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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塑膠鏡片具有重量輕且大量生產的優點，因此大口徑非球面塑膠鏡片在光學工業上扮演重要

的角色。射出成型製程是目前用於塑膠鏡片的主要生產技術，而高效率之冷卻水路則是模穴內均溫的

關鍵。近年來，由於金屬積層製造技術的興起，使三維、高效率異型水路的製造得以實現，然而，異

型水路的設計非常複雜，需結合最佳化分析，本研究整合有限元素分析與梯度演算法搜尋冷卻水路配

置的最佳化參數。依據模擬結果得知，使用最佳化可縮短 27.74%的頂出時間，且可改善 65.11%的表面

溫差，顯示本研究方法對於鏡片開發時程的縮減與製造品質的提昇將產生直接、明顯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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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stic lenses possess both light and mass-producing advantages, so the large-diameter aspheric 
plastic len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tical industry.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 is the popular technolo-
gy in the plastic optical manufactures. High efficient cooling channel is the key factor of making a uniform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mold cavities. With the recent advent of lase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fabr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cooling channels, conformal cooling, becomes realizable. Still, the design of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is very complex and requiring optimized analyses.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with gradient-based algorithm for searching the optimal parameters of cooling channel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 using optimized analyses can shorten 27.74% of ejection time and de-
crease 65.11% of surfac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It shows the present study have considerable benefits on re-
ducing the lens processing period and improving the lens manufactur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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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光學塑膠鏡片諸如光學鏡頭與透鏡在工業界上的

需求越來越高，對於高科技產品的精密度要求也越趨嚴

格，全球精密光學元件市場日益高漲[1,2]。就光學鏡片

而言，雖然玻璃的折射率、色散等光學性質非常安定，

但在製造成型上非常複雜及困難；而由於塑膠成型品具

有重量輕、易染色、不易破損、成本低，又可一次成型

複雜曲面等優點，故已成為現代工業界所積極開發之重

點。 

然而光學塑膠鏡片在射出成型製程中，時常於冷卻

過程中伴隨著體積收縮而有熱應力殘留，這些殘留應力

最終會造成鏡片局部雙折射變異，影響成像品質[3]。而

在冷卻階段中使用傳統的冷卻水路，很難達到均勻的溫

度分布而消除熱應力殘留，造成收縮不均的現象[4]。因

此為了改善傳統冷卻水路所造成的缺陷，可以適當地修

改傳統冷卻水路幾何外觀，以現今的加工製造技術建立

異型水路設計；透過異型冷卻水路，可以使表面溫度分

布更加均勻，消除在冷卻過程所產生的熱應力殘留[5]，

且能有效地縮短冷卻時間、提高冷卻效率[6]。 

利用近年來受到廣泛重視的金屬粉末雷射積層複

合加工技術，可將異型冷卻水路模具實現[7]。若採取金

屬積層製造技術，使得複雜的異型水路得以加工製作，

則更能貼近產品輪廓，針對產品的死角或是容易積熱之

區域，均勻冷卻並改善產品之品質，縮短成型週期，若

將此技術應用於肉厚不均之產品，即可達成散熱均勻且

提高冷卻功效[8]。 

本研究將以模穴內熔膠溫度冷卻均勻為目標，最佳



 

 

