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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定制仿真  App  推进创新、
交流与合作： 实现人人可用的
多物理场仿真

真正的创新是让每个人都能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力量并为自己

所用。本年度的《COMSOL NEWS》将为您呈现仿真专业人员为

此做出的各种努力。

从数值仿真中获取的各种知识，常常需要在多个团队之间

进行清晰的交流，因而增强组织内部的合作往往是最终成功的关

键。COMSOL® 软件的用户通过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强

大的计算工具，分享他们开发的基于各种物理场的精细模型，并

通过直观的用户界面或定制的仿真 App 将其展示出来。他们还

讨论了如何通过 COMSOL Server™ 分发这些仿真应用供同事和客

户使用。虽然数值仿真曾经被认为是仅限建模专家使用的特殊技

能，但现在，仿真 App 的出现使所有人都能得益于多物理场仿真的

强大功能。

从 NASA 对火箭推进的研究，到 ABB 的功率变压器设计，

再到布法罗大学对技术创业的各种尝试，您可以在本期杂志中读

到各行业人士借助前沿的建模、仿真与 App 设计开展的各种产品

研发及科研项目。

在此，我们非常感谢所有对用户故事做出贡献的 COMSOL 

用户，感谢他们对其专业技能的分享以及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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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子表单到多物理场仿真 App，
ABB 持续推动变压器行业的发展
许多公司在开发新型变压器或改进现有型号时，需要制作各种样机并借助测试来降低变压器工作时发出
的鸣扰，这会产生高额的费用成本。在 ABB，一个工程师团队正通过开发多物理场仿真与定制 App 来
加深他们对变压器设计的理解。

作者 LEXI CARVER

不论 是 烧 饭 做 菜 还 是 给 手 机 充

电，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

由电网为住宅、公司及学校等各类建

筑提供的能源。这个复杂网络包括发电

站、长距离电力传输高压线、为每户家

庭及社区供电的配电线路，以及用于过

电保护及控制相关的硬件。

这其中就包括用于增加及降低交流

电输电线路中电压等级的电力变压器 

（见图 1）。电压越高，功率传输时的

损耗越低，所以高电压更适合长距离功

率输送。但这种高压等级会给输电线的

两端带来潜在的安全威胁，因此需要通

过变压器来增加电源馈入点的电压，降

低街区及建筑物周围的电压。

然而，变压器会发出噪声，人们在

它附近会听到微弱的嗡鸣声。根据相关

法规，设备的噪声级必须维持在安全范

围内。虽然我们无法制造出完全静音的

设备，但可以通过优秀的产品设计来尽

量降低这类噪声的影响。

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的 ABB 集团

是全球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商之一，公司

正通过数值分析和计算 App 来预测和

最小化变压器中的噪声等级。他们借助 

COMSOL Mult iphysics®  仿真软件和 

App 开发器来运行虚拟设计检查、测试

ABB 集团研发中心,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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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最低。

ð声学、力学和电磁效应的全
耦合

“我们选择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进行研究，是因为它能够将多个物理场

轻松地耦合在一起。”ABB 集团研发中

心的科学家 Mustafa Kavasoglu 说，“因

为项目需要模拟电磁学、声学和力学，而

COMSOL® 支持在单一环境下求解这三

个物理场，所以它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由 ABB 集团研发中心的 Kavasoglu、

首席科学家 Anders Daneryd 博士和首席

工程师 Romain Haettel 博士组成的团队

正在研究变压器声学。他们的目标是通

过开发一系列的仿真与计算 App 来计

算变压器铁芯和绕组（参见图 3 左）中

料，这些方向交变的磁通量会造成机械

应变，金属的快速膨胀与收缩产生振

动。当这些振动通过绝缘油和用于固定

内部铁芯的装夹点传递到外壳壁处时，

会发出一种能被人耳捕捉到的嗡嗡声，

即铁芯噪声（见图 2 下）。

除铁芯噪声外，线圈中的交流电还

会在各个绕组内产生洛仑兹力，造成振

动，即载荷噪声，并以机械能的形式传

递到外壳。

由于存在多个噪声源，同时还涉及

相互关联的电磁、声学和力学等因素，

瑞典威斯特劳斯市 (Västerås，Sweden) 

