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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优化、变革：
多物理场仿真为产品设计
带来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本年度这期《COMSOL NEWS》为您提供了

前沿视角，展示多物理场仿真如何在各个行业推

进产品的研发。工程师和科研人员采用创新性的

产品设计方案，在降低成本，提高产值的同时，

提供更加安全可靠、性能出色的产品，并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但是，他们具体是如何

实现的呢？

您可能已经认出了封面上这款为人熟知的波

音 787 梦想客机。波音 787 拥有多项技术创新，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机体结构的一半以上都采

用更轻、更坚固的碳纤维增强塑料。波音公司的

工程师们正是通过多物理场仿真来研究和验证复

合材料的材料性质，以保证其在运行状况下的安

全性能。Boston Scientific 的工程师通过掌握控制

药物洗脱支架的基本释放机理所需的知识，为医

疗设备设计带来了变革。生命保障系统为宇航员

提供可呼吸空气和可饮用水，仿真为参与开发这

种生命保障系统的 NASA 工程师提供了重要的优

化和设计指导。

对于依靠多物理场仿真的强大功能和精确性

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这些仅仅是他们取得的众

多成果中的几个亮点。从芯片实验室到建筑物理，

从 MEMS 与机器人到无容器处理，您可以读到许

多令人振奋的项目。

很荣幸可以与这些文章中介绍的优秀工程

师、研究人员和设计人员合作，我也很高兴可

以为您带来本期的多物理场仿真杂志《COMSOL 

NEWS》。

祝您阅读愉快！

  Valerio Marra

  技术营销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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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创造了未来

Integrated Microfluidic Devices 
 的创始人兼 CEO Monika Weber，
 她是 2011 年共创未来设计竞赛的

  大奖得主。

Fluid-Screen（原名 Alpha-Screen）将一个实验室的功能放入了一个可置于手掌中的小型便携仪器，不到 30 分钟
即可检测出血液和水中的细菌。Fluid-Screen 使用已获专利的电场和生物传感器技术来快速采集和检测细菌。

“荣获 2011 年共创未来设计竞赛大奖之后，奖项带来的资金和广告效应对于帮助我们加快开发 Fluid-Screen 和制作
  可行的 Beta 测试原型起到了重要作用”，Integrated Microfluidic Devices 创始人兼 CEO Monika Weber 说。

Fluid-Screen 产品测试系列将在
2015 年推出，在 2016 年进入市场。

等你一展身手。

奖 项 赞 助 商类 别 赞 助 商

CTF Design Contest Monika Ad 0414.qxp_Layout 1  5/5/14  10:35 AM  Page 1

如欲参赛，请访问

了解详细信息

赞 助 商

2014 设计竞赛

。

FLUID-SCREEN (原名ALPHA-SCREEN) 将一个实验室的功能放入了一个可置于手掌中的小型便携仪器，不到30分钟即可检测出
血液和水中的细菌。FLUID-SCREEN 使用已获专利的电场和生物传感器技术来快速采集和检测细菌。

“荣获2011年共创未来设计竞赛大奖之后，奖项带来的资金和广告效应对于帮助我们加快开发 FLUID-SCREEN 和制作可行
的BETA测试原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INTEGRATED MICROFLUIDIC DEVICES 创始人兼 CEO MONIKA WEBER 说道。

Fluid-Screen 产品测试系列将在

2015年推出，2016年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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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   |   航空 波音公司，美国西雅图

为改进飞机结构的雷击保护，波音公司
模拟了多孔金属箔复合材料的热膨胀
在波音 787 梦想客机这样的现代飞机中，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使用超过了 50%，这种材料通常
需要通过添加多孔金属箔来实现雷击保护。波音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仿真来验证金属箔上的
防护涂层不会由于常规飞行周期产生的热应力而失效。

作者：JENNIFER A. SEGUI

波音 787 梦想客机的创新之处

在于它使用了超过 50% 的碳纤维增

强塑料 (CFRP)，因为这种材料重量

轻且具有极其出色的强度。图 1 显示

整架飞机大量使用了复合材料。虽然 

CFRP 复合材料本身有很多优点，但

它们无法减轻雷击可能产生的破坏性

电磁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通常在

复合结构层合板中添加导电多孔金属

箔 (EMF)，用以迅速消散过量的电流

和热量，从而实现飞机 CFRP 的防雷

击保护。 

波音研究与技术中心 (BR&T) 的

工程师利用多物理场仿真和物理测量

来研究 EMF 设计参数对图 2 左侧所

图 1 ：在整架波音 787 客机中采用的先进复合材料占机体的比例超过了 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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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复合结构层合板中每一层的热应

力和位移的影响。由于典型的地空飞

行周期产生的热循环，复合结构的防

护涂层中会发生应力累积。随着时间

的推移，防护涂层可能会发生开裂，

使水分和环境物质进入，导致 EMF 被

腐蚀，从而使电导率和防护能力下降。

BR&T 的项目主管 Jeffrey Morgan （密

封剂与电磁材料）、主管仿真的助理技

术研究员 Robert Greegor（应用物理）、

主管测试的 Pa t r ice Ackerman 博士

（密封剂与电磁材料）以及技术研究员 

Quynhgiao Le 对这项研究作出了重要

贡献。通过他们的研究，复合结构中

的总体热稳定性能得到改善，从而大

大降低与防护涂层损坏相关的风险和

维护费用。

飞机复合材料中的热膨胀分析

在图 2 左侧所示的表面防护方案

中，包括油漆、底漆、腐蚀隔离层、

二道底漆、EMF 和底层复合结构在内

的每一层都会受冷热循环影响，在防

护涂层中逐渐产生机械应力累积。图

中的几何来自 Greegor2,3 和他的同事

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开发的

热膨胀系数 (CTE) 模型，用于评估复

合结构层合板一英寸正方形样品每一

层中的热应力和位移。 

EMF 层的结构如图 2 右侧所示。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改变 EMF 

高度、网格线宽度、纵横比、金属成

分和表面层合结构，评估它们对整个

结构热性能的影响。EMF 的金属成

分为铝或铜；通常铝制 EMF 要求在 

EMF 和复合材料之间额外添加玻璃纤

维，防止发生电偶腐蚀。

如图 3 所示，每层的材料属性包

括热膨胀系数、热容、密度、导热系数、

杨氏模量和泊松比，这些材料属性以

用户自定义的形式添加到 COMSOL 

模型中。油漆层的热膨胀系数通过一

个阶跃函数定义，它表示在材料的玻

璃化转变温度下热膨胀系数所发生的

突变。

在 CTE 模型中，热应力多物理

场接口通过耦合固体力学与传热来仿

真热膨胀，并求解整个结构中的位移。

仿真仅限于飞机降落时遇到的复合结

构层合板的加热过程，模型中定义了

最终温度和初始温度，分别代表地面

温度和高空温度。

EMF 对应力和位移的影响

研究人员对 COMSOL 仿真的结

果进行了分析，以量化不同属性的多

孔金属箔在加热时每层中产生的应力

和位移。仿真结果的示例如图 4 所示。

通过图  4 上方的油漆层，可以

图 3 ：每种材料参数相对于油漆层的比率。油漆层显示出较高的 CTE 值、热容和泊松

比，表明它在加热和冷却时将承受压应力与拉伸应变。

图 2 ：左侧是来自 COMSOL 模型的复合结构层合板，右侧是多孔金属箔的几何。

SWD 和 LWD 对应于菱形的短对角线和长对角线。网格纵横比 SWD/LWD 是在仿真

中发生改变的参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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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底层  EMF 的位移模式。放大

后的侧视图清楚显示了网格和网孔上

方的位移变化，以及最上方防护层中

的应力下降趋势。图  5 显示了采用

铜制或铝制  EMF 的表面防护方案中

每层的相对应力。铝制  EMF 所需的

玻璃纤维腐蚀隔离层会起到缓冲作

用，使铝制  EMF 中的应力低于铜制  

EMF。  

虽然铝制 EMF 中的应力较低，

但不同 EMF 设计参数的仿真结果

表明，与铜制 EMF 相比，采用铝制 

EMF 表面防护方案的共同趋势是会

产生较高位移。通常，铝制 EMF 产

生的位移较大可部分归因于铝的 CTE 

相对较高。

研究人员进一步对 E M F 设计参

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确定不同的高

度、宽度和网格纵横比对防护层中位

移的影响。当改变网格纵横比时，可

以发现纵横比升高会导致铜制和铝制 

E M F 的位移降低大约 2%，而纵横

比值较高时，对应的网格结构会更空

阔。对于任何 E M F 设计参数，工程

师都需要在载电流容量、位移和重量

之间作出权衡。对于网格纵横比，虽

然选择空阔的网格结构可以减小位移

和重量，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会导致

对 E M F 防护功能至关重要的载电流

容量下降。

网格宽度也有类似情况，将网格

宽度增为三倍时，铜制和铝制 EMF 

的位移会稍微相对增加大约 3%。但

是，将 EMF 高度增为四倍时，铜制

和铝制 EMF 的位移均增加大约 60%。

图 6 显示了对于不同高度的铜制和铝

制 EMF，表面防护方案每一层的相对

位移值。由于对位移的影响较小，对

于提高 EMF 载电流容量来实现雷击

保护而言，增大网格宽度或减小纵横

比是更好的策略。

图 4 ：上、中：复合结构层合板一英寸方

形样品中 von Mises 应力和位移的俯视图

与侧视图。下图使用透明度来表示复合

结构和 EMF 中的高应力。应力沿垂直 线、

按样品深度方向延伸进行评估。 

图 5 ：以无量纲表示的相对应力，沿包含铝制（左）或铜制 EMF（右）的复合结构层合板的深度方向绘制。 

 “对于提高 EMF 载电流容

量来实现雷击保护而言，

增大网格宽度或减小纵横

比是更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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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位移与裂纹形成相关联

Greegor 和他在 BR&T 的同事定

性地认为，当预测的位移增加时，由

于热循环逐渐累积产生的机械应力在

防护层中形成裂纹的风险会上升。 

实验证据支持这种推测，如图 7 

所示，该图是采用铝制和铜制 EMF 的

表面防护方案在环境试验箱中长时间

暴露在湿气和热循环下之后的截面显

微图像。采用铜制 EMF 的层合板未显

示任何裂纹，而采用铝制 EMF 的层合

板则在底漆中发生开裂，产生可见的

边缘和表面裂纹，并在网格重叠区域

中产生大量裂纹。

在相同的温度范围下，实验结果

与仿真结果具有很好的关联度，在铝

制 EMF 的防护层中都显现出较高的位

移。仿真和实验均表明对于飞机复合

结构的雷击保护，铜制 EMF 是更好的

选择。因此，多物理场仿真是一种可

靠的手段，用于评估 EMF 设计参数对

应力和位移的相对影响，帮助工程师

更好地理解并降低裂纹形成的可能性。

■

图 6 ：不同 EMF 高度对表面防护方案中每一层位移的影响。上方的图形显示了以无

量纲表示的位移；在下方，比率为对于每种高度计算的位移除以最小高度的位移所得

到的归一化比率。

图 7 ：暴露于湿气并经过热循环后的复合结构层合板的显微照片。左侧为铜制 EMF 

的结果，右侧为铝制 EMF 的结果。

波音研究与技术部的研究团队，从左到右：Patrice Ackerman、Jeffrey Morgan、 Robert 

Greegor 和 Quynhgia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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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模铸的批量

生产工艺被连续铸造取代，炼钢工艺发

生了转变。利用连铸技术，源源不断的

钢液被转化为炽热的固态金属铸坯（见

图 1 和图 2）。

模铸过程中，每个铸块从模具中取

出之后，必须切去头部，这会产生金属废

料。但在连铸中，只需在每个序列的最初

和最后进行这种切割，而每个序列会铸造

数百吨的钢坯，意味着产生的废材要少得

多。此外，铸坯的形状更接近于最终轧后

产品的形状。与从前的方法相比，连铸可

以提高产量、质量和成本效益。因此，如

今 95% 的钢材用连铸法生产。

60 年来，SMS Concast 一直是这一

领域的领导者，致力于设计并制造用于

钢的熔炼、精炼、连铸的技术设备，占

据了超过 40% 的全球市场份额。“在我

们持续改进连铸技术和提高对其认知范

围的同时，连铸技术展现出大量需要分

析的可变因素，”SMS Concast 冶金与工

艺连铸部门主管 Nicholas Grundy 解释

道：“我们正在不断挑战极限，而理解一

些之前未接触过的工作的唯一方法是对

它进行仿真。”

横跨所有领域的仿真

在连铸中，熔融的精炼之后的钢液

通常被送至容量为 30 至 350 吨的连铸

机。钢液被注入中间包，中间包则将钢

液分配到一至八个铸坯中。在敞口的水

冷铜模中形成最初的固态钢坯，成形的

铸坯通过驱动辊以 0.1 至 6 米每分钟的

速度（取决于断面大小）被拉出模具（见

图 2）。经过充分凝固之后，炽热的铸坯

被切割成 3 到 15 米长的坯段，并让它

们自行冷却。

连铸工艺可以产生形状与最终产品

相近的半成品，极大地降低进一步轧制

或锻造处理的成本。根据模具的形状，

可以铸造方形轮廓的方坯，然后轧制成

连铸   |   炼钢 SMS Concast，瑞士

图 1 ：连铸机的输出辊道，凝固后的铸坯

被切割和输出。 

连铸：通过仿真优化设备和工艺
随着制造工艺变得日益复杂，对于更大更好的钢铁产品的需求也在增加。SMS Concast 通过仿
真技术确保他们的客户在降低能耗的同时，钢铁冶炼的尺寸、质量和复杂性方面也能上升到
新的层次。