化異型水路的幾何外觀走向設計規劃，消除光學鏡片在

成型過程中所產生的熱應力殘留，同時改善收縮不均的

現象，並有效地縮短冷卻時間、提高冷卻效率，藉以改

善塑膠光學鏡片的成像品質。 

2 分析方法 

2.1 建立非球面鏡片模型 

本研究所採用鏡片之規格，係採用一種應用於投

影 機 之 塑 膠 光 學 鏡 片 ， 其 材 質 為 聚 碳 酸 酯

(Polycarbonate)，屬於光學產品中使用頻率較高的一種

光學用料；且該鏡片為直徑 46mm 的大口徑非球面鏡

片，精度要求介於 2~5µm 之間，外觀如 Figure 1 所示，

參考自文獻[9,10]。 

其中，有關本研究所採用之鏡片材料聚碳酸酯，

為一種無色透明的無定性熱塑性材料，簡稱 PC。根據

模流分析軟體Moldex3D中材料庫所提供PC之相關實

驗數據，可以得知 PC 之物性及塑料溫度、模具溫度、

頂出溫度及固化溫度等加工條件參數值設定，如 Table 

1 所示。本研究將利用 Table 1 中所列出的加工條件參

數，做為冷卻過程模擬時設定環境參數的依據，以建

立與實際情形幾乎一致的射出成型冷卻過程。根據

Table 1 中所列出的加工條件之相關溫度，本研究將以

塑料溫度(一般設定)285℃作為冷卻過程的初始溫

度，並以頂出溫度 148.183℃作為冷卻過程的終止溫

度。 

取得非球面鏡片規格[9]後，透過 SolidWorks 軟體

建構非球面鏡片的 Parasolid 格式之 x_t 檔，並將該模

型檔匯入 COMSOL 分析軟體建立有限元素模型，如

Figure 2 所示。 

 

Figure 1. 非球面鏡片幾何外觀 

 

 

Figure 2. 非球面鏡片匯入 COMSOL 之模型 

 

Table 1. Moldex3D 提供之聚碳酸酯加工參數 

材料名稱 PC 

材料型號 Panlite AD-5503 

製造商 TEIJIN 

備註說明 
MFI(240,10)=14g/10min, 

MVR(300,12)=50cm^3/10min, D=1.2g/cc

加工條件 加工條件之相關溫度 
塑料溫度(最低限制) 270 ℃ 
塑料溫度(一般設定) 285 ℃ 
塑料溫度(最高限制) 300 ℃ 
模具溫度(最低限制) 60 ℃ 
模具溫度(一般設定) 80 ℃ 
模具溫度(最高限制) 100 ℃ 

頂出溫度 148.183 ℃ 
固化溫度 168.183 ℃ 

2.2 平面水路冷卻分析 

在熱塑性塑膠射出成型的週期中，模具的冷卻時

間通常約佔了整個成型週期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有

效的冷卻迴路設計可以減少冷卻時間，並增加生產效

率。再者，若能均勻的冷卻，也能消除冷卻過程中產

生的殘留應力並且避免翹曲與裂痕的發生。而就冷卻

的目的與結果來說，冷卻水路的位置與外觀走向就是

一個重要的設計問題。 

當設計冷卻水路在模具中的位置與外觀配置時，

基於熔膠本身的特性與熱傳理論，為了成型時模穴表

面溫度保持一致，必須遵從雷射積層製造技術的水路

設計規則[11]；而該設計規則能根據冷卻水路的直

徑，決定水路與水路之間或水路與模穴表面之間的適

當距離。因為本研究所採用模型係屬於薄件的塑膠鏡

片，為了能有效消除積熱區，並在小範圍內擁有多層

的冷卻迴路，以便最佳化的設計變數能較多，而使得

最佳化效果顯著，故設定冷卻水路的直徑為 4mm。根

據 Table 2 與 Figure 3 所示之規則，若冷卻水路的直徑

b 為 4mm，則水路與水路之間的適當距離 a 為

8~12mm(固定採用 8mm)，水路與模穴表面之間的適

當距離 c 為 6~8mm(初始採用 7mm)。需要特別注意

的參數 c，當在設計平面水路時，此規則只套用在最

靠近模穴的水路；然而，若在設計異型水路時，此規



 

 

則必須套用在全部水路。 

Figure 3. 三維冷卻水路系統之最佳設計[11] 
 

Table 2. 水路直徑對於冷卻水路之配置原則[11] 

Wall thickness 

of molded 

product 

(in mm) 

 

Hole diameter 

(in mm) 

 

b 

 

Centerline 

distance 

between holes 

a 

 