的 ABB 集团研发中心 (ABB Corporate 

Research Center, ABB CRC) 的工程师

们只有充分理解了变压器的内部工作原

理，才能优化变压器的设计，将鸣扰降

各种配置，并通过基于模型开发的定制

用户界面来部署仿真结果。

ð降低来自多个源头的噪声
变压器的噪声通常有多个源头，例

如变压器铁芯或冷却系统内辅助风扇和

泵的振动。为了更好地降低噪声，每个噪

声源都需要进行不同方式的单独处理。

A B B 变 压 器 中 包 括 一 个 金 属 铁

芯、缠绕于金属铁芯各段的线圈绕组、

用于保护这些元件的外壳或箱子，以及

外壳内的绝缘油（见图 2 上）。当交流电

通过其中一个线圈绕组时，会产生磁通

量，并在相邻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电

压的调节可以通过改变线圈匝数实现。

制造铁芯的钢是一种磁致伸缩材

图 2. 左上：三相变压器中器身装配的 CAD 模型，绕组环绕铁心安装。右上：在装有绝缘油的外壳中安装电力变压器的器身装配。下：发出铁芯噪声及载荷噪
声的能量转换链（铁芯的磁致伸缩和绕组中的洛伦兹力）。图注：Energy Conversion Chain–能量转换链；Power Supply–功率输入；Electromagnetic System–
电磁系统；Magnetostrictive & Lorentz Force–磁致伸缩与洛伦兹力；Mechanical System–机械系统；Displacement–位移；Acoustic Noise–噪声；Power 
Transformer–电力变压器

图 1. 高压输电中使用的变压器。

电力技术 | 定制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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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 App | 电力技术

他们还通过参数化研究分析了设计

参数（比如外壳厚度和材料属性）与

产生的变压器鸣扰之间的复杂关系，据

此调整了几何、铁芯、绕组和外壳的设

定，希望能尽量降低噪声。

ð在全公司推广仿真
集团研发中心的研究团队持续使用 

COM SOL 软件加深他们的理 解，并改

进模型，还希望将自己的知识带给 ABB 

集团的其他设 计人 员以及整 个业务部

门。他们利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

的 App 开发器将多物理场模型转化为 

App，并根据各部门的需求轻松地进行

定制。

图 4. 左：COMSOL® 软件结果显示了钢制铁芯中的磁通密度大小。右：铁芯的共振结果；为清晰
起见，放大了变形部分。

图 5. 铁芯（左）和变压器（右）周围声压场的声学分析结果。

图 3. 仿真结果显示了变压器线圈绕组中的磁
通密度（左）和洛伦兹力（右）。

这些频率下的振动。”

由此，他们将能够预测声音在绝缘

油中的传波，并计算它在外壳中引发的

振动，以此计算传到周围环境中的声辐

射（见图 5）。

他们还模拟了造成载荷噪声的线圈

绕组的位移，并确定了由此产生的声场

在外壳壁造成的表面压力 （见图 6）。

“我们还通过 COMSOL Server™ 许可证将用于测试的 
App 分发给其他办公室，轻松实现共享。这种全球许可证
非常实用；作为一家全球化公司，我们希望位于世界各地的
用户都能从这些 App 中获益。”

产生的磁通量、绕组中的洛伦兹力（见

图 3 右）、磁致伸缩应变引起的机械位

移，以及声波传播通过外壳时产生的声

压级。

他们与 ABB 变压器业务部进行了

密切合作。为了满足业务需求与相关要

求，项目时常需要借助知名电力变压器

专家 Christoph Ploetner 博士的经验与

专长。

在其中一个仿真项目中，他们模拟

了铁芯在磁致伸缩影响下发出的噪声。

团队首先通过电磁模型预测了由交流电

感应出的磁场，然后分析了钢中的磁致

伸缩应变。

他们的几何设定中包括钢制铁芯、

绕组以及用于表征外壳的外部域。“我

们从磁致伸缩的应变结果得到了位移，

然后通过模态分析计算了不同频率下的

谐振。”Kavasoglu 说（见图 4），“磁致

伸缩应变很容易激励出谐振，并会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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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用于计算变压器铁芯特征频率的首个仿真 App。左侧的选项卡栏为模型输入项；右侧将显示特征
频率的计算结果。为清晰起见，放大了变形部分。