作者：JENNIFER HAND

图 2 ：连续铸造过程示意图。钢液被送到

连铸机钢包。中间包将钢液分配到铜模，

并使用驱动辊从模具中拉出成形的铸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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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材和线材，以用于制造钢筋混凝土和

钢琴弦等产品。此外，也可以锻造大的

方形块钢，例如，曲轴或棒材与轨梁。

板坯被轧制成金属板材，可用于制造汽

车、油轮等。

SMS Concast 对铸造工艺的每个阶

段进行了仿真：分析中间包内的流体流

动、模具中的初始凝固、铸坯的凝固和

机械变形，以及切割之后大方坯的淬火

或缓慢冷却过程。“在凝固过程中，我

们必须最大程度减少合金元素在铸坯中

心的偏析、去除非金属杂质，以及改善

凝固钢坯的微观结构，”Grundy 描述道。

“实现这些改进的一种方式是对钢

液进行搅拌，”他说（见图 3）。电磁搅

拌器在铸坯周围产生强旋转电磁场，使

铸坯液芯中的钢液旋转。搅拌器产生

的电磁场和钢液流场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进行仿真。为了正确设计

电磁搅拌器和生产质量最好的钢材，仿

真是关键的一步。由于对清洁度（非金

属尽可能少）、甚至是组分（低偏析）和

微观结构晶粒的高要求，搅拌对高合金

化钢种（如滚珠轴承钢）至关重要。

“基本上，我们面临的大部分问

题都必须结合电磁学、液体或气体流

动、力学、传热等各种物理领域来进

行研究。这就是我们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的原因；没有任何其他工

具能像 COMSOL 一样无缝地将所有这

些物理领域关联到一个单一平台中。” 

预测凝固和收缩

炼钢工艺的一个最新发展趋势是在

铸钢的铸坯仍处于高温状态时就对它们

进行轧制，而不是先将它们冷却然后在

加热炉中重新加热。这种工艺称为热装，

可以避免热能浪费，但这要求更加准确

地了解铸坯是如何凝固的。Grundy 解释

说：“铜模是每个连铸机的核心。最初的

固态钢壳在其中成形。只有铜管的内部

形状完全跟着钢的收缩而变化，小方坯

才会没有缺陷，而要进行热装，小方坯

表面必须毫无缺陷。”

SMS Concast 团队通过他们的 

COMSOL 模型来了解模具内钢的最初

凝固过程中发生的复杂换热过程。在所

获得结果的指导下，设计了一种新型的

模具，可铸造具有大圆角的铸坯（见图 

4）。这些圆角可以在铸造之后保持高温，

产生更为均匀的表面温度。这样就可以

直接将小方坯热装到轧机，而无需像传

统钢厂那样，让它们自行冷却，然后重

新在加热炉中使用矿物燃料燃烧加热。

2010 年，台湾东和钢铁成功实施

了这种新型的模具设计，这家钢铁厂在

完全没有燃气加热炉的情况下运转，产

生了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效益。这样可以

每年减少 4 万吨的 CO2 排放，大约相当

于二万辆汽车的排放量。

仿真并进行验证

Grundy 总结说：“只要可能，我们

都会使用真实世界的结果或物理模型来

验证我们的仿真。例如，为了验证我们

的中间包流动仿真，一个客户构造了一

个有机玻璃制作的缩小的水模型，而我

们发现物理模型和我们的流动仿真结果

很好地吻合。随着对我们模型的信心增

长，我们有信心探索更优秀的设计。”

这种方法显然非常适合该公司；全球最

宽的异型坯（1150 x 490 x 130 毫米）已

经在德国的 SMS Concast 连铸机中铸造

出来，而有史以来制造的最大圆断面（直

径 1000 毫米）将于 2015 年在一家韩国

工厂投入生产。■

 连铸   |   炼钢

图 3 ：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的 

CFD 模块建立的中间包模型（上），以及

排空熔融钢液过程中的实际中间包（下）。

Nicholas Grundy 展示了连铸工艺的一个 

CFD 模型的仿真结果。

图 4 ：形成最初固态钢壳的水冷模具铜

管是每个连铸机的核心。插图：铜模内

的初步凝固和钢壳生长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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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洗脱支架   |   医疗技术 Boston Scientific Corporation，美国明尼苏达州

模拟药物洗脱支架中的释放机理
Boston Scienti�c 的工程师们正在为医疗设备设计带来新变革。他们最近的药物洗脱支架仿真通
过关联实验结果与计算模型，加深了对药物释放机理的理解。

作者：LEXI CARVER（COMSOL, INC.） 
特约作者：TRAVIS SCHAUER 和 ISMAIL GULER（BOSTON SCIENTIFIC CORPORATION）

图 1 ：A. 血管中的受限血液流动；B. 支架置入和扩张；C. 正常的血液流动（左），血管内的排列（中）和支架撑杆的截面（右）。

心脏动脉的斑块阻塞治疗是医疗

专业人员经常面临的挑战。这种情况

称为动脉狭窄，它会限制血液向心脏

流动，导致呼吸急促和胸部疼痛等症

状。有时通过使用支架来解决这种状

况；支架是一种很小的网状管式结构，

用于治疗动脉阻塞。通常将它们置入

冠状动脉，并使用球囊导管进行扩张，

保证动脉畅通，如图 1 所示。

虽然支架可以有效地保持动脉畅

通，但由于组织会在支架上过度生长，

动脉会重新变窄。这种现象称为再狭

窄，是人体的自然愈合反应，但它实

际上会阻碍痊愈。因此，研究人员开

发了药物洗脱支架来向动脉组织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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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用于减少细胞增殖和防止不必

要的生长。它包含一种由药物和聚合

物基体组成的涂层，用于控制药物释

放；支架网的每一股都包裹这种涂层

（见图 1）。近年来，在降低再狭窄率的

努力下，支架设计得

到了显著改善，但对

于释放过程仍有许多

未知。

药物释放行为

Boston Scientific 

是一家从事开发用于

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

的设备和技术的公

司。Travis Schauer、

Ismail Guler 和该公司的工程师团队已

经在寻求通过计算机仿真来更好地了

解药物释放机理。他们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建立了支架涂层的模型，

用于研究释放曲线（药物从涂层中扩

散出并进入血管组织的速率）和影响

因素。他们使用了 COMSOL 的优化模

块，使其仿真结果尽可能接近实验数

据。Schauer 解释说：“通过认识涂层的

基本机理和微结构，我们能够了解释

放过程，然后调整它来实现所需的过

程。”最终，这样得到的药物释放效果

可达到目前无法实现的效果。

Schauer 和 Guler 模拟的支架涂层

是有两相组份的微结构：富含药物、表

面互连的组成相，

以及通过聚合物

包封药物分子的

组成相。这种微

结构的形成会受

药物溶解性、药

物 / 聚合物比率和

制造过程中的工

艺条件影响。当支

架被置入动脉时，

富含药物的组成相会快速溶解并扩散

到组织中，在聚合物涂层中留下互连

的空腔（孔隙），见图 2。同时，通过

聚合物包封的分子则更加缓慢地扩散。

模拟药物传递

Schauer 和 Guler 对涂层微结构的

复杂几何进行了理想化处理：在他们的

模型中，涂层由按一定阵式排列的圆柱

形孔隙组成，这些孔隙内充满固态药物，

周围是聚合物壳层，聚合物壳层内同时

包含溶解药物和通过聚合物包封的固态

药物。分子沿径向和轴向扩散，而微结

构几何仅沿径向（在壳层与孔隙之间的

边界处）发生改变。因此，使用二维轴

对称模型（见图 3）就足够了。

COMSOL 使 Schauer 和 Guler 可

以轻松定制他们的模型。“我们的重

点是了解所面临的传递现象，而不是

把时间花在繁琐的编程上，”Schauer 

评论道：“我们根据需要直接通过用户

界面来定制基本方程。”他们对体外

和体内两种情况的释放曲线进行了仿

真，描述药物累积释放过程。“我们希

望了解为什么会观察到特定的释放曲

线，”Guler 和 Schauer 说道：“我们将

实验数据和由仿真获得的释放曲线进

行比较，验证我们的研究发现。”

图 3 ：支架涂层的理想化微结构。对单个孔隙 - 壳层建模（中）。标签 Rpore 和 tshell（右）

代表孔隙半径和壳层厚度。

图 2 ：药物释放前的涂层微结构（左），以及从涂层中释放药物后被聚合物基体包围

的互连空孔（右）。

 “通过认识涂层的基本

机理和微结构，我们

能够了解释放过程，

然后调整它来实现所

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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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uer 和 Guler 同时追踪了固态

药物的溶解和溶解药物的扩散。当药物

在孔隙内溶解时，孔隙会充满来自周围

组织的液体介质。药物在液体介质中的

溶解极限与在聚合物中不同，这会使孔

隙和壳层之间界面处溶解的药物浓度

不连续。Guler 解释说：“在 COMSOL 

中可以使用刚性弹簧方法轻松实现相

应的界面条件，确保扩散通量的连续

性。”COMSOL Multiphysics® 中提供

的可自定义的边界条件使 Schauer 和 

Guler 可以轻松添加所需的项。

由于某些模型参数是无法直接测

量的“有效”值，所以不得不对它们进

行估计，如聚合物壳层厚度。另一个是

阻滞系数，用于描述孔隙的扭曲形状

和收缩、立体效应以及对通过孔隙扩

散的其他潜在影响。这些参数使用优

化模块进行了改良。Schauer 和 Guler 

基于动力学药物释放 (KDR) 实验数据，

对壳层厚度和阻滞系数进行初步猜测。

他们将模型的预测释放曲线与 KDR 曲

线进行了比较。基于结果，优化模块

修改了壳层厚度和阻滞系数，获得了

模型计算结果和实验数据之间的最佳

匹配。释放曲线（见图 4）确认孔隙中

的药物快速释放，而壳层内的分散分

子则通过包封聚合物缓慢地扩散。图 5 

中的结果显示了与壳层相比，药物在

孔隙中的溶解和扩散速度更快。

未来的支架研究

降低再狭窄率是医生和医疗专业

人士一个持续追求的目标，药物洗脱支

架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Schauer 和 Guler 采用的模拟方法提供了

一种了解释放机理的宝贵方法。虽然简

化的微结构模型无法获得释放曲线的所

有细节，但孔隙 - 壳层仿真表现出了良

好的实验一致性，使他们对其理想化模

型的适用性建立了信心。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FDA) 的研究人员正在基于

扩散 - 界面理论开发更全面的仿真，研

究微结构的形成。这些模型的目标是解

释工艺、微结构和受控系统中释放行为

之间的关系。最终，通过仿真有可能让

医疗设备设计人员更好地控制药物传递

过程，从而改善心血管病患者的治疗。■

图 4 ：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显示了体外和体内两种情况的释放曲线。

图 5：体外情况的预测药物浓度，时间 = 2 小时；C/Cs = 溶解药物浓度 / 溶解极限（左），

S/S0 = 固态药物浓度 / 初始固态药物浓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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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ON，荷兰 热设计优化   |   成像光谱

在外层太空，特别是对于为检测热

辐射而要求极低温度的低温系统，热管

理具有独特的地位。这是 SRON 荷兰空

间研究所的工程团队在设计SpicA远红外

线仪器 (SAFARI) 时面临的一个挑战，该

仪器是测量每像素点完整远红外光谱的

红外相机。SAFARI 将应用于日本的宇宙

学与天体物理空间红外望远镜 (SPICA)。

SPICA 的太空观测深度超出了之

前的任何太空望远镜。由于 SAFARI 具

有冷却到略高于绝对零度的超灵敏探测

器，所以与之前的空间相机相比，它可

以捕获更弱的远红外线辐射。精确的地

面和空间校准对于传感器的精度和太空

任务的成功至关重要。为了设计和优

化这些校准系统，SRON 的团队借助于 

COMSOL Multiphysics® 仿真来为他们提

供指导。

克服望远镜校准系统中的发热

SAFARI 的校准源包含一个黑体

保持冷却：SRON 开发用于
外太空望远镜的热校准系统
观察和分析外层空间中产生新恒星和行星的区域天生需要极其灵敏的探测器。辐射和过热会导致
这些探测器失效。通过使用多物理场仿真，SRON 的一支团队正在开发可与这种脆弱设备一起工
作的成像光谱仪的校准源。

作者：LEXI CARVER

图 1 ：左：SAFARI 校准系统的截面。右：各个硬件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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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或辐射源，该辐射源提供的辐射

光谱仅依赖于源温度，这使它成为一

个非常可靠和精确的校准器。“然而，

SAFARI 的探测器太过于敏感，辐射

源产生的功率超过了其承受的一百万

倍，必须使用光圈和积分球进行光学

稀释，”SRON 的设计工程师 Chris de 

Jonge 说道：“经过积分球之后，具有正

确功率和光谱分布的辐射会在 SAFARI 

的探测器阵列上重新成像，进行校准。”

