圖圖 6 –充填階段的多段時間輸出： (a) 波前變化 (b) 
壓力分佈 (c) Von Mises Stress (d) 公模仁變形後之形
狀 

 
(a) 充填階段的波前變化 

 
(b) 充填階段的壓力分佈 

 



 

 
(c) Von Mises Stress 

 

 
(d) 公模仁變形後之形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