这些仿真 App 简化了设计人员和

研发工程师的测试与验证工作。“一直

以来，设计师们使用的设计工具都是基

于统计数据和验证模型。我们通过部署

仿真 App 弥补了这一不足。借助我们在

App 开发器中制作的用户界面，他们无

需学习有限元理论也能独立运行有限元

分析。”Haettel 解释说。

图 7 中的 App 用于计算变压器铁

芯的特 征 频率，如 果在可听阈内则意

味 着会 造成噪声问题。App 中包括在 

COMSOL® 软件中开发的物理场模型，以

及在 App 开发器中由 Java® 代码定制开

发的方法。

“我们的设计人员可以通过标准电

子表单处理日常开发工作。但是在引入

新设计或其他几何尺寸时，这一方法就

会遇到问题，例如错误的输出结果表明

噪声级数据还不够准确。如果还需要结

合其他方法来降低变压器的整体噪声，

那成本将变得很高。”Haettel 继续说。

“除了成本因素，还有时间方面的

考虑。新的 App 工具集成了有限元代码

的精度优势，从而使设计人员的工作更

加简单高效。”

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在定制 App 中查

看由于特定几何、材料属性和其他设计

参数组合造成的变压器鸣扰。“我们慎

图 6. 左：仿真结果显示了绕组的位移。为清晰起见，放大了变形部分。右：结果显示了外壳外部
的声压级及外壳壁的位移。 

电力技术 | 定制 App

重地选出了允许用户访问的参数，主要

是一些最重要的参数。”Kavasoglu 补

充道。

鉴于 ABB 需要为多个工业应用领域

设计变压器，这种灵活性将给他们的设

计与虚拟测试带来极大的便利。“ABB 

需要针对各行业的需求生产变压器。我

们当前主要研究了电力公司中常用的、

负责为整个城市输送和分配电力的大型

交流电力变压器。”他解释说。

“不过，我们的工作可以适用于任

何类型的变压器中，而且我们还可以根

据收到的请求来修改 App，满足他们的

具体需求。这也使我们能够轻松地进行

其他研发工作。App 开发器简化了知识

与技能的传递。”

“我们还通过 COMSOL Server™ 许

可证将用于测试的 App 分发给其他办

公室，轻松实现共享。这种全球许可证

非常实用；作为一家全球化公司，我

们希望位于世界各地的用户都能从这些

App 中获益。”仿真专家可以通过在本

地安装的 COMSOL Server 管理并部署

他们的 App，用户则能通过客户端或网

络浏览器进行访问。

该团队目前正努力开发另一个用

来计算载荷噪声的 App。在业务部门

中，该 App 将进一步简化繁琐的计算

工作；与此同时，设计人员和销售工程

师无需设置底层的精细模型就可以进行

虚拟测试。这使得 ABB 能更快、更轻

松地制造出全世界最好的变压器。v

Oracle 和 Java 是 Oracle 和/或其分公司的注册商标。

从左到右依次为 ABB CRC 的 Mustafa Kavasoglu、
Romain Daneryd 和 Anders Haettel。



8        COMSOL NEWS     2016

由于火箭系统内的燃烧过程与气体动力

学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所以许多

火箭系统都要经历压力、速度和温度的剧烈

变化。在极端的燃烧不稳定情况下，波动幅值

可能会达到甚至超过平均舱压。大幅度的振

荡会使火箭喷嘴受损、性能降低、额定载荷受

损，有时甚至会造成外壳破损或任务失败。

Saturn V 火箭内 F1 引擎的喷油器面板。

借助多物理场软件                                           
模拟火箭系统中的平均流增强声场
固体火箭发动机和液体引擎内的燃烧不稳定问题一直困扰着火箭的设计人员和工程师们。为
此，他们采用了拥有较高保真度的多物理场建模方法来加深理解，据此做出更好的预测。