在积分球与辐射源之间是机械快门和

虹膜机构（见图 1）。快门用于打开和

关闭到辐射源的光圈，虹膜则用于微

调和调制输出功率。

热管理至关重要：该系统置于 4.5 

开尔文 (K) 的“超暗”环境中，以降低

来自设备自身的背景辐射。探测器基本

温度的变化、背景辐射（受航天器方向

影响）和由光圈和快门机构耗散的功率

等因素都会扰乱校准。

“辐射源温度可以设置在 95 和 300 

K 之间来产生辐射 — 这会在辐射源

和 4.5 K 环境之间产生很大的温差，而

这些温度下的可用冷却功率只有几十

毫瓦，”de Jonge 解释说：“考虑到这

一点，我们需要设计热绝缘的悬架系

统。”SRON 团队需要具有高谐振频率的

硬悬架，防止热从辐射源传到设备的其

余部分，同时保护它免受不希望的扰动。

设计热绝缘的悬架系统

使用 COMSOL 仿真，de Jonge 评

估了通过悬架的热载荷，并对具有不同

形状和材料的悬架概念模型进行了模态

分析，寻求机械刚度和热载荷之间的折

衷。“COMSOL 使我们可以快速研究不

热设计优化   |   成像光谱 

图 3 ：左：辐射源系统的热模型，具有 (1) 不锈钢悬架钢丝，(2) 辐射源主体，(3) 悬架台和 4.5 K 周围环境之间的界面。右：辐射源

的模态分析，显示的谐振频率为 720 Hz。

图 2 ：左：具有不锈钢悬架钢丝（以红色突出显示）的辐射源的 CAD 绘图。右：实际

的硬件。

 “COMSOL 使我们可

以快速研究不同的几

何形状，这在其他情

况下是难以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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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设计优化   |   成像光谱

同的几何形状，这在其他情况下是难以

分析的，”de Jonge 评论道：“由于支架

上的温度梯度很大，并且热属性会按温

度函数的形式发生快速变化，所以必须

实现随温度变化的材料属性。最终，我

们选择了对机械刚度和热绝缘有最佳组

合的解。”基于仿真结果，该团队设计

并优化了一种采用细 (100 µm) 不锈钢钢

丝将辐射源支撑在三角形框架中的构型

（见图 2）。

由于不锈钢在低温下的热导率很

低，并且钢丝的截面极小，通过钢丝的

热传导会受到限制，这得到了仿真结果

的证实（见图 3）。对于 150 K 的辐射源

温度，实验分析表明产生了 10.17 mW 

的传导热。仿真结果密切吻合，精确到

了 0.01 mW。此外，该设计的谐振频率

为 720 Hz，足以确保辐射源的正常工作。

优化虹膜和快门以实现最高效率

接下来，de Jonge 优化了线圈驱动

的虹膜和快门机构（见图 4）。虹膜通过

音圈致动器驱动，包含四个围绕无摩擦

轴承旋转的不锈钢叶片。快门是一个磁

性闭锁装置。

De Jonge 使用 COMSOL 来优化虹

膜线圈和外壳几何（仿真结果如图 5 所

示），目的是最大程度降低驱动期间的

电流和耗散热量。通过对关于气隙和线

圈绕组数的主要设计参数执行参数化扫

描，该团队开发了最佳的线圈设计，具

有 38 mA 低驱动电流，功率耗散仅为 1.6 

mW。

SRON 的热稳定深空遥感系统

正在准备中

由于 SAFARI 具有灵敏的探测器，

并需要低温系统中的耗散机制，所以保

持可控的热环境对完成 SPICA 太空任

务至关重要。COMSOL 使 de Jonge 和 

SRON 的团队可以优化他们的设计，获

得极低温度下可能的最佳传热、材料

和结构条件。SAFARI 校准源的第一次

测试验证了 COMSOL 仿真的准确性。

SPICA 预计将在 2022 年发射到太空轨

道，届时 SAFARI 将帮助我们揭开太阳

系以外太空的新的神秘现象。■

图 4 ：左：虹膜装配体的元件，包括线圈、绕组和外壳。通过光圈中心可看到叶片的

边缘（内部）。右：快门机构。

图 5 ：左：虹膜机构的模型，分别显示了叶片和线圈的总位移（表面图）和磁通密

度（箭头）。使用多体动力学模块和 AC/DC 模块来执行仿真。几何使用 COMSOL 

LiveLink ™ for Creo ™ Parametric 导入几何。右：快门机构的模型。研究了磁场力

与线圈电流和锚角的函数关系。

SRON 的设计工程师 Chris de Jonge 正在

研制 SAFARI 校准系统。

PTC 和 Creo 是 PTC Inc. 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标
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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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热水吸附   |   航天器空气再生 NASA 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美国亚拉巴马州

为确保航天员的安全和太空任务的

成功，需要定期对载人航天器中的空气进

行再生处理。对于要持续数月的太空任务，

这意味着需要不断对空气进行除湿，采集

水分供重新使用，并排出二氧化碳 (CO2)。

其中，船载空气控制系统的一个组件是

集水装置，作为空气再生回收和环境监

测 (ARREM) 项目的一部分，NASA 的航

空航天工程师 Jim Knox 正在对它进行优

化。他带领着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阿拉

巴马州，亨茨维尔镇）的一支团队，旨在

通过降低该装置的功耗，并最大限度地提

高集水能力来提高该装置的成本收益和效

率；他们的目标是能够回收空气中 80% 至 

90% 的水分。他们希望为 NASA 的飞行系

统开发人员提供一种综合的方法来实现空

气再生和水分采集，最终提高太空任务能

够完成的飞行时间和距离。

通过高效吸附分离水分和 CO2

对航天器内的空气再生处理需要分

离水分、去除 CO2 ，并在水分凝结成液

态之前将它返回到空气中。该团队开发

的集水系统（见图 1A）称为等温体干燥

器 (IBD)。它包含一个具有封闭通道（称

为填充床）的基座，其中每个通道都布

仿真帮助改善
载人航天器的空气再生系统
载人航天器中的生命保障系统必须为航天员提供呼吸空气和饮用水。通过空气再生回收和环境
监测系统，NASA 的工程师们正在开发确保飞船船员安全的空气控制装置。

作者：LEXI CARVER

图 1：(A) 四道 IBD 照片。(B) IBD 的网格化 COMSOL 模型。紫色区域表示湿层，红色

表示干层。

图 2：仿真结果显示了每个填充层中的温度 (K)。第一和第三道包含向下流动的湿空气，

第二和第四道包含向上流动的干空气。

图片由 NAS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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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热水吸附   |   航天器空气再生

满了硅胶颗粒，用于促进水分吸附（吸

取水分的“干”床）或解吸（将水分返

回到空气中的“湿”床）。每对填充床都

配备了一个用于传热的泡沫铝晶格。

集水过程以同步半循环的形式进

行，即一些空气进入干燥床，同时一些

空气离开湿润床。在干燥床中，空气中

的水分以放热方式吸附到硅胶上，即通

过对空气进行干燥来采集水分，然后空

气进入 CO2 去除系统。不含 CO2 的空气

流回到湿润床。与此同时，干燥床中吸

附产生的热量通过泡沫铝晶格传到湿润

床，使水分从硅胶中解吸出来并返回到

空气中。这种传热方式同时可以降低干

层中的温度，使吸附可以持续更长时间。

水分被泵回太空舱中，而 CO2 则被排入

太空。从 IBD 流出后，太空舱空气将进

入一个换热器和离心分离器，它们一起

用于凝聚并分离出液态水，采集供再次

使用。

仿真气体流动和优化填充层条件

通过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Knox 的团队建立了四道 IBD 的模

型， 用 于 计 算 该 装 置 的 效 率（ 模

型 如 图 1B 所 示 ）。IBD 几 何 形 状

在 Pro/ENGINEER® 中创建，并使用 

LiveLink ™ for Pro/ENGINEER® 导入。

“COMSOL 允许我们对复杂几何进行这种

多物理场仿真，”Knox 说：“我们需要仿

真层中的多孔介质流、多种材料中的传热、

输入压力边界，并确定吸附率。”他们发

现由于放热吸附，干层在气流向下流动时

获得热量。与之相反，湿层在气体向上流

动时丧失热量（见图 2 和图 3）。

团队成员 Rob Coker 使用穿透测试

（空气在泵的作用下通过干层）计算了 

IBD 的效率。起初，离开干层的空气是完

全干燥的；所有水汽都被吸附到硅胶上。

随着更多的空气流过，出口处空气中的水

汽浓度上升；最终，由于硅胶颗粒无法再

容纳更多的水分，它与进入的空气具有

相同的湿度。通过观察这个过程，该团

队获得了 IBD 模型的参数值，然后他们

将穿透测试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见

图 3）。COMSOL 的强大功能让他们可

以追踪水浓度、流动速率和压力，流入、

流出的边界条件，以及每个半周期的干、

湿空气变化。

从仿真结果来看，IBD 去除了空气

中 85% 的水分，并将它返回到空气中以

供采集。该模型成功地预测了 IBD 的效

率；从这里开始，他们将能够进一步优化

热链填充层的设计。

为 NASA 提供

可靠的空气调节方法

该团队的 COMSOL 仿真为集水装置

提供了宝贵的优化和设计指导。他们通过

最大限度降低功耗要求，最大限度地提高

排出 CO2 之前的集水能力，提高了 IBD 效

率。这是再生系统的众多重要部件之一，

他们希望可以扩展太空任务的可及范围。

此外，他们还使用 COMSOL 仿真来设计

适合更长任务的新系统，可以从 CO2 中分

离出氧气，减少太空船上必须携带的 O2 

量。借助这些创新设计和仿真的强大功能，

我们很快就会拥有比从前飞得更远的载人

航天器。■

NASA MSFC 的空气再生计算机仿真团队。从左到右：Rob Coker、Carlos Gomez、

Greg Schunk 和 Jim Knox。

图 3 ：出口处空气的仿真结果，显示了 (A) 气体温度，(B) 水汽压力。

PTC 和 Pro/ENGINEER 是 PTC Inc. 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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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绝热   |   被动式疫苗储存 Intellectual Ventures，美国华盛顿州

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电力

供应极为有限，很多地方从未有过任

何类型的电力基础设施。这对于援助

工作者和医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不久之前，必需在相对恒定低温条

件下储存的疫苗还不能运送到偏远地

区，而这些地方又最需要它们。

作为 Intel lectual Ventures (IV) 

的 Globa l Good 项目的一部分，一

个创新团队发明了一种类似于保温瓶

的容器，称为被动式疫苗储存装置 

(PVSD)，它采用了高性能的隔热技术，

完全改变了缺电或无电地区的疫苗储

存方式（见图 1）。

满足严格的安全要求 
如果疫苗的储存温度不是一直都

保持在必需的温度范围内，疫苗就可能

发生变质而无法使用。Global Good 的

研究人员的任务是达到由世界卫生组织

规定的标准。为了安全送达，疫苗需要

保持在 0℃至 10℃ 的狭小温度范围内。

研究人员设计的第一款原型基

于低温杜瓦瓶，这种装置依靠真空

和多层隔热技术来储存极低温的液

体。正常情况下，杜瓦瓶可以长时

间地存放液态氮或液态氧，但它存

放冰块的时间只有几天，之后就会

发生融化。

为了确保 PVSD 使用的材料和

设计可以在高温下维持高真空度，

Global Good 的研究人员利用实验并

结合通过 COMSOL Multiphysics® 完

成的热真空模拟系统进行验证。与低

温杜瓦瓶一样，PVSD 也依靠真空多

新型绝热技术为发展中国家运送疫苗

Intellectual Ventures 的 Global Good 项目一直在努力研发新技术，力争把疫苗带到世界每一个角

落。被动式疫苗储存装置每次只需放入一批冰块，无需外部电力就可以低温储存药物一个月。

作者：LAURA BOWEN

图 1 ：Intellectual Ventures 团队和援助工作者，以及运送疫苗的 PVSD。

 “为了确保 PVSD 使用的

材料和设计可以在高温

下维持高真空度，Global 

Good 的研究人员利用实

验并结合通过 COMSOL 

Multiphysics® 完成的热

真空模拟系统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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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保温隔热   |   被动疫苗储存

层隔热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传热。

高真空状态几乎可以消除对流和气体

传导传热，而多层隔热则可以显著降

低辐射传热。多层隔热材料由极薄的

反光铝片和低传导率衬垫构成，类似

于在航天器中使用的材料。

仿真极端条件下的疫苗储存

Intel lectual  Ventures 的  Global  

Good 项目研究人员使用环境腔室来

重现类似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

区的气候条件，以便严格测试并了

解其原型的性能。但是，构建高真

空度的杜瓦瓶原型是一项复杂的工

作，因此为了在构建原型之前更有

效地探索不同的设计方向，该团队

转为采用  COMSOL Mul t i phys i c s ® 

及其传热模块和分子流模块等。他

们面临的挑战包括优化内部几何结

构来实现最长的冷藏时间、维持更

高的真空度，以及设法处理真空中

的放气等。最大限度减少残余气体

至关重要，因为在  P V S D 使用寿命

中，真空中即使存在少量的残留气

体，也会导致失去真空完整性，使

进入装置的传热速率升高。

为了最大程度提高疫苗存放时

间，并尽可能方便现场的医务人员

取用，他们对该装置的几何结构进行

了优化。作为对抗各种环境因素的第

一道防线，该装置的外部由填充了防

护橡胶缓冲材料的金属外壳组成，而 

PVSD 内部则包含一个较小的壳层，

在其最上方通过悬臂圆颈与外部连

接（见图 2）。由于采用这种设计，只

有在连接点处才会发生传导传热。此

外，还通过复合材料圆颈来保持真

空，使周围空气不会渗透进来。使

用 COMSOL 进行 PVSD 设计的工程

师 David Gasperino 说：“ COMSOL 

Mul t iphys i c s ® 可以有效地减少花在

复杂模型上的时间，”他同时表示他

们尤其赞赏：“以简易的方式无缝地耦

合所有过程，清楚地描述多物理场过

程。”该团队发现可用的模块非常之

多，这有助于他们使用自己的模型来

研究复杂的物理过程。

改善下一代的储存装置设计

基于 PVSD 的实验和理论工作的

结果，该装置对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冷

藏链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疫苗可以运

送到更偏远的地区，无需电力即可储

存更长的时间。在未来，In te l lec tua l 

Ventures 将继续改善他们的储存装置

设计，使之可以更高效地长时间冷藏

疫苗。该团队将继续努力，研发新型

工具拯救世界各地的生命。■

图 2 ：上：装入物品之后不久的 PVSD 的

热仿真；融化冰块的过程通过 COMSOL 

Multiphysics® 中的相变功能进行建模。下： 

PVSD 使用类似于低温杜瓦瓶的温度控制

储存方法。每次只需放入一批冰块，它

就可以长时间地储存疫苗。

 “COMSOL Multiphysics® 可以有效地减少复杂模型的

建立时间 ... 以简易的方式无缝地耦合所有过程，从而

清楚地描述多物理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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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效除湿   |   核废料储存 Sogin，意大利

