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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设计探索及优化工具

传统优化最重要特征：只有一

个优化目标。

传统的优化概念：在某些指标

满足一定要求前提下，调整设

计变量，使某项指标达到最

优。例如，在保证结构刚度和

强度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通过

改变某些部件的厚度和宽度，

使结构的重量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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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关键词 

●  实验设计技术 ●  开放式优化平台  

●  六西格码设计 ●  多目标优化 

●  鲁棒设计  ●  离散变量

DesignXplorer 将各种设计参数集成到分析过程中，基于实验设计 (DOE - Design of 

Experiment) 探索设计变量和产品的性能之间的关系，并将二者通过响应面的方式结合起来。

实验设计（DOE）和响应面提供实现仿真驱动产品研发（SDPD）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基于实

验设计 (DOE) 和相应面，一旦得到产品性能与设计变量的变化关系，确定产品如何更改能否达

到需求就变得易如反掌。 一旦创建响应面，这些信息可以通过直观的方式呈现：曲线、曲面、

敏感度、蛛状图等，使设计人员能快速地建立设计空间，在此基础上对产品性能进行六西格码

设计、多目标优化、鲁棒设计等深入的研究工作，并提供了直观的工具迅速选择到优化的设计

方案。

DesignXplorer 提出了新颖的优化概念，提供了创新性的优化技术，使它在设计优化领域脱颖

而出。它可在 WorkBench 中运行，也可通过 WorkBench 的 APDL 导入功能附加在所有经典独

立模块及组合模块上，进行所有场（包括电磁和流体）和所有分析功能的优化分析。

优化概念的革新

多目标优化  DesignXplorer的革新之一

实际工程需要多个优化目标，需要产品较好的总

体性能，即产品多项指标皆趋向于最好，而不是

某项指标达到最好而无视其它需要。比如要求实

际产品的第一阶频率要高、重量要轻、宽度要小

时，我们需要用多目标优化方法，折衷与平衡这

三项优化指标。



计算模型各种计算输入条件，如材料

属性、几何尺寸、载荷等，实际情况

中常存在波动性或不确定性。

传统计算方法认为每个输入条件的

数值是确定的，忽略了不确定因

素，或过于保守地假设了不确定因

素，因而不能正确评估产品生产、

使用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对其可靠

性的影响。

计算模型各种计算输入条件的波动

性或不确定性，必然引起响应值的

不确定性及不易预测性。

传统优化方法无法在设计输入变量变

化、波动条件下对产品可靠性进行综

合优化。

鲁棒设计技术  DesignXplorer的革新之三

鲁棒设计（RD）技术基于波动性、不确定性假设，综合考虑设计输入

变量、不确定输入变量对产品可靠性的影响，对产品进行优化设计，

使其达到六西格码质量标准、减小波动度、优化可靠性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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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格码设计技术  DesignXplorer的革新之二

六西格码设计（DFSS）技术——基于六个标准误差理论，假设材料属

性、几何尺寸、载荷等不确定性输入变量的概率分布，分析输入变量不

确定性对产品性能（应力、变形等）的影响，判断产品设计是否达到六

西格码质量标准（1，000，000件中只有3.4件失效），并评估其可靠概

率或失效概率。

产品特点

●  支持所有的物理场

 -支持结构、流体、电磁、热等单场优化

 -支持多物理场耦合优化

●  DOE试验设计算法 
 -中心复合设计

 -优化空间填充设计

 -用户自定义设计

●  响应面拟合

 -全二次多项式法

 -克里格法（Kriging）

 -非参数回归法（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



●  优化算法

 -Hammersley算法

 -多目标遗传算法（MOGA）

 -非线性规划算法（NLPQL）

 -混合整型序列二次规划法（MISQP）

 -自适应单目标优化

 -自适应多目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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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西格码设计技术

