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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 corner drop optimization
using CAE method implementing DOE
Don Sun, Wayne Lin, Joseph Chen
LC Future Center Limited Taiwan Branch/ Mechanical Technical Department Taipei

摘要
結合電腦輔助工程(CAE)與實驗設計法(DOE)來分析筆記型電腦在自由落下造成筆記型電腦
角落損壞的情況，用以找出最顯著的設計因子來加以改善結構強度；此法可找出設計方向，
有效減少修模、測試次數、時間與成本，進而縮短產品開發時程及提升產品品質。
本文將介紹如何結合CAE分析軟體ABAQUS的模擬與DOE軟體的實驗設計來獲得較佳的設計
參考方向。
分析大綱如下:
一、 評估分析實驗模型並規範設計條件。
二、 通過DOE軟體分配實驗組數與條件。
三、 參照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條件分配與執行CAE有限元素分析。
四、 後處理結果分析及數據紀錄。
五、 套回DOE軟體進行分析及結果判斷。

關鍵字：自由落體、筆記型電腦角落幾何設計、DOE 實驗法、有限元素法、ABAQUS、柏拉
圖。
ABSTRACT
Combining CAE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and DOE (Design of Experiment) to analyze
free drop of corner strength of NB cover, finding the important design factors and improve the
structural strength; this method can find the design solution, to reduce test mode times, reduce
design times and costs, thereby shortening product development, schedule and improving product
quality.
This article will show you how to combine CAE simulation with ABAQUS and DOE software,
to get a better design reference for NB cover of corner.
The analysis outline is as follows:
1. Assess the experimental model and standardize the design conditions.
2. Allocate the experimental models with the DOE software.
3. Refer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experimental models and perform CA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4. Analyze CAE post-processing results and data recording.
5. Put back to the DOE software for analysis and results.
Keywords: free drop test, notebook corner design, DOE experiment, FEA analysis, ABAQUS
software, DOE software, Pareto chart.

一、緒論
筆記型電腦在研發階段所進行的可靠
度測試，其中有一項於 corner drop 的這個
測試條件，常常因某個測試角度自由落下
時，造成外觀受損、角落破裂、零件毀損等

現象。
為了節省當下處理的時間，該問題常
用的解決方法，會在發生問題之後，很直觀
的選擇 Trial & Error 的方式來處理。
機構在 Debug 的過程中，把可能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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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一列出，用反覆測試的方式一個一個加
以排除(troubleshooting)，求解過程只要射擊
到問題點的靶心就能顯著改善或完全改善；
除此之外，經驗多的人也會比經驗少
的人更有效率的一次命中問題點來減少反
覆測試的次數。
然而這樣的處理過程，背後還是有一
些需要考慮的問題；例如補強局部的肋條、
塑膠件內部厚度局部加厚等等……這些額
外處理的動作，除了會增加修模的費用、處
理修模的作業時間，同時局部厚度增加的塑
膠部件也必須評估外觀是否會有縮水的現
象；如此往復的過程中會增加許多人力、物
力和時間的耗損，大致上我們可以用亡羊補
牢的成語來形容這樣的做法。
上述情況，除了 Trial & Error 來 debug
外，用 DOE (Design of experiment)找問題的
方式也可作為我們結構設計上解決問題的
方法之一。該方法來解決問題雖然很少有一
擊必中的效果，而且通常需要花費冗長的時
間來設計問題與數據解析，但對於比較複
雜、有交互影響的問題以及對於經驗不足的
研發人員花費較長時間來 debug 的情況，使
用 DOE 比較能夠一勞永逸作為問題發生前
的預防性設計參考。

二、NB 設計優化說明
首先我們以此法的設計流程圖加以說
明如下:

進行討論、腦力激盪，將 NB 加以拆解、分
析，統整出可能會造成該問題的影響變數
(設計因子，Factors)，並整理出有機會造成
NB 受撞擊而破裂或因而外觀受損的七個設
計因子。

圖二、造成 NB 外觀損傷的魚骨圖

利用這七個設計因子並使用 DOE 軟
體設定出兩水準(2-Level)的實驗方法來產
生所需的評估條件，以此設計組合並透過
CAE 模擬軟體 ABAQUS 來設定不同的分析
條件進行模擬，過程中是透過有限元的網格
劃分、螺絲綁定、賦予材料參數、設定工況
等相關條件的處理，再經由電腦運算取得
CAE 後處理結果；這是我們進行 DOE 方
法，所要取得的 Response 結果，將 Response
帶入 DOE software 中加以分析運用，找出
會造成結構破裂的主要因子與相關聯性。
最後以此結果建議機構設計方向，控
制相對設計參數，以避免爾後 free drop test
造成損壞的情形發生，進而控制測試損壞的
風險及其預防。