腐蚀是金属最无情的天敌，尤其

是核废料容器中的腐蚀绝不能发生。

这正是意大利面临的情况，其国

内核电生产已经停止，但需要长期安

全地储存作为发电、研究、医疗和工

业活动副产品产生的低放射性废料。

Sogin S.p.A. 是一家意大利国有的

公司，负责意大利核设施的退役和放

射性废料的管理。

核废料储存

需要精确的湿度控制

Sogin 的一个项目是对位于意大利

中部的一座原核电站的建筑进行改造。

其目标是达到意大利和国际上对于临

时储存低放射性废料的要求，直到废

料可以送到国家永久储存库。

这个临时设施是一个大约 30 米 × 

15 米的单层矩形空间，划分成两个房

间。废料储存在钢筒中，由于放射性原

因，这些钢筒封存在混凝土内。钢筒

的外径为 0.8 米，而外包装的直径为 1 

米。为了防止腐蚀，必须保持 65% 或

更低的相对湿度。

Gianluca Barbella 是 Sogin 的一名

结构工程师，也是该项目的团队领导。

“需要控制空气湿度的原因是因为使用

了非不锈钢钢筒。混凝土外包装意味

着只有先取出钢筒才能对它们进行检

测，这使得难以持续地监测腐蚀过程。

此外，该设施还暴露在相对湿度较高

的环境下。因此，湿度控制至关重要，”

他解释道。

但是，在该设施 25 年的预期寿

命中通过加热、通风和空调 (HVAC) 

系统来保持最佳条件的费用非常昂

贵。此外，由于不能扩大该设施，

抵御核废料
储存设施

的腐蚀
作者：GARY DAGASTINE

图 1 ：划分为两个房间、用作低放射性废料临时储存设施的空间平面图。在房间中，

废料储存在具有混凝土外包装的非不锈钢钢筒中。

多物理场仿真帮助 Sogin S.p.A. 
设计出一种简单、节能的除湿
系统来防止放射性废料钢筒中
发生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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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AC 系统的空间要求将导致废料储

存的空间更小。并且，由于设备故障

和定期维护，HVAC 系统停机是不可

避免的。

潜在的替代方法是改为使用工业

等温除湿机，它的优点是相对较小、可

移动，需要的维护较少，并且可以显

著减少工作成本。该设备基于逆向卡

诺热循环：风扇将空气吸入该设备，然

后空气通过蒸发器并被冷却。空气中

的多余水分会凝结成水滴，落入一个

水槽中。然后，空气通过冷凝器，其

温度在其中升高几度。之后，干燥的

暖空气再次循环到环境中。

Sogin 项目依靠数值仿真来研究

两种不同的工业等温除湿机的各种

尺寸和配置的影响。机械设计部的 

Piergianni Geraldini 负责执行这些分

析。目标是确定设备要求，以及确定

设备在房间中的最佳布置（见图 1）。

仿真帮助确定最佳布局

该团队首先利用单相不可压缩 

k-ε 湍流模型来进行稳态流体流动仿

真，研究了房间内的空气湍流流动。

其目的是在假定采用除湿机的情况下，

模拟储存区域中的空气速度场。

然后，他们将这些研究的结果用于

全耦合的瞬态仿真中，研究房间空气中

的热量和水分传递（见图 2）。整体的

结果用于优化安排除湿机的最佳布局。

所 有 仿 真 均 使 用 COMSOL 

Multiphysics® 及其传热模块来完成。

“如果没有这种完善的仿真工具，我

们将不得不使用简化的近似方法加上

设备制造商提供的除湿机性能曲线

来建模除湿过程。但是，仿真结果

向我们表明，COMSOL 具有强大的

功能，可以求解三维热量和水分传

递问题，”Piergianni 说：“COMSOL 

Multiphysics® 使用户可以方便地耦合

不同的物理场，具有直观的界面，使

在同一界面内管理整个建模过程成为

了可能。”

“仿真帮助我们设计了只需要两个

除湿机的布局，而其他布局需要四个

除湿机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Barbella 

总结道。“我们设计的系统可以限制滞

留气穴，使设备可以在峰值效率下工

作，在该设施完成并投入服役后可以

帮助降低钢筒发生腐蚀的风险。”■

图 2 ：对于设计寿命为 25 年的放射性废料储存房间，意大利的 Sogin S.p.A. 通过 COMSOL 仿真来研究在空间内不同除湿机类型和

摆放位置的情况下，房间内的空气流动速度（左）和整个房间内的表面相对湿度（右）。仿真结果帮助工程师们设计出了可最大

程度减少滞留空气、支持最高工作效率并优化相对湿度的除湿系统。

 “COMSOL Multiphysics® 使用户可以方便地耦合不同

的物理场，具有直观的界面，使在同一界面内管理整

个建模过程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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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太引人注意，但地下保温和

供暖系统可以防止混凝土建筑地基发生

临界损坏，保证居住者的安全，保持室

内温暖。由于混凝土具有多孔结构，水

和污染物可以进入地基。当地基或下方

的土壤冻结时，会导致诸如开裂之类的

结构损坏。一些老旧的建筑通过保温措

施来进行保护，而其他一些建筑则通过

铺设在锅炉和室内供暖装置之间的供暖

管道进行保护。

持续的损坏会有严重的风险，如

建筑发生屈曲或倒塌。芬兰埃斯波的 

Vahanen Group 是一家专业从事质量评

估和施工建议等建筑服务的公司，为了

解决寒冷和潮湿的问题，该公司分析了

正需进行改造建筑的潜在冻害。在已存

在损坏并需要进行改造时（例如，需要

更换供暖系统和管道），他们的工作是

非常重要的。

什么是最佳的建筑保温方式？

Pauli Sekki 是 Vahanen 的一名建筑

专家，他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的仿真功能来进行风险评估 — 目标是

确定地基或供暖系统的某些改造是否需

要增加外部防冻保温措施。如果增加了

不必要的措施，将会浪费宝贵的资金、

时间和工作量。

其中一个项目，Sekki 的 COMSOL 

模型（见图 1）包括地基、松土层和压

实土层、几种类型的保温层、轻质混凝

土墙，以及从供暖系统铺设到建筑墙体

和地基附近下方的管道。

Sekki 首先基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的本地气候数据对温度变化进行仿真。

政府发布的霜冻表数据提供了年度总冻

结度小时 (FDH)，该数据表示日平均温

度低于 0℃ 的摄氏度量（例如，如果某

一天的平均温度为 -5℃，则 FDH 为 5 

度 x 24 小时 = 120）。对于赫尔辛基，一

年中每天的 FDH 年度总和 （年度冻结指

数）通常约为 14,000 FDH。

根据现有的数据，Sekki 获得了一

个“临界冻结”量来表示平均每五十年

出现的异常冷冬（约 40,000 FDH）。鉴

于建筑强度和寿命的重要性，任何改造

将不仅需要承受通常的冬季气候，还要

能够承受这些罕见的、更恶劣的条件。

“设计和施工队求助于 Vahanen 来验证

通过多物理场仿真来预防建筑损坏

极端气候条件下的湿度和温度变化可能会损坏建筑地基。Vahanen Group 利用多物理场仿真为

施工队提供评估支持，帮助防止冻害并保持建筑物结构安全。

作者：LEXI CARVER

图 1：建筑的几何模型示意图。供暖管道从锅炉铺设到室内供暖装置，使地基保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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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改造计划是否安全、可持久，并且做

到材料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Sekki 解

释道：“我们则求助于 COMSOL 来获取

这些信息。”

在这个案例中，他需要确定完全

拆除受损供暖管道的改造是否会危及建

筑物的安全。现有的保温措施是否已

经足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对管

道、保温层和地基中的传热进行了模拟。

“COMSOL Multiphysics® 中的工具非常

易于处理这种复杂模型，”他评论道：“几

乎可以无限可能地设置边界条件，这是

一种极大的优势。”

预测潜在的冻害

Sekki 使用他的仿真来预测混凝土

地基中两个最低拐角处（图 1 中的点 A 

和 B）的温度。他研究了三种情况：原

有的结构、供暖系统改造后的结构（不

再从管道传热），以及另外使用发泡聚

苯乙烯 (EPS) 保温材料替换受损木丝水

泥板 (WWCB) 的改造后的结构。

对于赫尔辛基的一般年份，地面

可以保持足够的温度，足以防止在其原

有状态和供暖系统改造后对于建筑产

生的损坏。但是将 WWCB 保温材料替

换为 EPS 后，接近地基的地面会降至 

0.5℃（见图 2），这种低温足以产生问题。

“新的 EPS 保温结构存在产生冻害的风

险，”Sekki 说：“值得庆幸的是，多物

理场仿真帮助我们避免了这种风险。”

保持结构强度

来应对最恶劣的冬季

在仿真较长冬季的环境之后，他发

现只有原有结构的地基能够维持在冻结

温度之上并保证安全（见图 3）。

在仿真结果中，采用 WWCB 改造

结构的地基周围的地面温度下降到了 

-2℃。使用 EPS 保温材料替换的改造结

构的地基温度降得更低，达到了 -4℃。

这意味着拆除供暖管道会使建筑地基面

临严重损坏的风险（见图 4），这表明需

要安装额外的保温材料。

图 2 ：仿真结果显示了增加了 EPS 保温

材料的改造建筑在典型年份 (14,000 FDH) 

中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图 3 ：未改造建筑在每隔 50 年出现的极

端冬季条件 (40,000 FDH) 下的温度分布。

图 4 ：建筑在进行改造和增加 EPS 保温材料后的温度结果（40,000 FDH 情况下）。橙

色线（线图）和垂直等值线（表面图）表示 0℃。

Pauli Sekki，Vahanen Group 的建筑物理专家。

采纳合理的建议

保持结构完整性

Sekki 利用他的研究结果，确保了

类似赫尔辛基气候条件的地区的建筑

改造安全。通过仿真，他能够评估复杂

几何结构的供暖需求，可以测试不同的

保温材料和厚度，确保他建议的技术

是安全和充足的。为了进一步为施工

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Vahanen 还利用 

COMSOL 对热量与水分的瞬态传递以

及室内空气流动进行建模。“有了仿真，

我们就能为客户提供良好的建议，”Sekki 

评论道：“防止会导致结构破坏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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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血液学分析之类的实验室

检测会影响包括入院、出院和治疗过

程中高达 70% 以上的关键决定。因

此，对于治疗患者病情或挽救生命而

言，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是极为重要的。

HORIBA Medical 是一家全球性的医

疗诊断设备供应商，仿真软件在其研

究和开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用

于确保这些检测尽可能准确和全面。

HORIBA Medical 尖端的血液学

分析设备的核心是一种知名的血液分

析方法，该方法结合光学测量和生物

电阻抗技术来分析血样。阻抗测量装

置采用了微孔电极系统，血液从其中

通过（见图 1）。然后，使用生物电阻

抗对细胞数量进行计数，并测量红细

胞、血小板和白细胞的大小和分布。

阻抗测量后，借助激光和光学探测器

来分类不同类型的白细胞。

在生产 HORIBA Medical 的血液

学和临床化学设备产品系列时，需要

考虑的事项包括速度、准确性、尺寸

和对顾客的易用性。

“如今，体外诊断专家设计出的

系统必须能够完成日益复杂的检测，

同时其结果更易于理解，”HORIBA 

Medica l 的科学计算工程师 Damien 

I sèbe 描 述 道：“ 数 值 仿 真 使 我 们

可 以 设 计 出 满 足 这 些 目 标 的 设

由于无法使用物理原型进行测量，HORIBA Medical 转而通过仿真来优化和改进他们领先的血液

分析设备产品线。

作者：ALEXANDRA FOLEY

优化血液分析方法： 
物理原型失败时，仿真提供了
答案 

图 1 ：ABX Pentra 系列分析仪中的微孔电极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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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HORIBA 将其收入的 10% 直接

投入到研发工作中，而数值仿真是其

科研重点。

微孔电极系统的仿真

Isèbe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 

来改进 Pentra 系列中的电阻抗系统（见

图 2），这是 HORIBA Medical 最先进

的血液分析仪之一。全自动过程首先

需要在分析腔中放置血样，血样会在

液压通道中传送，然后被试剂稀释。

稀释后，血样会被送入计数与测量腔，

测量腔包含一个微孔，微孔两旁则有

一对电极（见图 3）。

电极会在计数腔内产生强电场，

当血样内的粒子通过微孔时，介质的

电阻抗会使两个电极之间的电压发生

变化。然后，使用该电压差来计算粒

子的数量，并确定粒子的大小，较大

的电压差对应于较大的分子（见图 3）。

“计数腔内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物理

过程：高速流体、通过微孔的压降、传

热、强电场，以及由于机械设计问题

而产生污染风险，”Isèbe 描述道：“我

们使用 COMSOL 来更好地了解这些物

理场在该装置内如何相互影响。”Isèbe 

发现 COMSOL Multiphysics® 的关键

优势之一是可以将 CAD 模型直接导入

软件环境中。“导入测量腔的 CAD 模

型可以便于我们提取计算区域，”他解

释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计

算系统中的流体流动，那么仿真软件

就可以直接基于 CAD 模型自动创建流

体域。”将微孔电极系统的几何（见图 

4）导入 COMSOL 之后，就可以对制

造装置的实际几何进行分析和优化。

影响测量准确性的复杂因素

Isèbe 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分

析和控制对装置准确性产生不良影响

的因素来优化阻抗测量系统。这包括

通过微孔的粒子轨迹及其方向，这两

图 2 ：Pentra 系列的两款血液学分析仪 ABX Pentra 60C+（左）和 Pentra 80 XLR（右），

它们采用了微孔电极系统，通过阻抗测量来进行血液粒子的数量计数和大小测量。

图 3 ：阻抗测量的原理。

 “由于计算分析和超级计算能力的发展，数值仿真已

成为科技进步的第三支柱，仅次于理论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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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因素都会影响测得的电压差。