 -评估产品可靠概率

●  独特的鲁棒设计技术

 -优化产品可靠性

●  新的Workbench标签

 - 分析系统单独标签

 - 每项 DX 优化工具单独标签

 - 方便分析与各种优化切换

●  开放式优化平台

 -支持外部优化工具

 -外部工具通过ACT插件调动

 -可调用用户编写的优化程序

 -可通过ACT调用外部软件优化（Mat Lab）

●  全参数化设计

 -支持ANSYS Workbench下的所有计算数据

 -与CAD软件联合进行形状参数优化

 -支持ANSYS经典的参数化设计语言APDL

 -支持其它第三方计算程序（相对于一个独立的优化设计软件）



结果显示工具

●  设计空间图  由输入参数与响应参数之间的关系，形成响应面或设计曲线。对离散变量有特殊的显示方式。

设计空间

●  灵敏度  正则化的灵敏度图表，以直方图和饼图形式直观显示输入参数对响应参数的相对影响程度。

离散设计变量的响应面

灵敏度图

ANSYS  DesignXplorer 5



●  概率分布显示  反映六西格码设计（DFSS）计算结果概率的柱状图、累计函数图、概率表/逆概率表等，直观地观察可靠概率

多目标优化的输出

DFSS分析结果概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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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目标优化的输出  给出三个优化的候选设计，“星号”的数量指示了目标达成的程度。候选设计还包括使用设计点编号，可方

便访问保留文件

●  蛛状图  即时反映所有输出参数在输入参数当前值的响应，可以容易地、形象地查看、比较输入变量的变化对所有输出变量的

影响。

蛛状图



●  参数相关性趋势线 针对两参数相关趋势，图表中给出了拟合的一阶与二阶拟合曲线的方程

DesignXplorer丰富的图像输出可以帮助设计人员更好地理解参数间的关系

参数相关性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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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工程师经常用仿真来评价某个设计是否达到性能

要求，如零件的几何尺寸设置，输入和材料特性等，

用 ANSYS Workbench 中的 what-if 研究来改进设计。

ANSYS DesignXplorer 将以上的分析引入更深一个层

次，它采用 DOE 算法，系统有效地产生设计空间，然后

用先进的响应面技术来插值结果。参数技术可以计算参

数之间的相关性和敏感性，从而全面理解整个设计空间。

优化算法能够决定参数的最佳组合，6σ 分析能够使设

计更加鲁棒。

仿真驱动产品研发

ANSYS WorkBench 环境作为一个中心平台，全面支持仿

真驱动产品研发。DesignXplorer 提升了 Workbench 的参

数分析功能，在其中新建和管理参数非常方便，并且参数

一旦设定，一直有效，参数变动时会自动更新。

可以通过拖拉在 Workbench 界面里增加 DesignXplorer
系统（目标驱动优化、参数相关性、响应面和 6σ分析）。

远程求解管理器（RSM）支持设计点远程求解。

DesignXplorer 结合其它 ANSYS 模块，帮助设计人员完

全理解设计方案。因此设计人员可以真正通过仿真驱动产

品研发。

DesignXplorer支持所有物理场

ANSYS能够准确地解决流体、结构、电磁、热等物理场

下的产品模拟问题。ANSYS工作流程包括双向CAD接

口、网格划分、后处理工具，这一简化流程使分析更加

有效，所有的这些工具都集成在Workbench环境中，可

以联合使用来完成仿真分析需求。DesignXplorer集成

在ANSYS Workbench环境中，支持所有物理场，无论

是单场分析还是多场耦合分析。各个行业的研发团队用

ANSYS DesignXplorer来加深对产品设计理解，并提升

产品性能。

ANSYS设计探索工具引领仿真驱动产品研发

DesignXplorer能自动探索各种设计方案，从而获得最优设   计方案

Cameron公司用目标驱动优化功能优化止回阀的阀片角度。他们的团

队利用ANSYS DesignXplorer分析研究了多个解决方案，并用平衡折

衷出50个不同尺寸和压力的阀设计方案。

“为50个阀门方案分析出的50条多点形成的曲线，本质上是各种条件

下的流动效率曲线，我们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Christophe Avdjian, Design Development Manager, Engineered 

Valves Cameron Inc.

设计探索能够加深对设计的理解，如在选择催化剂还原系统时，理解

哪些参数影响催化剂入口处的氨水质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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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和响应面