三、模擬角落下分析
3.1 有限元之 NB free Drop 模型
以有限元素所建構的 NB 模型必須以
足夠數量的模擬數據作為 DOE 數據分析建
立之基礎，下圖為本次進行自由落下的 NB
模型，其工況乃依據客戶測試條件進行設
定:

圖一、DOE 設計流程圖

我們針對結構可改良的部分於部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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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客戶定義的落下角度與設備圖示

3.2 角落 Factors 設計概要
7 個因子搭配上下限的兩水準之設計
變數，分析如下圖示:

圖三: NB 角落下的 CAE 模型

CAE free drop 初始條件設定:
圖六: 幾何變化與尺寸上下限

圖四: 落下高度換算所需的初始速度

實際測試狀態照片:

變數有 A 到 G 這 7 個情況:
A. Hook 寬度
B. Rib 厚度
C. Rib 形狀(扇形或正交形)
D. Rib 根數
E.
角落的牆厚
F.
Hook 的位置
G. 中心點的位置
根據這些因子(A~G)以這些上下限排
列組合，套到所有的 CAE 模型來進行模擬
實驗及電腦運算結果。

四、Design Expert 運用
4.1 設計 7 因子 2 水準之 DOE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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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7 因子 2 水準之設計變數

上圖為 DOE 初始選擇，我們透過軟體
輸入所需的變數，然後依據相關條件帶入數
據，排列出我們要套入 CAE 模型中的各種
設計條件，每組設定好 Abaqus 所需的模擬
環境，然後再執行電腦運算，得到我們需要
的結果，並將結果進行判斷。分析出我們的
Response 結果。

圖八: Half-normal chart
(黑線以上的設計變數有 93%以上的可能性發生)
Pareto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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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Response 輸出

Bonf erroni Limit 3.53773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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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alue of |Effect|

我們找出自由落下於 ABAQUS 運算後
的碰撞點與接鄰碰撞點附近的 ESEDEN (應
變能量密度，它通常是用於機械衝擊的能源
基礎風險的評估指標)來作為我們設計參考
的指標，並經由對照組的條件帶出每個實驗
組的改善率來作為我們設定在 DOE 實驗設
計方法的 Response 結果。
利 用 這 些 CAE 後 處 理 數 據 放 置 於
Excel 內進行觀察、除錯以及柏拉圖(Pareto
chart)分析與比較，統計出會影響因子交互
關係的結果，導出結構設計不良造成產品落
下角落破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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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柏拉圖

圖十: 分析出最具影響力的因子關係

4.3 Raw data 分析數據
我們透過 CAE 取得之後處理數據，放
置於 Excel 中進行除錯、分析與比較，統計
出會影響因子交互關係的結果，導出結構設
計不良造成產品落下角落破裂的原因。
首先我們將實驗組與對照組於 Abaqus
設定 output 的 ndoe set 上的 ESEDEN 數據，
整 理 出各 組 的改 善 率做 一個 比 較， 利用
Excel 列出各數值的差異，然後透過 Design
Expert 繪出 Half-normal 圖:

最後找出具有交互作用，造成自由落
下時，NB 塑膠件角落破裂或損壞的重要設
計變數，結果以圖示說明其各設計變數的排
列組合中的最優設計方案如下:

RIB 厚度越大越佳

RIB 設計成放射形狀

RIB 根數越多越佳

RIB 長度越長越佳
圖十一: NB 角落的設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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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務上，往往最優設計方案可能無
法完整實現其真實需求上的設計空間；所以
我們可以再透過反應曲線法或是查表的方
式來比對及參考該設計變數的範圍條件來
評估設計的空間。

圖十二: 查表選擇設計參數與風險參考

五、結論
我們常透過實驗的方式獲得實驗組與
對照組的差異，找出影響問題的因子，但這
樣的模式，不管是實驗組或對照組總是需要
投入一些基本的成本，例如:實驗設備、場
地、測試樣本、控制環境因素、人工操作的
費用與作業時程 ；
因而我們利用 CAE 結合 DOE 的方法
來加以運用，這樣的方法不但可以減少人工
實驗在不管是環境、人為穩定性上的誤差，
而且經由電腦運算也減少了人工作業的時
間；CAE+DOE 的運用是非常值得推廣問題
解析或除錯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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