例如，当某个粒子靠近微孔边缘

通过时，由于电场具有很高的梯度（见

图 5 中的轨迹 T2），该处粒子所承受

的电场强度高于通过微孔中心的粒子

所承受的电场强度（见图 5 中的轨迹 

T1）。这种现象称为边缘效应。由于

这种效应，所产生的电脉冲会发生畸

变，粒子尺寸的计算结果会被高估。

通过微孔的粒子取向会使该过程

进一步复杂化。电场分布会根据粒子

是水平还是垂直通过微孔而变化，这

同样会导致粒子尺寸被高估（见图 6）。

诊断效率的真正提高

I sèbe 通过仿真技术开发了一种

考虑不同粒子轨迹和取向的方法。“因

为这种系统尺寸极小，很难进行任何

实验测量，”Isèbe 描述道：“仿真使我

们可以改进通过样机实验无法实现的

过程。”

以前，微孔电极系统中生物粒子

的数量计数和大小测量基于一种假设，

即血样在微孔内是均匀分布的。然后，

通过统计方式来确定粒子的平均大小，

以补偿由于粒子轨迹和取向而产生的

误差。这种方法忽略了靠近边缘通过

的粒子产生的电脉冲，而在实验中，

由于计数速度很高，很难区分畸变脉

冲与正常脉冲。

为了提高该装置的准确性，I sèbe 

通过数值模型发现可以使用流体聚焦

来减小分析误差（见图 7 和图 8）。“流

体聚焦使用鞘流来控制微孔内的血样

速率，以及引导血样沿微孔中心轴流

动，”Isèbe 说道：“该系统的仿真使用

了多物理场方法，即对阻抗变化与粒

子流体流动分析相结合所引起的电脉

冲进行模拟。”

图 5 ：电极微孔内的电场等值线图。图中

显示了两种可能的粒子轨迹， T1 和 T2。 图 6 ：粒子取向对电极微孔系统内电场分布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电压差。

图 4：微孔电极系统的 CAD 模型，使用 CAD 导入模块导入到 COMSOL Multiphysics®。

 “仿真使我们可以改进通过样机实验无法实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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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èbe 通过仿真来分析流体聚焦如

何改进阻抗测量，并确定该装置的最

佳配置。“使用这些模型，我们可以精

确计算该装置内的速度场，并分析微

孔入口处的加速过程。然后，我们可

以使用该信息来确定哪种设计可以产

生最准确的结果。”仿真结果表明，流

体聚焦可以极大地提高粒子测量的准

确性（见图 8 上）。

接下来，他们将这些分析与实验

结果进行了比较。“当我们比较这两种

情况的仿真和实验结果时，我们判断流

体聚焦装置的精确度约为非流体聚焦装

置的两倍，”Isèbe 解释道 （见图 8 下）。

仿真证明了技术创新的价值

这种用于血液学分析的电阻抗测

量系统的设计与优化是一种真正的多

物理场应用，涉及到机械、流体、化

学和电分析的耦合。所获得的装置 

ABX Pentra 系列是如今市场上最精确

的全自动分析仪之一。

“ 通 过 仿 真， 我 证 明 了 在 

HORIBA 的诊断设备上实现这种技术

来进行血液分析的价值，”I sèbe 说。

目前，I sèbe 正在对粒子流体流动分

析进行改进，并计划在未来的研究中

包含三维处理以及粒子在液压应力作

用下发生的变形。“由于计算分析和超

级计算能力的发展，数值仿真已成为

科技进步的第三支柱，仅次于理论和

实验，”Isèbe 说道：“仿真现在已成为 

HORIBA Medical 关键的研发工具之

一，它是在技术创新中用于决策的关

键要素。”■

图 7 ：流体聚焦仿真，演示了如何使用鞘流来引导血样沿电极微孔中心轴流动（血样

流为红色，鞘流为蓝色）。

图 8 ：上：未采用流体聚焦（左）和采用流体聚焦（右）情况下静态粒子大小分布的仿真结果。下：未采用流体聚焦（左）和采用

流体聚焦（右）情况下的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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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压力是保证汽车性能的幕后

英雄。当充气到一定压力时，轮胎处

于设计预期的形状，而当气压下降时，

轮胎转动需要的能量会增大。在日常

往来行驶中，驾驶人员很容易忘记维

持轮胎压力，轮胎可能已经被刺穿却

完全未被察觉，所以有一个可提醒驾

驶人员充气的车载传感器会非常重要。

设计这些传感器需要仔细考虑所有细

节，仿真提供了寻找合适设计的工具。

轮胎压力传感器塑造驾驶体验

轮胎压力低的一个后果是燃油

消耗增加。此外，在低轮胎压力下行

驶的车辆会向大气多排放数以吨计的

温室气体。轮胎压力低也会使车辆难

以停止，或使车辆在潮湿地面上打

滑。一般要求汽车制造商在车轮上加

装压力监测传感器，在轮胎压力低

于预期时反馈给驾驶人员；Schrader 

Electronics 目前是轮胎压力监测技术

的全球市场领先企业。

Schrader E lec t ron ics 每年制造 

4500 万个传感器，为包括通用汽车、

福特和奔驰在内的领先汽车公司提供

传感器。为了使传感器可承受车辆使

用期间的各种道路状况，可靠性和耐

用性是关键。在设计必要的功能、几

何和材料时，需要考虑到冲击、振

动、压力、湿度、温度和各种动态力。

Schrader E lec t ron ics 机械设计团队

的工程师 Christabel Evans 一直在采

用有限元分析 (FEA) 和多物理场仿真

来为各种车辆打造成功高效的轮胎传

感器。

通过 FEA 设计

性能更好的传感器

图 1 所示的高速卡入式轮胎压力

监测传感器是 Schrader 生产的一款常

优化内置式轮胎压力监测传感器 
用于调节汽车性能的微型传感器采用特殊设计方式，使之可以直接安装在行驶的汽车轮胎中工

作，保证它们既能在行驶中灵敏测量数据，又能经久耐用，承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作者：LAURA BOWEN

图 1 ：上：用于监测轮胎压力和发送测量信息的高速卡入式轮胎压力监测传感器 

(TPMS)。下：车轮旋转产生的离心负荷对发射器壳体产生的应力和变形（放大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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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产品，它直接安装在车轮上，用于

测量轮胎压力 —— 即使车辆在行驶

中。当轮胎压力下降太多时，它会发

出警告，提醒驾驶人员停车并对轮胎

充气。

Schrader Electronics 制造传感器

的历史已有将近 20 年，但 Christabel 

Evans 和她的同事们希望可以通过更

有效的方法来进行产品设计和测试。

他们使用 FEA 对设计进行仿真，并不

断优化流程 — 这使他们可以最大限

度地降低实验成本，在开发过程中评

估设计性能。Schrader Electronics 发

现如果他们要将现有的一些 FEA 软

件部署到自己的整个团队，成本会非

常高。于是他们转为使用 COMSOL 

Mul t iphys ics ® 的结构力学模块和 

CAD 导入模块。他们在开始时进行了

一系列的测试，将标准化样品与仿真

进行比较，以验证软件的有效性，并

对结果建立了信心。

通过更好的仿真工具

提高灵敏度和耐用性

慢慢地，研究人员将更多的自然

参数纳入他们的仿真，从动态负荷（如

离心力）到环境应力（如温度变化），

再到静态因素 ( 如压力和挤压负荷）。

高速卡入式 TPMS 包含一个发射器，

它由一个装入箱体的电路组成，以帽

螺钉与气门杆相连。气门杆装到轮胎

钢圈上，允许空气通过。在高速 TPMS 

上，气门几何包含了一根加强筋，帮

助将装配体保持在钢圈气嘴孔中。

在图 1 中，Schrader Electronics 

测量了外部力（例如轮胎装配、冲击

或道路颠簸产生的振动）作用在壳体

上产生的应力和变形。图 2 显示了应

用于高速旋转试验机的一个零部件。

他们对该部件进行了分析，验证选择

的材料是否能够承受所需的负荷。

通过对几种模型的分析，Evans 

和她的团队确定了一种最合适的模

型，改进了他们的设计。他们将精力

集中于测试不同的几何、材料和负荷

情况。

相较于其他类似的仿真软件，

Schrader 的研究人员能够更快地学会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并且

由于许可类型的选择很灵活，在整个

组织中的配置更加容易。Evans 说：

“COMSOL 界面友好，很快就能学会 

— 工程师们立刻就能上手。”

目前，Schrader 计划将他们的大

部分精力集中在设计和增长上，部分

精力放在故障分析方面，他们希望借

助仿真工具来改进他们的以研发为重

心的方法。他们正在努力通过新设计

改善驾驶舒适性、环境影响和道路安

全性。■

图 2 ：圆环装置旋转测试仿真表明离心力

引起的应力集中在螺栓位置。

Schrader Electronics 机械工程部门内多个团队的工程师都在使用 COMSOL。从左到右： 

Andrew Herron、Sam Guist、Adam Wright、Christabel Evans 和 Russell McKee。

 “COMSOL 界面友好，很

快就能学会 — 工程师们

立刻就能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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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当一束中子射向样品

时，一些中子会穿透材料，而其他中

子则会以一定角度散射开，类似于台

球比赛中的球发生碰撞。然后，可以

对中子的最终偏转模式和能量进行解

释，使科学家了解所研究物质的基本

性质。中子散射科学家因此能够确定

材料的原子和磁结构，最终更深入地

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ORNL) 的高通

量同位素反应堆或称为 HFIR（发音为 

High-FIR）包含一个中子散射设施，每

年供全球超过 500 位研究者使用。HFIR 

是一个多功能的研究型反应堆，还可以

为学术、工业和医疗领域的客户提供稳

定的放射同位素。此外，HFIR 还提供

独特的辐射实验设施和中子活化分析能

力。当 HFIR 产生高功率（85 兆瓦）时

也会产生射向靶子的高通量中子，从而

提供全球所有研究型反应堆中最高的稳

态中子通量（见图 1）。

HFIR 最初设计为使用高浓缩铀

（93% 的 U-235 或 HEU），类似于武器

级铀。然而，由于人们日益意识到核材

料扩散所产生的风险，全球减少核威胁

倡议 (Global Threat Reduction Initiative) 

呼吁使用 HEU 燃料的研究型反应堆改

用低浓缩铀 (LEU) 燃料。

虽然全球很多核反应堆都已进行转

型，但仍存在一些高性能 HEU 反应堆。

HFIR 就是其中之一，其独特的燃料和

堆芯设计（见图 2）以及反应堆的高功

率密度对燃料转型提出了复杂而具有

挑战性的任务。ORNL 的研究人员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仿真软件来探

索燃料变化对 HFIR 的性能及中子散射、

同位素生产、辐照实验和中子活化分析

产生的影响。

“HFIR 的成功转型需要保持反应

堆性能，最大程度降低对运行效率的

负面影响，并帮助确保安全性，”ORNL 

博士研究生 Franklin Curtis 说：“我们

发现 COMSOL 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上佳

工具，因为它具有多物理场功能，使

用有限元方法，并且可以输入用户定

义的方程。”

计划用于 HFIR 的 LEU 燃料

参与该项目的 ORNL 研究人员开

发了替代的燃料设计，使用浓缩度为 

19.75% 的铀 -235 来代替当前 93% 的

铀 -235。为了适应 LEU 燃料核特性、

密度和热属性的变化，必须重新设计 

HFIR 堆芯燃料芯体 — 位于燃料板内的

裂变材料（见图 2 和图 3）。新设计将保

HFIR的新燃料：ORNL通过多物理
场仿真来支持燃料转型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研究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正在研究将高通量同位素反应堆转型为使用低浓缩铀燃料，以满足全球减少

核威胁倡议所提出的要求。研究人员已转为通过多物理场仿真来评估新的燃料和反应堆堆芯设

计的安全性和性能。

作者：ALEXANDRA FOLEY

 “我们发现 COMSOL 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上佳工具，因

为它具有多物理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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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当前 HFIR 堆芯对于外部燃料芯体所

表现出的现有总体几何特性。

此外，初步的研究发现，为了

维持相同的中子通量，HFIR 需要在 

100 MW 功率而不是 85 MW 功率下运

行，这对于反应堆的热裕度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核

反应堆，安全性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

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模型准确而

可靠，”ORNL 高级研究工程师 James 

D. Freels 说道：“我们的模型必须经过

严格的验证过程，最终必须由我们的

能源部管理者审查和接受，才能继续

进行转型。”

ORNL 的 研 究 人 员 正 在 对 

COMSOL 代码进行验证研究，以证明其

准确性。Curtis 介绍说：“我在 ORNL 的

项目是建立一种流固耦合 (FSI) 仿真技

术，可以对照 HEU 燃料当前的安全基

本计算进行验证，并且可以对使用 LEU 

燃料的设计进行评估和安全分析，同时

仍然使反应堆可以保持所需的冷却剂流

动速率。”