Distance between 

center of holes 

and cavity 

c 

0 - 2 

2 - 4 

4 - 6 

4 - 8 

8 - 12 

12 - 14 

2 - 3b 

2 - 3b 

2 - 3b 

1.5 - 2b 

1.5 - 2b 

1.5 - 2b 

     此外，對於本研究的有關冷卻水路的熱傳模擬，

若是使用三維實體的水路來模擬冷卻過程，將會使幾

何特徵變得複雜且計算上會較費時；而若能將冷卻水

路做有效地簡化並使用一維的線性水路來描述此管道

流熱傳方程式，則能使分析模型變得簡易並且計算上

會快速許多。最後，根據基本規則所設計的平面冷卻

水路，以一維線架構水路來表示，如 Figure 4 所示。 

在 COMSOL 中建立一維線架構水路來描述此管

道流熱傳問題時，我們需要透過雷諾數方程式以表示

冷卻液在水路中的流動狀態，並取得適當的冷卻液流

速，如下式： 



VD
Re                   (1) 

其中， 為流體密度( 3mkg )，V 為平均流速( sm )，

D 為管直徑 ( m )，  為流體動力黏度 ( sPa  或
2msN  )。一般模具管路的水流考慮為紊流，而紊流

在管道中之雷諾數Re 為 10000 以上，為流體狀態中熱

傳效果較佳的狀態。因此在考慮管道流之雷諾數時，

通常定為 10000 為其標準值。本研究之冷卻液為 15℃

的液態水，其流體密度  值為 2.999 3/ mkg ，流體動

力黏度  值為
31014.1  sPa  ，並以雷諾數 Re 為

10000，管直徑 D 為 4 mm之值代入公式(1)，可以求得

冷卻液在管徑中的平均流速V 為 2.8533 sm / ，換算為

冷卻水路入口流率為 2.1513 min/l ，管內壓力為

101325 Pa 。 

    最後，本研究將建立體積為 100100100  3mm
的鋼塊作為模仁尺寸，且其材質為 NAK80 的預硬塑

膠模具用鋼，擁有兩道直徑為 4 mm的冷卻水路。在射

入聚碳酸酯於模穴後，模具中的熔膠平均溫度將為

285℃，並以此初始狀態模擬冷卻水路在模具中持續冷

卻 30 秒的熱傳過程分析。最後，根據所設定的所有環

境參數條件，本研究最後所建立的模具配置模型如

Figure 5 所示。 

Figure 4. 利用一維線架構建立之冷卻水路 

 

Figure 5. 本研究之模具內部配置與規劃 

2.3 異型水路最佳化 

有關異型水路的最佳化研究，參考 Park 等人[12]

提出一套具有系統性的異型水路最佳化方法，即可建

立出最佳化的異型水路，以提高冷卻效率亦同時使模



 

 

穴表面溫度變得均勻；Park 等人[12]在研究中所選用

的射出模具係具有凹槽的塑膠盒及汽車擋泥板，並採

用 Moldflow 軟體作為模流分析的模擬平台，藉由

Moldflow 連結 MATLAB 或 Moldflow 耦合 iSight 作為

最佳化工具，利用梯度演算法或基因演算法來計算並

修改傳統水路的幾何外觀，最後取得經由預先設定的

約束條件與目標函數而產出的子模型後，根據最佳化

的結果得到最適當的設計變數，使得傳統水路能根據

設計變數作適當的調整，而生成最佳化的異型水路，

促使模穴表面溫度均勻冷卻同時讓冷卻效率有效地提

高。 

Figure 6. 根據Table 2中所建議的水路與模穴表面之間的適當

距離，規劃並設定設計變數的上限邊界及下限邊界。 

 

Table 3. 根據 Figure 6 所規劃的設計變數範圍，表列出

DV1~DV8 的初始值、上限邊界與下限邊界。 

設計變數 

Design Variable 

初始值 

Initial Value 

上限邊界 

Upper Bound 

下限邊界 

Lower Bound

DV1 17.76 25.51 10.01 

DV2 17.76 21.5 14.02 

DV3 17.76 21.3277 14.1923 

DV4 17.76 18.76 16.76 

DV5 -7 -1.99 -12.01 

DV6 -7 -6 -8 

DV7 -7 -5.1768 -8.8232 

DV8 -7 -2.4679 -11.5321 

 

