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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pak可以对我们的产品提供快速、精确及可靠的热管理和热设计分析。”

Dr.Matteo Fabbri 

ABB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首席科学家

使用ANSYS Icepak对电子产品进行高效的热管理

在电子产品的优化设计中，Icepak可以快速解决产品的热设计难题

现在的电子产品体积小、热耗大，因此

必须要求有良好的散热设计。器件过热

势必降低其可靠性，进而导致高昂的设

计成本。为了确保IC封装、PCB和整机

系统的卡靠性。工程师需要使用ANSYS 

Icepak来确保产品良好的散热设计。

I c e p a k包含先进的求解器，其鲁棒性

强、稳定性高，自动化的网格技术，使

得工程师可以对所有的电子产品进行快

速的热设计模拟，比如：计算机、电信

设备、半导体产业、航空航天、汽车产

业及其他消费性电子产品。

快速模拟电子系统热分布

电子产品的迅速更新需要工程师具有

便捷的热设计能力。工程师可以通过

1U网络服务器的气流迹线和温度云图分布

(使用多级Mesher-HD处理的复杂几何) 

ANSYS Icepak的标准电子组件来建立电

子产品的真实热模型，同时进行快速计

算，得到产品的热特性分布。

工程师通过简单的拖拽、下拉等操作，

对Icepak提供的小组件（比如：机箱、

风扇、封装、PCB板和散热器等等）进

行编辑修改，即可快捷地建立完整的系

统热模型；修改不同的参数，还可以对

不同工况进行热模拟分析比较。

导入封装MCM数据,某272-Pin球状引脚栅格阵列温度云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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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板电压云图分布；在PCB热设计中，将布线上电流产生的

焦耳热进行耦合计算

手机的网格处理，多级网格可以捕捉异形几何模型

的微小特征

ANSYS Workbench平台下，多物理场之间数据可进行快捷精确

的导入/导出

精确模拟PCB板

高温势必影响PCB的工作性能，因此工程师需要将PCB的热设

计和PCB的电气功能设计同时进行。使用ANSYS Icepak，工程

师可以将各种EDA软件的PCB布线导入Icepak（包括PCB的尺

寸、器件的布局、PCB板布线和过孔信息等，均可以导入），

这样工程师可以得到精确的PCB热特性。I cepak也可以模拟

PCB板的焦耳热损耗等。工程师利用Icepak可以精确预测PCB

的温度分布及各IC器件的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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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封装的详细和简化模型

由于高温严重影响设备的可靠性，因此先

进的封装工艺，均要求封装有良好多热设

计。Icepak包含各类IC封装的详细和简化

热模型。另外，工程师可以导入EDA软

件的封装信息，比如基板布线和过孔、

金线、焊锡凸块、硅片DIE尺寸及焊球等

等，同时Icepak还可以进行各种封装的热

测试模拟。对于详细的封装模型，可以

自动产生一个优化后的DELPHI网络IC模

型，这样，工程师进行板级或系统级热模

拟时，可以得到各IC封装的结温分布。

施耐德电气工程师使用Icepak进行布线开关系统的电热耦合，得到了系统的温度分布，优化了

导线和绝缘体的设计

“我们工程师将Icepak热模拟应用到整个产品体系中，这种方法大大减少了产品的打样和测试

次数，节约了 30%-40%的研发时间。”

 Arunvel Thangamani / 施耐德研发中心

ANSYS Icepak是ANSYS CFD家族的一成员，对电子设计来说，可以进行电、热和结构

的多物理场耦合分析。在ANSYS Workbench平台下，Icepak可以导入MCAD文件，与

ANSYS Mechanical进行热应力的耦合分析，同时，可以在ANSYS CFD-Post进行优秀的

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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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稳定的求解计算