燃料板挠曲的 FSI 模拟

HFIR 的主要组件之一是燃料板，

它们控制冷却剂进入和流过反应堆堆芯

的速度和温度分布。由于反应堆运行引

起速度和温度变化，这些燃料板会发生

轻微的振动和变形。对板型研究型核反

应堆进行的最重要研究之一是在挠曲干

扰反应堆性能和安全性之前确定最大可

流动速率。“如果挠曲足够大，”Curtis 

说道：“它会导致燃料板减小流动区域甚

至彼此接触，使通道内的流动发生改变，

扰乱冷却剂流入堆芯的速率。”

通过使用类似于 HFIR 的流动几何进

行代表性测试，可以深入了解燃料板挠

曲，并用于进行代码验证。高级中子源反

应堆 (ANSR) 是 ORNL 的一座拟建设但已

被取消的反应堆，它具有类似于 HFIR 的

设计，并经过了大量的实验测试，为验证 

COMSOL 代码提供了有价值的结果 1。

ANSR 设计为采用与 HFIR 具有类

似渐开线形状的燃料板，冷却流速约为 

25 m/s。ANSR 的其中一项测试涉及到通

过实验来确定燃料板的挠曲特性。“HFIR 

和 ANSR 的渐开线燃料板与美国的其他

较简单的弯曲板研究型反应堆具有不同

的燃料芯体设计，”Curtis 说道：“整体形

状可以在堆芯中维持恒定的冷却剂通道

厚度。然而，由于其独特的形状，HFIR 

图 2 ：左：当前 HFIR 堆芯的简化示意图。反应堆的堆芯包含一系列同心环状区域，划分为内部燃料板和外部燃料板。右：黑框代

表在 ORNL 的流体 - 结构分析中分析的燃料板的前缘。图片由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美国能源部门提供。

图 1 ：ORNL 的技术人员在更换 HFIR 燃

料单元。HFIR 自 1966 年以来就一直在

运行（超过 452 个燃料周期），是 ORNL 

目前唯一在运行的核反应堆。图片由橡

树岭国家实验室、美国能源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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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注意新的燃料和堆芯设计，使

反应堆可以保持所需的中子通量。”

为了解在 COMSOL 模型内发生的

流固耦合，科研人员开发了一个单板、

双通道模型。初始分析先检查平板，之

后再分析复杂性更高的渐开线形状的燃

料板。所产生的模型准确地预测了 FSI 

以及 ANSR 燃料板实验沿板的长度方向

产生的变形（见图 4）。

当前的 FSI 仿真包括冷却剂通道

的湍流 CFD 分析和燃料板的流体 - 结

构挠曲。ORNL 以前尝试求解 FSI 问题

时采用了弱耦合的方法，即先求解流

体域，然后再使用该结果来进行结构分

析。“然而，这种方法得到的是不稳定

的解，不是十分成功，”Curtis 说道：“在

当前的分析中，我们改为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提供的全耦合求解方法，

发现它同时改善了 ANSR 模型的稳定

性和准确性。”使用这种全耦合的方法，

Curtis 发现不同流动速率下的仿真结果

与实验结果都能够很好地吻合（见图 5）。

目前，正在根据用于 ANSR 模型的

分析技术，开发使用 LEU 燃料的 HFIR 

内部燃料板的模型（见图 6）。“对于从

这个模型得到的初步结果，我们感到

很高兴，”Curtis 说道：“在接下来的几

个月里，我们会继续改进这个模型，为

最终的燃料转型提供安全的基础。”之

图 4 ：渐开线燃料板的前缘挠曲。特征频率分析预测了 ANSR 和 HFIR 

的渐开线燃料板的“S”形挠曲。

图 5 ：不同流体流动速率下 ANSR 流动测试的燃料板挠曲的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进行

比较。

图 3 ：当前的 HFIR 高浓缩铀燃料板由三个区域构成 — 

燃料（或燃料芯体）、填充材料和包层。冷却剂通道围

绕着燃料板。LEU 转型过程将改变内部燃料芯体。该图

未按比例绘制，不是 ORNL 官方提供的图片。它是通过 

COMSOL 创建的 HFIR 堆芯的设计概念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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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该模型将与 ORNL 正在开发的其他 

COMSOL 模型相结合，这些模型耦合了

沿燃料板的多维传热、燃料板的热 - 结

构挠曲，以及燃料缺陷、腐蚀和流动阻

塞等其他物理场。

检验和验证是关键

在设计像一座核反应堆这样复杂

的设施时，工程师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

措施，确保设计的安全性。这就要求对

所创建的仿真进行大量的检验，并对代

码本身进行验证。“对 ORNL 过去一些

实验进行的其他仿真检验了 COMSOL 

Multiphysics® 的热、结构和湍流模拟能

力，”Curtis 说道：”我们最近的研究检

验了 COMSOL 的 FSI 工具，这些工具

使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地设计和优化新的 

HFIR 堆芯。”■

图 6 ：HFIR 燃料板前缘的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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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控器件是许多应用（例如用于

医疗诊断的芯片实验室传感器和低成本

流量传感器）的关键，但由于其尺寸很

小，使得有效抽吸和流体混合变得非常

有挑战性。 

流体在几百微米和更小几何体中的

机械行为与宏观尺度的行为明显不同。

这是因为在小尺度下，流体表面面积与

其体积之比会大得多，表面张力、传热、

粘度等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

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的 SUNY 纳

米科学和工程学院 (CNSE) 的研究人员

正在研究利用声表面波 (SAW) 引发流体

流动，以作为流体驱动的一种可能性。

由于声音在基片和流体中的传播速度不

同，频散会导致声波以一定角度入射到

液体中。这种压力波的衰减就会引起声

流（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35 页底部）。

为了高效设计这种器件，了解用于

产生 SAW 的压电材料的声学属性是关键

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数值仿真可以成

为非常强大的工具，例如，帮助确定各

种电极金属与几何结构对声波传播的影

响。所获得的知识可用于指导设计决策。

CNSE 的研究生导师 Graham Potter 

正在对声流应用中应使用何种压电材料

进行研究。SEMATECH 是一个全球性

的半导体行业研究联盟，其目标是解决

先进技术制造中的关键难题，而 CNSE 

是与 SEMATECH 独特校企合作的一部

分。

Potter 在 CNSE 的 James Castracane 

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他的团队设计了使

用诸如 128° Y 向切割铌酸锂 (LiNbO3) 

之类压电基片构造的器件。“切割的角

度根据晶轴确定。由于存在瑞利波，它

是一种 SAW，其在沿晶片表面的单个方

向上传播时会产生强机电耦合，所以传

统上这种特定取向一直被用于带通滤波

器，”他解释说。

“因此，许多使用这种材料的声流

研究一直局限在取向于一个方向的线

性器件。我们的兴趣是构造环形或聚

焦器件架构（见图 1A）。出于这个原

因，并且由于晶体的各向异性，我们需

要更好地了解波在整个表面上的传播特

性，”Potter 继续道。

在他的装置中，压电基片上制作出

了金电极（称为叉指换能器或 IDT）的

阵列。由于逆压电效应，在电极上施加

交变电流会导致表面发生简谐振动，从

而产生 SAW。“通过改变这些测试器件

在表面上的取向（图 1B），就可以确定

谐振频率和声流响应这些变量与传播方

向之间的函数关系，”Potter 解释说。

仿真和实验之间的良好吻合 
他们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对多个材料取向进行了仿真（见图 

2），并对 CNSE 制作的器件进行了验

证。“我们观察到我们的仿真和实验测

深入认识用于产生声流的压电材料
数值仿真正在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声表面波和微流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者：GARY DAGASTINE

图 1 ：A) 铌酸锂晶体上以环形排列的叉指换能器或 IDT 的光学图像，用于向一个焦点

发射表面波。B) 双端口配置中的一系列线性 IDT。这些器件可以用于测试表面上选定

取向的声流效应，以及对仿真结果进行实验验证。20 μm 部分对应于所建模区域的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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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间密切吻合（见图 3）。这激励了我

们在设计过程中进一步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而且确实加快了我们对

这一问题的了解，”Potter 说。

“例如，我们希望确认具有较大垂

直位移的表面波会具有较高的流动速

度。事实上，我们在仿真结果与实验测

得的流动速度之间得到了很好的吻合，”

他说道：“诸如此类的信息可以帮助揭示

问题的各个方面，最终得到切实的设计

选择。”

在 这 项 研 究 中，Potter 采 用 了 

COMSOL Multiphysics® 的压电器件接

口来进行频域分析。通过仿真，他确定

了 SAW 的谐振频率和相位速度，在优

化用于产生声流的器件几何时，它们是

重要的设计参数。“我们小组的兴趣是

通过各种方式优化流动效应，此外由于

这项工作的多学科性质，COMSOL 的多

物理场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解释

道。 “我们计划继续在我们的研究中使

用 COMSOL，从而可以同时研究多种参

数对于器件性能的影响，以减少用于原

型设计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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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流工作原理
通过将叉指换能器 (IDT ) 排布到压电材料表面上，可

以产生声表面波 (SAW )。瑞利表面波在空气中传播时几乎

不会发生衰减；但在接触到液体时，波将开始“泄漏”到

流体中。此时，它被称为泄漏 SAW。 

它进入液体的角度由 SAW 速度相对于声音在液体中

的速度决定。这种压力波会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尺度上发

生衰减，从而产生流体流动。这种过程被称为声流，由法

拉第于 1831 年首次通过实验在驻波模式的情况下观察到。

图 3 ：在选定取向上，仿真的器件响应

和实验确定的器件响应的对比。实验谐

振通过使用网络分析仪测量器件的插入

损耗来确定（图 1B）。仿真的谐振基于

频域仿真获得的导纳峰值来确定。

图 2 ：A) 谐振时的垂直位移和位移场线，通过仿真获得。对于该取向（相对于晶体 X 轴旋转 0°），观察到了瑞利波，矢状平面

中的标志位移局限在表面的几个波长范围内。B) 对应于所制作器件的取向，在多个取向（相对于晶体 X 轴旋转 0-90°）进行仿真

获得的材料位移的叠加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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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   |   材料学 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美国华盛顿特区

腐蚀是一个复杂的多物理场问题，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海军研究实验室 

(NRL) 的机械工程师 Siddiq Qidwai 和他

的同事们目前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从

长远来看，如果我们的研究取得成功，

将可以确定微结构与腐蚀的相关性，使

材料设计人员可以在开发新的耐腐蚀材

料时增加或排除某些特性，”Qidwai 解

释道。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2011 年的国

家科学院报告指出，“对于腐蚀尚缺乏

基本的了解，它在实际中的应用直接反

映在腐蚀带来的高社会成本方面。”根

据 2010 年 12 月报道的数字，用于修复

或防止腐蚀损坏的花费高达 6000 亿美

元，达到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2% 到 

4%。

腐蚀对海运、空运和陆运等交通

行业的影响尤为严重，用于保护乘客安

全和车辆寿命的维护费用极高。“特别

是对于海军来说，腐蚀是首要的维护问

题，”Qidwai 说。

小晶粒的大影响

当相邻的电解质溶液中发生电化学

反应和传质，导致局部材料损失时，金

属中会发生点蚀，如图 1 所示。Qidwai 

说：“凹坑会不断地生长，最终材料或部

件会不堪重负而发生故障，”突出反映

了腐蚀对材料强度和完整性的影响。

Qidwai 和他的同事想出了一种创新

而全面的方法来更好地了解点蚀。“我

们对海水环境中金属腐蚀凹坑的生长进

仿真指导腐蚀防护方法 
腐蚀每年耗费数十亿美元，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在腐蚀科学方面的基

础研究将使科学家们可以设计出固有抗腐蚀能力的材料。

作者：JENNIFER A. SEGUI

图 1 ：铝合金中的点蚀示例（俯视图）清楚地说明了材料的局部损失特性。凹坑的形

成会降低材料的强度。图片由 NRL 的 C.Feng 和 S. Policastro 提供。

 “我们的目标是对施

加机械力的凹坑生

长进行完全耦合的

多物理场模拟，量

化对结构完整性的

整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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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建模”，他解释道：“在以前的工作

中，金属的微结构不属于关注的焦点，

因此未考虑由于微结构而发生的不规则

生长所带来的难题。我们的目标是对施

加机械力的凹坑生长进行完全耦合的多

物理场模拟，量化材料微结构对结构完

整性的整体影响。”

图 2 示意图显示了由于金属微结构

而出现的不规则腐蚀生长，这是由于每

个晶粒独特的尺寸与形状而引起的。每

个晶粒还具有特殊的晶体取向，这会影

响局部的腐蚀速率或锋面运动。第二相、

析出物和孪晶界是其他一些影响腐蚀凹

坑形成和生长的金属特性。

腐蚀仿真与金属微结构

“完整地描述凹坑生长需要耦合多

种离子物质的电化学和传质方程，以及

描述电解液中反应速率和物质扩散的本

构方程，同时追踪金属 - 电解质界面或

腐蚀锋面，而腐蚀锋面的运动取决于之

前的结果，”Qidwai 解释道。图 2 描绘

了 Qidwai 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

仿真的复杂腐蚀机理，图 3 显示了用于

预测金属中凹坑生长的相应模型几何。 

“在开发一个复杂模型时，我们的

策略是从较简单的数值求解开始。目前

在我们的仿真中，我们分别单独求解电

化学和传质方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将为腐蚀创建完全耦合的电化学传质

模型。”为了创建模型，他们使用稀物质

传递物理场来描述传质过程，使用拉普

拉斯和泊松方程来描述电势分布，使用

移动网格 (ALE) 技术来描述腐蚀锋面。

“您可以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与

腐蚀模块来解决这个问题，”Qidwai 说：

“所有以前看似很难的工作，现在是如此

简单，因为模块为您完成了很多工作。” 