因此在執行最佳化之前，必須先決定好適當的設

計變數、約束條件與目標函數，以確保往後的最佳化

模型是可信任的。本研究所制定的最佳化流程，係以

COMSOL 作為熱傳分析軟體，並且以 SmartDO 最佳

化軟體之梯度演算法模組作為本研究的最佳化平台，

並利用Tcl/Tk編程調用COMSOL with MATLAB執行

最佳化模擬的程序，直到設計變數生成的子模型能在

預先訂定的約束條件與目標函數底下達到收斂，進而

將平面冷卻水路經由最佳化的過程，演算得適當的異

型水路。 

     為了制定適當的設計變數範圍，我們必須根據平

面水路的幾何外觀，同時採用 Table 2 中所建議的水路

與模穴表面之間的適當距離，以建立合理的設計變

數。根據本研究的平面水路幾何外觀，可以分為 4 層，

而公模與母模水路即共計有 8 層，若以這 8 層水路與

模穴之間的距離作為設計變數，則本研究將會有 8 個

設計變數；因此，首先需要決定此 8 個設計變數的上

限與下限作為變數範圍，如 Figure 6 所示。最後，根

據 Table 2 所制定的設計變數範圍，如 Table 3 所示。 

此外，有關本研究的約束條件與目標函數，係根

據平面水路的冷卻結果所訂定而成的。在平面水路的

冷卻分析結束後，可以先根據 Table 1 決定在平面水路

冷卻下 PC 達到頂出溫度(148.183 ℃)的頂出時間；並

且在該頂出時間下，透過 COMSOL 熱傳分析求得初

始設計變數狀態下的平面水路模穴表面最大溫度為
0

max,surT 與模穴表面最小溫度為
0

min,surT ，並且求得每次

更新不同設計變數狀態下的模穴表面最大溫度為

max,surT 與模穴表面最小溫度為 min,surT ，而本研究將以

這四個值來執行約束條件與目標函數的設定，如下所

示： 

約束條件(雙約束條件)： 

          0
0

max,max,  sursur TT                 (2) 

            0
0

min,min,  sursur TT                  (3) 

目標函數： 

1000)]/(1[ min,min,  sursur TT              (4) 

其中，只有
0

max,surT 及
0

min,surT 為已知常數。式(2)表示

約束最佳化後的 max,surT ，使其溫度永遠小於
0

max,surT ，確保冷卻效率的提升；式(3)表示約束最佳化

後的 min,surT ，使其溫度永遠小於
0

min,surT ，確保在冷卻

效率提升的同時，模穴表面的最低溫也能達到改善，

使最佳化後的模穴表面整體溫度皆能比原本初始狀態

的溫度低；式(4)表示以 max,surT 與 min,surT 之間的最小

差值為收斂目標，若 max,surT 與 min,surT 差值越小，則意



 

 