Icepak使用最新的ANSYS Fluent求解器

进行计算。Icepak可以求解流动及所有

的传热模型—传导、对流和辐射换热，

可以对电子产品热设计进行瞬态计算和

稳态计算。求解器可以对异形几何的贴

体网格进行耦合计算；其允许工程师用

非结构化网格对任何复杂的电子几何单

元进行贴体保性的网格划分，并进行计

算求解。

自动优秀的网格技术

Icepak提供先进的自动网格技术，可自

动产生高质量的网格，并真实表达几何

形状。其网格类型包括：Mesher-HD、

非结构化网格和结构化网格；不用人工

干预，便可以对复杂几何产生贴体的网

格。另外，工程师可以对Icepak的网格

进行人工控制。优秀的网格技术可以有

效地改善求解计算的时间。

自然冷却工况下，某MLPQ封装的温度云图分布

考虑太阳辐射，强迫风冷，某航空电子机箱气流迹线和

温度云图分布

Icepak—基于对象的建模方式

Icepak包含电子行业常用的预定义小组

件：机箱、风扇、离心风机、IC封装、

电路板、通风孔、散热器等等。另外，

包含电子行业常用的材料属性、边界条

件等等。工程师可以快速地建立模型，

并进行模拟计算。

电子器件库

Icepak包含丰富的标准电子器件库，用

户不用特意寻找器件的详细数据。其包

含材料库、散热器库、导热硅库、封装

库及各类厂商的风扇库和离心风机库。

自动耦合传热计算

根据PCB板布线和过孔的信息，Icepak

可以计算出PCB板和IC封装基板层的详

细导热率分布。对于P C B板这种多层

复合材料，得到各向异性不均匀的导热

率，可以大大提高电子热设计的精度。

Icepak的优秀技术—网格处理、求解器、可视化后处理

—快速准确的热设计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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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pak定义的变量参数、组合函数等可进入

Workbench平台的参数管理系统，用户可随便

输入各变量的参数值，自动驱动Icepak进行多

变量的参数化计算。

ANSYS DesignXplorer是Icepak15.0的优化模

块，其通过MOGA (Multiple Objective Generic 

Algorithm)算法进行多参数的优化计算，如下

模型：

- 优化散热器个数和翅片厚度

- 散热器总质量不超过0.326kg

- 系统最高温度不超过70℃

- 优化结果：翅片厚度0.55893mm，翅片个数

18，最高温度69.316℃，热阻0.24513C/W，

散热器总质量0.32546kg。

参数化计算

Icepak的优秀技术—参数化/优化计算

变量优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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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pak的其他优秀技术

组分输运模拟计算

Icepak15.0可模拟建筑物室内、室外多组分流体的混合扩

散、相对湿度等等，可输入多种边界条件，可进行污染扩

散的稳态、瞬态模拟计算，广泛应用于商场、室内外靶

场、数据中心及航空电子机箱等的污染气体模拟计算。

热源/风机恒温控制计算

Icepak15.0可使用温度监控点来控制热源/风机的开启：

右图通过热源AGP温度监控点来控制热源AGP、电阻1、电

阻2的开启/关闭。

监控点温度超过-20℃，AGP芯片开启，同时两个热阻进入关闭状态。

可以发现，一旦AGP监控点温度超过-20℃，AGP芯片开始工作，温

度梯度升高较快；此时，两个电阻停止工作，温度开始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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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Coupled P-V求解器

●  使用Coupled（耦合）算  法来求解动量

●  方程和连续性方程

●  仅可用于稳态计算，耦合速度快； 

●  Coupled P-V求解器的速度是分离式求解器 （SIMPLE

算法）的2.6倍

●  其鲁棒性更优于分离式求解器

多样化的ECAD接口

支持导入Cadence、Mentor、Altium Designer、

Zuken等多种ECAD软件输出的格式。

向导式物理问题定义

引导工程师通过不同的选择，对其处理的物理问题进

行定义，方便了初级热设计工程师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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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提取DELPHI模型

对于不同的计算工况，I cepak可以自动提取最优的

DELPHI热网络模型。工程师可以将得到的DELPHI热

网络模型应用于板级或者系统级的热分析，进而模拟

各个器件的结温。

强大的后处理功能

工程师利用Icepak丰富的后处理工具，可以方便地得

到图片、动画及其他报告；也可以将Icepak的计算结

果读入ANSYS CFD-Post，做进一步的后处理显示，

以便客户可以更好地理解产品的热设计。

基于布线和过孔信息，计算IC封装基板层的详细导热率 3维CAD轴流风机多级网格处理；悬

挂网格结点可以准确处理 风机的弧

形叶片

使用MRF模拟真实风机，得到某系

统的迹线和温度分布云图；ANSYS 

Fluent求解器可以模拟真实的轴流

风机及真实的转速

对于自然冷却的无线广播系统来说，Datron需要快速准确的热设计模拟技术

“我们的工程师非常喜欢Icepak的非连续性网格。利用它，工程师可以对关键区

域，比如高热耗的器件等，划分高质量的网格。这无疑增加了关键区域的计算精

度，节约了不必要的计算时间。”