 将微结构导入点蚀的多物理场模

图 2 ：不锈钢之类金属中的腐蚀是电解质溶液中发生电化学反应和传质的结果。由于

材料的微结构，形成了不规则的腐蚀锋面。

图 3 ：右侧是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创建的模型几何，用于预测金属中的凹坑生

长。左侧是重构的金属微结构，它是使用 NRL 的定向成像显微镜确定的。彩色图例

对应于每个晶粒的晶体取向。

“您可以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与腐蚀模

块来解决这个问题。所

有以前看似很难的工

作，现在是如此简单，

因为模块为您完成了

很多工作。”



38   |   COMSOL NEWS   |   2014

腐蚀   |   材料学 

型是一个艰巨的挑战，NRL 最初的处

理方法是通过定向成像显微镜 (OIM) 来

获取金属微结构的三维图像。图 3 显示

了钢的 OIM 重构图像。他们使用了一

种综合的方法来将 316 钢的微结构导入

到 COMSOL 环境中实现点蚀多物理场

模拟。“在沿腐蚀锋面的每个位置，我

们必须确定晶粒取向，以计算相应的点

蚀电势，而该电势又将决定腐蚀速率和

锋面的运动，”Qidwai 说。特定晶粒取

向的点蚀电势在 MATLAB® 中确定，并

最终由 COMSOL 模型用于计算腐蚀速

率和腐蚀锋面的运动。“对于我们来说，

LiveLink ™ for MATLAB® 是一个必不

可少的功能，我们使用它来考虑金属微

结构的影响。”在模型中，316 钢的属性

是用户定制的。图 4 给出了 COMSOL 

环境中的仿真结果，显示了材料由于点

蚀而发生的局部损失。

在开发点蚀多物理场模型的过程

中，Qidwai 发现：“COMSOL 是如此通

用，即使对于非常复杂的应用，它也可

以给出结果。这种情况下，实验验证是

关键。”通过仿真得到的结果为微米尺

度下腐蚀预测的实验方法开发提供了推

动力。实验结果将用于验证模型的有效

性，并建立微结构、凹坑形状和生长速

度之间的关系。

腐蚀防护的未来发展

腐蚀模型已经过验证并且会进一步

发展，将来腐蚀模型还会耦合结构力学

分析来预测凹坑的生长对金属强度和可

靠性的影响。目前，已成功实现了不考

虑耦合的微结构钢的结构分析，如图 4 

所示。Qidwai 和他在 NRL 的团队也在

积极开发一些方法来确定微结构、凹坑

生长和力学性能之间的定量关系。“建

立这种关系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这将使

材料设计人员可以创造出能够更好地抵

抗甚至防止腐蚀的材料，从而降低所有

人共同面对的高昂成本和不便。”■

图 4 ：COMSOL 环境的屏幕截图。绘图 1 显示了金属中的 von Mises 应力，凹坑周围的区域具有较高的应力。绘图 2 显示了具有

不规则腐蚀锋面的凹坑生长，并显示了电解液中平均金属浓度的分布。

MATLAB 是 The MathWorks, Inc. 的注册商标

从左到右：Siddiq Qidwai (NRL)、Virginia 

DeGiorgi (NRL) 和 Nithyanand Kota (Leidos 

Corp.) 正在研究金属中腐蚀的基本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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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中，生物制造研究取得

了显著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开发创新

的图形化方法来操控分子或细胞群，例

如，用于产生组织化结构和活性生物系

统。这些工程化的生物材料可以有着广

泛的应用，包括药物前期开发和测试。 

因为能用于电子、能源和医疗中

细胞图形化和纳米尺度材料组装，介电

泳 (DEP) 最近成为了一种很有前景的方

法。Guigen Zhang 是克莱姆森大学的生

物工程学教授，他领导着该校的生物传

感器与生物工程学实验室，他解释说：

“DEP 对于细胞或材料图形化特别有吸

引力，因为它可以提供精确和高效的技

术进行逐层组装，适合于工业规模的批

量生产。”“在 DEP 中，可以在开关翻转

之间，在单层介电粒子上施加非均匀电

场，使整个样品在仅仅几秒内实现图形

化。”（见图 1）

  Zhang 目前正与 Tokyo Electron 

U.S.Holdings, Inc. 的研究人员 Jozef Brcka、

Jacques Faguet 和 Eric Lee 合作，希望能

够更好地了解 DEP 背后的基本原理，并

优化它的图形化功能 1-3。他们结合多物

理场仿真与实验验证控制 DEP 力的新理

论和方程。通过对用于复杂生物系统的 

DEP 的研究，还可以产生全新的生物启

发方法，增强半导体行业的工具能力。

开关翻转之间
实现细胞构图的生物工程应用
仿真帮助研究人员了解非均匀形状的细胞如何在外加电场作用下迅速形成细胞构图。克莱姆森
大学和 Tokyo Electron 公司正在开发这种介电泳方法，用于逐层材料组装。

作者：JENNIFER A. SEGUI

图 1 ：在外加电场作用下，左侧的无序粒子样品在电极对（电极上交替施加正电势和

接地电势）之间组装成组织化的线条。

图 2 ：来自 COMSOL Multiphysics® 的仿真结果，显示了悬浮在介质中并承受非均匀电场的粒子模型中的表面极化。左图：当粒子

的极化度高于悬浮介质时，会出现正 DEP，产生指向左侧（电场强度递增方向）的净 DEP 力。右图：当粒子的极化度低于悬浮介

质时，会出现负 DEP，导致粒子向右（电场强度递减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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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从左到右：Johnie Hodge、Sam Bearden、Guigen Zhang、Yu Zhao 和 Vandana 

Pandian（克莱姆森大学）。右图，从左到右：Jozef Brcka、Eric Lee 和 Jacques Faguet（Tokyo 

Electron U.S. Holdings, Inc. 技术开发中心）

图 3 ：图中显示了仿真中使用的模型几何，平行电极交替使用

正电势和接地电势进行偏置。

图 4 ：细胞模拟为均质体或具有单个壳层的非均质体时，受到

随频率变化的 DEP 力的绘图。 

DEP 的机理

在 DEP 中，对介质中的介电粒子或

细胞施加非均匀的直流或交流电场，使

它们发生极化。粒子和介质的相对极化

率最终将决定偶极子取向，由此决定沿

着电场线的运动方向（见图 2）。 

Zhang 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确定，现

有 DEP 理论对于准确地解释观察到的行

为（如细胞旋转、粒子排列和电场畸变）

存在一些矛盾或局限。他们的研究旨在

解决这些局限性，并解释所观察到的行

为对于图形形成的影响。

对细胞的 DEP 力进行仿真

在克莱姆森大学和 Tokyo Electron 公

司的合作中，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的静电接口、移动网格 (ALE) 和基于

方程的建模功能开发了几个二维和三维

模型。每个模型研究可影响粒子受到的 

DEP 力大小、导致所观察到的旋转和对

齐行为的变量。 

在三维模型中，电极装置由涂有绝

缘氧化铝的等距矩形金箔组成，并交替

地对其中的电极进行正偏置和接地（见

图 3）。在这些模型中，粒子或细胞悬浮

在去离子水或其他介质中。

为了说明现有 DEP 应用中的局限

性，仿真中使用了可考虑细胞非均质属

性的壳模型来计算复杂的介电常数，以

及 DEP 力。此外在一些求解中，在计算

粒子的电导率时，还考虑了双电层的形

成和粒子大小。 

例如，所仿真的 DEP 力的大小使

用单壳模型来确定，该模型可考虑细胞

膜的非均质属性，得到的结果显示出与

原有理论实际上相反的趋势（见图 4）。

Zhang 说明道：“借助 COMSOL，仿真不

再是一种黑箱方法，从而使我们能够更

好地了解影响 DEP 的因素。”

虽然细胞的单壳模型提供了更精确

的预测，但为了考虑包括细胞核在内的

其他细胞组分中的非均匀性，Zhang 和

他的同事开发了体积法来考虑电场畸变，

以及对细胞受到的 DEP 力和力矩进行量

化 3。“基于新方法的仿真结果成功证实

了实验观察，就是细胞可能由于细胞体

的非圆形状和偏离中心的细胞核而发生

旋转，”Zhang 说道。 

通过开发和验证纳入多种因素的全

面多物理场模型，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丰富

的信息，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如何在极大的

选择性下使用 DEP 对细胞和其他材料进

行图形化。Zhang 相信，他们的“努力总

有一天会帮助实现 DEP 的许多潜在功能，

用于重要的生物工程学应用，包括生物打

印、生物制造和生物传感，推动药物筛选

和发现、组织工程学和再生医学。”■

参考文献

请参考来自 2013 年 COMSOL 会议论文集的

以 下 资 源， 可 从 www.comsol.com/papers-

presentations 访问：

1  V. Pandian, et. al. Some Commonly Neglected 

Issues Which Affect DEP Applications.

2  Y. Zhao, et. al. Effect of Electric Field Distortion 

on Particle-Particle Interaction Under DEP.

3  Y. Zhao, et. al . Elucidating the Mechanism 

Governing the Cell Rotation Behavior Under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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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磁波通过物质时，它们会与

粒子或杂质相互作用扰动局部电子分

布。这种变化会在粒子内产生周期性

的电荷分离，导致局部感应偶极矩发

生振荡。这种周期性加速度会起到电

磁辐射源的作用，从而产生散射。

粒子大小会有影响

粒子引起的电磁波散射可以通过

两种理论框架描述：适用于无能量吸

收的球形介电小粒子的瑞利散射，以

及球对与粒子大小无关的一般散射情

况提供通解的米氏散射。当粒子很大

时，米氏散射理论会过渡到几何光学

的极限。因此，米氏散射理论可以用

于描述球形粒子引起的大多数散射，

包括瑞利散射，但由于其计算的复杂

性，通常偏向于使用瑞利散射理论。

当粒子大小大于入射波长的大约 

10% 时，瑞利散射模型就会失效，此

时必须采用米氏散射理论。米氏散射

的解通过解析求解球形粒子电磁波散

射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得到；它以无穷

级数的形式而不是简单数学表达式进

行建模。

米氏散射与瑞利散射有几个方面

的不同：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波长无

关，并且散射强度在向前方向上大于

相反的方向（见图 1）。粒子大小越大，

向前散射的光就越多。除了光散射的

许多大气效应之外，米氏散射的应用

还包括环境模型（例如大气中的尘埃

粒子和水中的油滴）以及用于测量生

物系统中的细胞核或身体组织中的胶

原纤维的医疗技术。

米氏散射

得到粒子或物体引起的米氏散射

的解析解是非常复杂的，需要求解包

括入射场、散射场和内部场的麦克斯

韦方程组。它们采用矢量球谐函数的

无穷级数展开形式，可用于预测散射

截面、效率因素和强度分布。此外，

还可以研究粒子形状、波的入射角和

粒子材料属性的影响。

在电磁波散射问题中，总的电磁

波可分解为入射波和散射波的叠加。

从散射场中可以获得重要的物理量之

一就是截面，它可以定义为穿过以粒

子为中心的虚拟球表面的电磁能量与

入射波辐射功率 (P inc) 的比值。为了

计算被粒子吸收的电磁能量 (W abs) 和

散射的电磁能量（W sca）的比例，吸

收截面 (σ abs)、散射截面 (σ sca) 和消

光截面 (σ ext) 定义为：

吸收的总能量通过在粒子体积上对能

量损耗进行积分得到。散射的能量通

过在包围粒子的虚拟球体上对坡印廷

矢量进行积分得到。

计算电磁学

研 究 人 员 利 用 COMSOL 

粒子的电磁波散射

粒子与电磁波相互作用产生的独特散射模式可以描述粒子的特性。光散射测量涵盖了一系列广

泛应用，例如气象学、粒子大小测量、生物医学和超材料等。

作者：SERGEI YUSHANOV、JEFFREY S. CROMPTON 和 KYLE C. KOPPENHOEFER (ALTASIM TECHNOLOGIES)

图 2 ：球形粒子引起的米氏散射的模型几

何。

图 1 ：x 方向入射波的米氏散射产生的电

场，可以看到向前方向的散射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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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hysics® 及其 RF 模块设计了米

氏散射的计算模型，求解半径为 a 的

介电、磁性或金属球形粒子的散射。

模型几何如图 2 所示。

空气域通过插入的完美匹配层 

(PML) 截断，将模型范围限制在感兴

趣的有限区域。该域内的解不会受到

引入的 PML 影响，得到的求解与无

限大求解域下的结果一致。PML 层会

吸收所有出射的波能量，不存在任何

可能在边界上导致杂散反射的阻抗不

匹配。PML 对于将求解保持在所需精

度级别同时节省计算资源非常有用。

COMSOL 同时支持远场计算，这通过

在 PML 域的内边界处对近场积分得

到。面 S 用于计算散射的总能量。入

射平面波沿 x 轴正方向传播（见图 2），

而电场沿 z 轴极化。x-z 和 x -y 对称

平面上分别使用完美磁导体 (PMC) 和

完美电导体 (PEC) 边界条件。入射到

球上的平面波通过其幅值、空气中的

波矢和角频率定义。COMSOL 提供了

计算散射积分所需的所有方便功能。

图 3、4 和 5 显示了三种不同粒子的

散射特性。计算得到的结果与实际实

验结果良好吻合 1。

米氏散射问题的仿真可以帮助研

究人员可视化微小粒子对于入射电磁

波的影响（见图 6），以便更好地了解

其相互作用。■

图 3 ：介电粒子的截面参数和辐射力，折射率 n = 5 – 0.4j，相对磁导率 μ = 1。

图 4 ：磁性粒子的截面参数和辐射力，相对介电常数 ε = 1，相对磁导率 µ= 8 – 2j。

图 6 ：半径 0.1 μm 的粒子对入射电磁波

散射产生的电场 z 分量的分布。箭头显

示了频率 为 950 THz 时，相对电场的时

均功率流。

图 5 ：银粒子的截面参数和辐射力，介电常数恒定。

参考文献

1  Mätzler, C., MATLAB Functions for Mie Scattering 

and Absorption, Version 2, IAP Research Report, 

(Bern: InstitutfürangewandtePhysik, Universität, 

2001), No. 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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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声悬浮技术实现飘浮 
声音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合适的条件下，它可以操纵和改变物质的形态。制药行业正在借助