味著模穴表面的溫度分布越傾向均勻，假如將 1 減去

max,surT 與 min,surT 之比值，即可獲得一個趨近於 0 的

值，若欲達到收斂，則式(4)將會是所有最佳化過程的

目標值中一個最小的目標值。值得注意的是，式(4)之

所以會乘上 1000，主要是要確保 SmartDO 能在多個相

近目標值之間，考量到小數點後四位而達到高精確度

並提高可信度的比較，故將目標值放大 1000 倍。最

後，將上述所制定的設計變數、約束條件及目標函數，

根據有系統的最佳化流程，即可開始執行本研究的異

型冷卻水路最佳化。 

3 模擬結果 

      本研究係透過 COMSOL 多重物理量有限元素分

析軟體，耦合非等溫管道流模組及固體熱傳模組，在

預先制訂好的材料參數與邊界條件下，分別以平面冷

卻水路與最佳化異型水路這兩種水路幾何架構，進行

射出成型的冷卻過程模擬。最後，即可藉由軟體模擬

結果進行判讀，並判斷整個冷卻過程的冷卻效率與溫

度分佈均勻改善率。 

3.1 平面水路模擬結果 

      以 COMSOL 進行冷卻分析結果，可以求得平面

水路冷卻過程的模穴溫度變化與所對應的時間。因

此，我們可以根據 Table 1 所建議的頂出溫度 148.183 

℃，找到相對應的頂出時間約為 13.7 秒；並且，我們

可以得知整個模穴在 13.7 秒時，模穴表面最高溫度約

為 420.971K、模穴表面最低溫度約為 355.468K，溫差

約為 65.503K，如 Figure 7 所示。而根據 COMSOL 的

分析結果，可以取得模穴表面在 13.7 秒時的溫度分佈

狀態、表面最高溫度發生位置以及表面最低溫度發生

位置，如 Figure 8 所示。 

Figure 7. 平面冷卻水路的模穴表面最高溫與模穴表面最低

溫曲線分佈圖。 

 

Figure 8. 平面冷卻水路在頂出時間為 13.7 sec 時的模穴表面

溫度分佈狀態圖。 

 

3.2 最佳化異型水路模擬結果 

    本研究使用SmartDO最佳化軟體之梯度演算法模

組作為最佳化平台，並根據運算後的子模型，可以決

定一組最佳化的設計變數值，作為異型水路的設計變

數決定依據，如 Table 4 所示。 

Table 4. 設計變數初始值以及根據最佳化結果所取得的最佳化設

計變數值。 

設計變數 DV1 DV2 DV3 DV4 

初始值 17.76 17.76 17.76 17.76 

最佳化之值 13.0476 14.2277 17.1586 18.7173 

設計變數 DV5 DV6 DV7 DV8 

初始值 -7 -7 -7 -7 

最佳化之值 -2.1644 -6.7023 -7.1403 -6.5848 

     取得最佳化設計變數後，以 COMSOL 進行冷卻

分析結果，可以求得異型水路冷卻過程的模穴溫度變

化與所對應的時間。我們可以得知以最佳化異型水路

冷卻 13.7 秒時，模穴表面最高溫度約為 377.964K、模

穴表面最低溫度約為 355.111K，溫差約為 22.853K；

而根據 Table 1 所建議的頂出溫度 148.183 ℃，可以找

到新的頂出時間約為 9.9 秒，模穴表面最高溫度約為

420.878K、模穴表面最低溫約為 378.483K，如 Figure 9

所示。同時，根據 COMSOL 所顯示分析結果，可以

得知在最佳化異型水路狀態下，模穴表面在 13.7 秒時

的溫度分佈狀態、表面最高溫度發生位置以及表面最

低溫度發生位置，如 Figure 10 所示。 



 

 

Figure 9. 異型冷卻水路的模穴表面最高溫與模穴表面最低溫

曲線分佈圖。 

 

Figure 10. 異型冷卻水路在頂出時間為 13.7 sec 時的模穴表面

溫度分佈狀態圖。 

4 結論 

透過平面水路模擬結果與最佳化異型水路模

擬結果相互的比對，可以得知經過最佳化後的異型

水路，能將原本的頂出時間 13.7 秒縮短為 9.9 秒，

即是提升了約 27.74%的冷卻效率；而若以原本的頂

出時間 13.7 秒為基準相互比較，表面溫差則由原本

的 65.503K 縮減至 22.853K，即是有 65.11%的改善

率，異型水路所冷卻得模穴表面溫度會比平面水路

所冷卻得更加均勻。觀察 Figure 8 與 Figure 10 兩者

之間表面溫差的分佈差異，會發現本研究使用平面

水路時的積熱區為光學鏡片之圓周外圈，若是使用

異型冷卻水路進行冷卻，則能將原本無法冷卻到的

積熱區，進行大幅度的冷卻而降低表面溫差。 

最後，綜合以上模擬結果，可以推論平面水路

因為形狀走向受限，無法針對積熱區進行冷卻，而

使得表面溫度分佈不均勻，因此將產生熱應力殘

留，造成翹曲變形；若是適當地最佳化冷卻水路的

幾何外觀走向，將冷卻水路設計成異型冷卻水路，

則能夠有效地針對積熱區改善該區域的冷卻效

果，同時使得表面溫度分佈均勻、提升冷卻效率並

消除熱應力殘留，藉此改善光學塑膠鏡片的光學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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