Patrick Weber / 结构工程师 / Datron世界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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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pak是ANSYS CAE模拟软件的一部

份,包含先进的热模拟技术，可以进行多

物理场的耦合分析，因此其模拟结果能

够真实反映产品的热特性。任何工程师

可以利用Icepak对其产品进行热设计模

拟。越来越多的公司相信ANSYS可以帮

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产品的相关设计。

导入和修复几何模型

在产品的设计工程中，建立模拟模型

是必须的ANSYS Icepak可以导入各种

EDA软件的PCB板和IC封装数据；也可

以导入3D几何数据或者其他几何中间格

式文件。

与电\结构耦合分析的接口

Icepak可以与Siwave、Simplorer及

ANSYS Mechanical实现电、热和结构

方面的耦合模拟分析。

自然冷却，某手机的温度云图分布及速度矢量图

利用ANSYS Icepak和ANSYS Siwave进行电-热耦合，得到PCB板级热

分析的电流(左图)和温度(右图)分布，可以看到由于PCB板铜层的焦耳

热导致的局部热点 

利用ANSYS多物理场的耦合模拟,及时改进产品设计的工作效率，更好理

解产品的功能设计

对于PCB和IC封装设计来说，Siwave

和Icepak可以把相关的热耗分布数据和

温度分布数据进行互换。通过Siwave，

工程师可以得到相应的电压分布，进而

可以得到P C B板或封装内由于铜层电

阻导致的焦耳热，通过接口，工程师可

以将焦耳热的分布导入Icepak。当然，

工程师也可以把Icepak的温度分布导入

S iwave，进一步分析温度场对电的影

响。电热的双向耦合可以使工程师更好

地模拟产品的电、热特性。

使用Simplorer，工程师可以从Icepak的

瞬态热分析结果中提取等效的热网络模

型。利用热网络模型，工程师可以迅速

的评估电子元器件的瞬态热响应。

利用相应的接口，工程师可以从Icepak

的热流结果中提取器件的温度场，并将

温度场分布导入ANSYS Mechanical中，

进行热应力的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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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 网格 辐射建模 钢电阻损耗先进的风机建模 后处理

CAD 集成 多物理场 HPC 设计优化 数据管理

ANSYS-DesignModeler，

导入CAD几何，并将其转

化成Icepak模型

用户进行电子冷却模拟时,

可以使用ANSYSDesign

-Modeler和Ansoftlinks导

入几何模型并做相应的简

化.另外,ANSYS与CAD供

应商合作,以确保有效的数

据导入

对于异形散热器，使

用Mesher-HD的多级

网格进行处理

ANSYSWorkbench是

一个良好的平台,其拥

有最广泛,最先进的模

拟技术.其包含的模拟

能力,可以使得仿真更

好地驱动客户产品的

研发

某透明材料，考虑太

阳辐射后的温度云图

分布

要确保产品的成功,研

发团队必须准确预测

产品在真实世界里的

复杂环境.ANSYS软件

可以对结构、流体、

电磁及系统间的相互

影响进行耦合仿真

利用MRF功能模拟

真实的风机，可以看

出，风机失效后，导

致的气流回流现象

高性能计算可以得到

模拟工况快速、准确

的结果.ANSYS提供多

种解决方案,与硬件供

应商一起,确保提供客

户所需的高性能计算

能力

将Siwave计算的铜层

焦耳热导入Icepak，

可得到多层PCB板及

器件的温度分布

ANSYS Design-

Xplorer是的工程师可

以对产品的多种变量

进行优化、（DOE）

分析，进而得到最佳

的设计方案

利用ANSYS CFD-

Post，得到异形散热

器周边的速度矢量图

ANSYS EKM可以将

与模拟数据相关的知

识点,包括:背景知识、

问题描述、回顾、处

理办法及试验的数据

等等，进行累计

其它的ANSYS工程仿真功能

前处理 仿真 后处理 数据库

ANSYS ICEP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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