于声悬浮技术来解决高质量药品输送系统一直存在的需求，特别是作为病患治疗的扩展技术而

变得更加个性化。

作者：LAURA BOWEN

在美国能源部的阿贡国家实验室，

Kamlesh Suthar 和 Chris Benmore 正在

努力实现用于改变药品制造的声学技

术。该团队借助多物理场仿真来改善

他们的声悬浮器 — 一种通过产生声波

来提升和操控物质的装置。

声控制药

阿贡国家实验室正在研究一种方

法来更有效地生产和输送医药产品：在

化学品旋转和飘浮于空气中时混合它

们。在受控环境中，悬浮器提供了一个

无容器和无污染的空间，用于产生高纯

度的无定形化学品。根据阿贡国家实验

室的团队介绍，“许多无定形药物与聚

合物进行混合，使它们可以长时间地保

持稳定。”在 Suthar 的声悬浮器中，驻

波每个波节的中点处，分子聚成液滴，

并形成小球（见图 1）。液滴飘浮在两

个小型压电换能器之间，液滴间相距

几毫米，并轻轻地旋转、悬浮。声波

的大小和频率略高于可听范围（160 dB 

图 1 ：声悬浮器产生使液滴悬浮的驻立声

波。悬浮器包含两个换能器，每个换能器

均涂有一层薄薄的用于控制波型的泡沫。

图 2 ：粒子在 t=.001 时的初始分布（左）。粒子在 t = 0.75 时聚集成液滴，以及物理粒子分布的照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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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2 KHz），产生具有高压带压力腔

的声驻波。换能器将电能转换成声压。

由 Suthar 和 Benmore 设计的方法是一

种可用于开发药品的强大技术。人体

吸收和处理无定形化学品会更为容易，

因为它们的可溶性和生物利用度高于

结晶形药品。

声辐射力的提升作用

设计正好适合控制粒子运动的几

何形状对于悬浮器的功能至关重要。在

该实验中，几个制衡力共同作用，产

生一种以可控方式使粒子飘浮的现象

（见图 2）。液滴的声辐射力、粒子 - 粒

子相互作用、曳力、重力和表面张力

都需要考虑在内。由聚苯乙烯制成的

高斯形泡沫具有特定的模式，被设计

用于消除由换能器产生的任何不需要

的声波，沿每个换能器边缘作为滤波

器使用时，可产生几乎无干涉均匀反

射的驻波。

这些参数会导致粒子垂直排列，

然后迅速形成液滴。由于液滴会不断

地水平运动，所以它们会保持在期望

的垂直位置。

声学仿真如何与实验相比较

该 团 队 利 用  C O M S O L 

Multiphysics® 的仿真来证实他们在 

APS ( 先进光子源 ) 进行的基于同步加

速器的 x 射线实验，APS 是西半球可

以以亮度最高的储存环产生 x 射线束

流的设施。他们使用了 COMSOL 中的

声学模块和粒子追踪模块。他们首先考

虑的是压电换能器的频率和材料属性，

以及任何可能影响悬浮器的热效应。然

后，他们用试错方法来确定可以让他

们控制各个液滴形成方式的泡沫几何。

此外，他们还考虑了改变粘度和表面

张力会如何影响它们的形状。通过干

涉可以产生的液滴结构，被 Suthar 映

射到流固耦合 (FSI) 仿真。他使用 CFD 

模块和水平集方法考虑了所有相关效

应；水平集方法是一种在仿真过程中

追踪不同介质间界面的数值方法。使

用水平集方法来控制声学模式中各种

偏移量下的液滴形状，帮助 S u t h a r 

实现了球形液滴并且可以控制液滴相

互作用的方式。

当研究人员通过实验来验证他们

的设计时，他们发现仿真结果与他们

在 APS 拍摄的高速照片中的液滴行为

一致。仿真结果显示声场分布（见图 3）

也与实验结果相类似。

Suthar 解释说：“通过压力波的相

长干涉，我们可以得到具有正压和负

压压力腔的驻波。在这些压力腔内，

声音大致达到水滴悬浮的水平。所以

如果您喷洒水雾，水滴会被推到中央，

并由于平衡力的作用而悬浮。”

阿贡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借助

多物理场仿真来巩固他们的设计。随

着科学家们继续打磨其声波悬浮器的

设计，创新的可能性将是无限的。药

品开发人员将能够控制浓度、液滴大

小和药品中每种化学品的含量。阿贡

国家实验室的发现在全球医疗界有着

广泛的应用。新的资源和机器可能意

味着真正改变人类生活的进步，这对

于患者来说尤为真切。■

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团队，从左到右：

Patric Den Hartog、Kamlesh Suthar 和 Chris 

Benmore。

图 3 ： 频率为 22 KHz 的压力驻波产生的规律声压级（左）和具有交替压力值的

压力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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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驱动器   |   MEMS 与机器人 CEA LIST，法国

通过多物理场仿真
开发微型机器人驱动技术

法国原子能与可替代能源委员会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让微型机器人机械手臂变得更容易制造和

操作的方法。他们希望提供比目前外科手术所用器械更低廉的驱动器；终有一天，它会革新目

前手术台上所采用的的方式。

作者：LEXI CARVER

微创手术依赖于微型灵巧的工具，

及其可靠的驱动性与性能稳定。机器人

器械已经进入手术室，协助外科医生

进行需要站立数小时的手术。但许多

机器人手术器械都极其昂贵、体积庞

大，操作费力。法国原子能与可替代

能源委员会（CEA LIST，法国 Gif-sur-

Yvette）系统与技术集成实验室的研究人

员 Christine Rotinat 正在寻求创造出一种

替代品。 

相变驱动改善外科医生的体验

 Rotinat 的目标是为外科医生提供

价格适中的多功能机器人工具，减轻他

们在漫长手术中的痛苦。这种器械需要

便宜、灵巧，能够在较大位移下产生高

驱动力，功耗小，并符合医疗标准。例如，

高电压通常不安全，MRI 之类的设备周

围不能存在磁场。

Rotinat 研究了微型相变驱动器，它

们可以通过材料从固态转变为液态时发

生的体积膨胀来提供运动和力。她需要

的材料要具有高膨胀率和抗逆性，并能

在病患体温和管理阈值之间发生相变。

Rotinat 测试了由 Goldschmidtböing 等人

发明的微型驱动器，这种微型驱动器使

用石蜡，这种蜡烃类在受热从固体变为

液体时体积会膨胀 10-20%。它与炭黑

粒子结合，产生了一种导电复合材料，

在电流通过时产生焦耳热。

Goldschmidtböing 的微型驱动器包

含一个腔室，其中充满 2% 炭黑浓度的

导电石蜡，覆盖用于施加电流的硅膜和

密封金属，并用电绝缘层隔开（见图 1）。

石蜡膨胀会导致硅膜向外弯曲，使驱动

器发生运动。

Rotinat 和她的团队评估了这种复

合材料在 CEA LIST 微型驱动器中的

力学行为和控制方式（见图 2），她的

图 1 ：基于 Goldschmidtböing 等人工作的相变微型驱动器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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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 Panagiotis Lazarou 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建立了预测模型，用

于优化设计。为了仿真器件中复合

材料的行为，Rotinat 和 Lazarou 基于 

Goldschmidtböing 的微型驱动器研究对

他们的模型进行了调校。

使用多物理场仿真

预测驱动器的行为

LAZAROU 的仿真包含了几何、

热、机械和电气参数。“COMSOL 可以

直接耦合所有涉及的物理场，”他解释

说：“这是一个多物理场问题，具有非

线性的电导率、密度与比热容，以及不

断变化的粘度，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弯

曲。”COMSOL 使他可以精确地研究每

种参数如何影响位移。

“我们使用 COMSOL 作为预测工

具，” Lazarou 说：“我们可以轻松进行参

数化，更改驱动器高度、膜厚度，以及

蜡复合材料模型。此外，由于石蜡膨胀

时碳粒子会相互分离，所以电阻率会随

温度升高而增大。”Lazarou 通过对电导

率分布式建模来近似模拟这种行为（见

图 2）。

仿真得到膜的挠度（见图 3）非常

接近于 Goldschmidtböing 等人展示的挠

度，这反映了该模型和电导率近似模拟

的准确性。这样 Rotinat 和 Lazarou 可以

采用这个模型并优化 CEA LIST 微型驱

动器设计。

机器人外科手术工具

的新造型

Lazarou 成功地构建了相变驱动器

的多物理场模型，用于仿真力学行为和

各种控制方式。他正在将仿真应用于 

CEA LIST 集成微型驱动器的设计和优

化，目标是他和 Rotinat 所设想的高负

荷和大驱动范围。这种驱动器符合医疗

要求且功耗低 , 以及降低成本和外科医

生负担的优点。原型设计将在 2014 年

完成，并在集成到机器人外科手术工具

中之前进行全面测试。我们很快就会在

手术室里看到价格合理、易于使用的外

科手术机器人。■

Panagiotis Lazarou 和 Christine Rotinat 正在

进行微型驱动器仿真。

图 2 ：电导率随温度非线性变化的近似模

拟。其中，熔化温度 Tm 约为 42.8℃。

图 3：验证模型与结果显示了金属片和石蜡的温度范围、石蜡中的应力，以及膜的挠度。

 “我们可以轻松进行参数

化，更改驱动器高度、膜

厚度，以及蜡复合材料 

模型。”



在今天的电子行业中，创新是增长

所必不可少的，而在短时间内完成从构

想到市场的过程是实现最大价值的关键。

目前存在一种观点，即通过改善研发早

期阶段的决策流程有可能获得巨大收益

（以“模糊前端”而著称），这种观点无

疑是合理的。然而，就我的经验而言，

应该是构想的质量，更关键的是，支持

这个构想与众不同的证据。如果潜在的

突破性技术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即使

最好的流程也无法得到决定性的成果。

因此需要一种快速、高效的方式来缩小

失败的几率。

英国牛津的欧洲夏普实验室 (SLE) 是

负责向整个夏普公司提供新技术的全球研

发网络的一部分。我们的角色不只是支持

夏普公司目前产品系列的持续改进，而且

通过更彻底的创新来打造全新的产品阵

容，以确保夏普未来长远的成功。

自从我在大约 15 年前加入到 SLE 

以来，该实验室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就

是向更加多学科的工作方式的转变。工

作的重心转变为将系统或产品看作一个

整体，例如卫生系统、能源系统等。我

们工作的多学科性质带来了更大的复杂

性，我们的研究人员必须了解所有组成

部分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了解两个物

理系统之间边界处存在的复杂关系。

幸运的是，随着实验室中所面临问

题复杂性的增加，计算机建模也在发展，

像 COMSOL Multiphysics® 这类功能强大

的有限元仿真工具为我们提供了有力支

撑。对我们来说，COMSOL 的一个关键

优势是它可以完成横跨不同物理机制的

虚拟实验，而这在现实中是非常困难、

耗时而且成本高昂的。

COMSOL 作为一款有力工具的例子

就是帮助我们在项目中开发了用于医疗

诊断的芯片实验室器件。该项目基于一

种被称为数字微流控的技术并结合夏普 

LCD 专业制造技术，精确地控制和操纵

电子传感器阵列上亚毫米尺度的流体液

滴。开发该器件的一个关键挑战在于设

计流体输入端口，使生物流体和检测试

剂可以在电场控制下流到阵列上。最为

主要的是 COMSOL 的多物理场功能可以

使我们同时对固 - 液界面之间的相互作

用、电场分布和流体流动进行建模。模

拟得到的结果可作为流体输入的初始设

计结构，与简单的手工计算相比，仿真

为实验工作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初始状

态。所获得的好处就是物理器件设计周

期次数减少，帮助我们降低了原型研发

时间和成本，并帮助我们比以往更快地

将该器件推向市场。

随着电子产品不断深入到现代生活

的更多方面，科学和工程学科之间曾经清

晰的界限将变得日益模糊。在像 SLE 这

样的研究机构中，科学家和工程师面临

着日益复杂的问题，开发速度日益重要，

COMSOL Multiphysics® 逐渐成为一种真正

不可或缺的工具。作为在模糊地带的工作

者，我们衷心感谢它所提供的指导。■

特邀编委

从概念到市场：
仿真降低了产品创新中的失败几率
作者：CHRIS BROWN（欧洲夏普实验室）

Chris Brown 是 

欧洲夏普实验室健

康与医疗设备部

门的经理。他拥有

剑桥大学颁发的

电气与信息科学

学士学位和工程硕士学位。过去 10 年他一 

直在为夏普开发显示技术（包括在日本的

三年），现在他领导着一个多学科研究计

划，通过结合电子和生物技术来创造面向

医疗保健市场的新仪器。他非常高兴能与 

COMSOL 进行合作。

 “幸运的是，随着实验室中所面临问题复杂性的增加，

计算机建模也在发展，像 COMSOL  Multiphysics® 这类

功能强大的有限元仿真工具为我们提供了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