ANSYS DesignXplorer采用了一系列的DOE技术，从基本的超拉丁取样法（LHS）

到中心复合设计法（CCD），再到优化空间填充（OSF），以及自适应稀疏栅格法

或克里格法。通过这些科学方法，将一系列仿真试验形成设计空间，从而可以探索

整个设计。DOE表格中的设计点可以在本机上批处理求解，也可以在远程分布式机

器上求解。

强大的响应面技术包括了完全二阶多项式法、克里格法、非线性回归法和神经网络

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在多维空间的两个数据点间进行插值，也可以对设计变量

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以2D或3D的形式可视化。

DesignXplorer能使用响应面作为优化降阶模型。比如，进行折衷优化时，内部算法

迅速搜寻响应面，求解上千个样本。设计人员可以随意探测响应面或增加设计点。

优化

一旦完成设计探索，理解了设计参数间的相关性和敏感性，就可进行优化。

DesignXplorer有多种算法帮助设计人员寻求最佳设计方案，该方案可考虑多个目标

和性能的折衷。

6σ分析

仿真通常基于确定的尺寸、载荷边界条件和材料属性，然而在现实中，这些条件的

取值往往会因为制造公差或工况不同而产生变化。6 σ分析能够考虑输入参数的微小

变动对输出参数的影响，这可以帮助设计人员确定设计方案是否满足鲁棒性要求。

相关性、确定性和敏感性分析有助于了解如何提高鲁棒性。

图形工具增强理解

扩展工具可以用图形洞察产品的性能，包括敏感性图、相关矩阵、曲线，曲面，折衷视

图与Pareto前沿的并行图表。在探索设计的时候，这些工具输出相关数据，以帮助加深

理解。

响应面能使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之间的关系可

视化。上图是Ansoft Designer模型的例子

折衷视图能够可视化候选方案来进行优化，

能够找出最佳的折衷方案来满足设计

ANSYS DesignXplorer提供先进工具

6 σ分析确保在期望的输入参数范围内整个设

计的鲁棒性

总体敏感性图显示出最重要的设计参数

响应面：输入参数与输出参数间的关系视图参数相关性矩阵识别关键参数 拟合度工具可评估响应面精度

探索和改进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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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 DesignXplorer 是我们软件的一部分，软件提供了广泛、

全面、深入的功能，包括一系列的高级功能和多物理场的分析能

力。所有这些确保分析结果反应了真实的情况。广泛的功能几乎

达到了设计流程所需的任何工程仿真领域。全世界的用户都相信

ANSYS可帮助他们实现对产品品质的承诺。

几何参数

A N S Y S W o r k b e n c h中可以通过双向C A D接口和A N S Y S 

D e s i g n M o d e l e r定义设计参数。此外，也可以使用A N S Y S 

SpaceClaim Direct Modeler对标准格式的几何模型进行参数化。

仿真数据管理

设计探索时会产生大量的数据。ANSYS Engineering Knowledge 

Manager（EKM）可以在一个可搜索可共享的环境中，按照工作流

程查找和管理仿真数据。EKM工具可以显著提高仿真团队的效率。

高性能计算

多参数模型需要高性能计算（HPC）来快速获取高质量的结果。

先进的并行处理技术有效地利用一台计算机或者网络上多个计算

机的多个核来进行运算。因此，HPC可以在确定的时间内增加设

计变量的数目，从而获得一个更好更优的产品。

高级工程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利用ANSYS Mechanical

和DesignXplorer找到了对燃料电池块热性能影响大的

参数。

“我们的团队通过使用DesignXplorer，不光缩短了几

个月的研发时间，而且充分理解了燃料电池的特性，尤

其是设计变量的影响，从而使设计得到创新。”

Andreas Vlahinos, President, Advanced Engineering 

Solutions

Waterloo大学Formula车队使用DesignXplorer优化FSAE汽

车的进风口，快速、高效地分析出不同的设计对整体性能

的影响，明显减少了物理样机试验。

集成工具包能够充分探索设计，并且很好的管理仿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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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化模型 DOE 响应面方法 优化／鲁棒设

计／6σ
敏感性／相关性

分析

报告生成

CAD 集成 多物理场 HPC 数据管理

ANSYS DesignModeler

和ANSYS SCDM提供了

几何建模的功能，能够导

入外部的各种CAD数据。

此外，ANSYS与领先的

CAD厂商密切合作，从而

保证CAD导入到CAE的有

效流程。

ANSYS Workbench提

供了现代工业应用最广

泛、最深入的先进工程

仿真技术的基础框架，

使之在仿真驱动产品设

计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为了确保设计出成功

的产品，研发团队必

须预测复杂产品在真

实环境中的特性，

ANSYS软件可以在一

个简单的、统一的工

程仿真环境中对结构

力学、热传递、流体

以及电磁场之间的相

互影响进行仿真。

H P C能够求解复杂

的高精度模型，从而

对产品有准确而深刻

的理解。ANSYS提

供的解决方案，加上

硬件合作厂商的支

持，确保达到设计人

员所需要的速度。

EKM使得企业能够解

决许多和仿真数据相

关的关键问题，包括

备份和存档、可溯性

和审计跟踪、过程自

动化、协作及工程知

识的获取、知识产权

保护。

其它的ANSYS工程仿真功能

前处理 仿真 后处理 数据库

ANSYS Design 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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