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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後擋玻璃除霧線電熱耦合分析
The Thermal-Electrical Coupling Analysis of Car
Windshield
徐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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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汽車的後擋風玻璃在設計時，需考量到玻璃的除霧功能，因為在天氣不佳時或是在天
候寒冷的地區行駛，很可能會在擋風玻璃上產生霧氣，遮蔽駕駛視線，影響行車安全，擋
風玻璃的除霧能力是藉由印刷於其上的銀線產生的，銀線通電後而產生升溫的效果，進而
達到除霧的功能，而銀線寬度的設計便是影響升溫效果的關鍵，本文透過 Abaqus 的電熱
分析能力計算出除霧線所提供的電功率，並確認其電功率是否滿足設計需求，再配合最佳
化軟體找尋能滿足設計需求的銀線寬度。
關鍵字：Abaqus、汽車擋風玻璃、電熱耦合、最佳化
ABSTRACT
The car windshield needs to have the defogging function. Because the windshield would
be covered by fog when we driving in the bad winter. If the fog cover our sight, driving will be
very dangerous. The silver lines on the car windshield which offer the defogging function.
When the silver lines are set up an electric circuit, the car windshield will be warming, so the
fog will disappear. Widths of silver lines decide the effect of heating up. We can calculate how
many electric power silver lines offered by Abaqus. Then, we can the check whether the electric
power satisfy design requirement or not. If the electric power doesn’t satisfy design requirement,
we will use the optimization software to find the feasible silver lines design.
Keywords: Abaqus、car windshiel、thermal-electrical coupling、optimization

一、緒論
汽車後擋風玻璃在設計時會在其上
印刷銀線，此銀線即為除霧線，其原理為
運用通電後所生的焦耳熱，讓玻璃升溫而
除去霧氣，而銀線的寬度決定了每一條銀
線的電阻大小，其電阻的與銀線寬度的關
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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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知銀線的寬度越小截面積也越
小，所以電阻越高，且電阻與電功率的關
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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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功率又與熱能成正比，故可以推估銀線
寬度的分布為，需要溫度高的區域線寬較
窄，其餘區域線寬較寬，而後擋玻璃的電
功率分布的設計需求如圖 1，由圖 1 可知
銀線厚度分度的可行設計為兩旁較寬中
間較窄，可以此理論的推估驗證，後續以
Abaqus/Standard 配合最佳化軟體，所計算
出的銀線寬度分布是否正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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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模型分析
2.1 原始模型之建立
後 擋 風 玻 璃 的 部 分 是 以 Diffusion
Shell element (DS4)建模，銀線的部分為了
之後的最佳化分析，能以各區段的截面積
當作設計變數，將其分為多個區域如圖
1，因為銀線需要導電，故以電熱耦合的
Diffusion Truss element (DC1D2E) 建
模，完整的有限元素分析模形如圖 2。
邊界條件設定
後擋玻璃模型兩端有較大面積的銀
膏覆蓋區域一般稱為 Busbar，在 Busbar
上會黏著電線接口且通以 12 V 的固定電
壓，使電流流過各條銀線，產生升溫的效
果，待其進入穩太後再測量其電功率，電
功率的分布須滿足設計需求如圖 3，紅色
區域定義為 A 區藍色區域定義為 B 區，A
區的目標電力密度為 400 W/m^2，允許誤
差正負 10%，B 區的目標電力密度為 300
W/m^2，允許誤差同樣為正負 10%。
2.2

原始模型之分析結果
原始模型的分析結果如圖 4~ 6 所
示，A 區的電力密度為，B 區的電力密度
為，很顯然的，原始的模型的電力密度過
低，無法滿足設計需求。

2.3

三、 銀線設計最佳化分析
最佳化分析之目標以及限制
本文的設計需求目標為 A 區的電力
密度等於設計需求的 400 W/m^2，故 A 區
的電功率須為 400*0.232 約為 93 W，在最
佳化分析中目標設定為 93 W。而 B 區的
電力密度設計需求為 300 W/m^2，故 B 區
的電功率須為 300*0.135 約為 40.5 W，在
最佳化分析中拘束條件上限值設定為
40.5 W，下限值設定為 36.5(容許 10%的
誤差)。
3.1

mm^2。在原始模型中，依照前述將初始
銀線的截面積設定為中間小兩旁大如圖
7，希望以較合理的初始設定減少最佳化
分析的疊代次數，增加此最佳化分析設計
流程的效率。
3.3 最佳化之結果
A 區的電功率目標疊代計算的過程
如圖 8，可以看到 A 區的電力密度已經滿
足設計需求且達到收斂標準，B 區的電功
率拘束疊代計算的過程如圖 9，可以看到
B 區的電力密度也已經滿足設計需求且
達到收斂標準了，最佳的計算結果為第
10 次疊代運算的結果，各區域截面積的
結果如圖 10，由截面積除以銀線厚度可
計算出銀線寬度，最終的銀線寬度分布如
圖 11，最終的分析結果如圖 12~ 14 所示，
經最佳化疊代運算後，最終的結果已能滿
足設計需求。

四、結論與未來展望
以往銀線寬度的設計方法有兩種：第
一種為試誤法，藉由來回修改銀線寬度與
反覆測試而得到可行的銀線設計，此方法
會耗費許多的時間、測試成本與人力等，
十分的沒有效率；第二種方法為委託國外
設計銀線寬度，此方法無法建立研發部門
的技術，本文藉由 Abaqus 與最佳化軟體
的串聯，建立銀線設計的能量，希望藉由
此流程以電腦分析輔助往後的銀線設
計，建立精確且有效率的設計能量，縮短
未來的產品開發的週期。

五、圖片

圖 1 銀線設計參數劃分區域
3.2 最佳化分析之變數
最佳化分析的變數即是各區段銀線
的截面積，並且銀線的截面積也設定上下
限，上限為 0.02 mm^2，下限為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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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後擋玻璃有限元素分析模型

圖 3 電力密度設計需求

圖 6 初始設計的電功率與電力密度

圖 7 各區段的設計變數

圖 4 後擋玻璃初始分析之溫度分布

圖 8 目標函數的疊代過程

圖 5 各區域銀線初始分析之單位面
積電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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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後擋玻璃最終之溫度分布

圖 9 拘束條件的疊代過程

圖 13 各區域銀線最終之單位面積電
流分布
圖 10 最佳化分析結果歷程資料

圖 14 最終設計的電功率與電力密度

圖 11 最終設計的銀線寬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