作者 SEAN R. FISCHBACH

NASA, 美国阿拉巴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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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扰动欧拉方程组4 求解了声速度势

方程  (AVPE) 。

与基于压力的传统波动方程相比，

求解 AVPE 方程的特征值更加复杂，需要

对舱内的流场和特征值进行数值近似， 

其中 ψ 是复数声势能，λ 是复数特征

值， c 是声速，M 是马赫数。

ð模拟燃烧舱的气体动力学 

高速流内振荡扰动的最 新理论模

型，需要精确定义腔体的声特征模态，但

首先我们需要对燃烧舱的平均流属性进

行模拟。

通过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提

供的数值仿真平台，我们可以非常方便、

准确地模拟燃烧舱的气体动力学和内部

声学。这款有限元软件包含多个预定义

物理场接口，以及一个广义数学接口。

当前研究在 COMSOL 的有限元框

架下使用了高马赫数层流物理场接口，

来 模 拟 通 用 液 体 引 擎 内 的 稳 态 流 场

对于 经 历燃 烧不 稳定性的火箭系

统，大部 分 要通 过 成 本高昂的 测 试修

复，还有些 甚至只能完 全报 废 整 个系

统，这也是模拟及预测燃烧不稳定性时

要解决的一个历史难题。

在早期火箭推进技术的开发中，科

学家和工程师对底层物理机理的认知通

常是通过实验观测得到，例如对振动中

的试验台进行测量，观察排气尾流的波

动，以及可以听到相当明显的不稳定性

的声音。这些观察工作使得早期研究燃

烧不稳定性的工作者将重点放在模拟燃

烧舱内的声波上。

这种侧重声学的研究策略十分符合

逻辑，因为测量得到的振荡频率通常与

燃烧舱的自然声学模式紧密相关。但这

种狭隘的专注忽略了来自旋转波和热波

这两种由声波直接造成或与其紧密耦合

作用下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基于能量

的全局评估法来更全面地描述燃烧不稳

定性振荡。

根据燃烧不稳定性能量建 模法的

最新进展，我们需要准确测定声音的频

率与振型。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声平

均流与火箭喷管收缩区段的相互作用，

在这个区域，压力、密度和速度梯度会变

得很大。在大部分火箭系统内，火箭喷

管的非稳态能量排放被视为声阻尼的主

要来源。

最近，法国科学家们2 开始通过平均

流效应来分析喷管阻尼。这一新方法拓

展了源自 Sigman 和 Zinn3 的研究，他们

参 数，其中用 到了理 想气体 的全 压 缩

Navier-Stokes 方程组，以及能量和质量

守恒方程组。

喷射器面板的模拟使用了均匀的燃

烧推进剂气体（见图 2），用于分析由燃

烧推进剂注入的高温气体；所有其他固

体边界均采用滑动边界条件模拟，出口

截面利用混合外流条件模拟，也就是说，

模型同时支持亚音速和超音速流动。

平均流的分析结果需要重新评估，

以保证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收敛解。如要

模拟 AVPE，则需要压力、密度、速度和

声速等平均流参数。平均流在喷管收缩

区段（靠近声阻塞截面）的值很重要。马

赫数等于 1 的声截面，会在流场中产生

一个声障。为了创建一个用于声学分析

的准确几何模型，我们从平均流分析中

提取了声截面数据（见图 3 中的绛红色

部分）。

ð模拟燃烧舱的声学
我们使用 COMSOL Mult iphysics

的系数型偏 微 分方 程 数学接口确定了 

AV PE 的复数特征值。从平均流分析的

解中获取 AVPE 中的平均流项。燃烧舱

内的气体动力学对定义声学分析中的边

界条件至关重要。在火箭喷管的收缩和

扩张区段内马赫数为 1 的声截面处，舱

压、速度和密度的梯度在理论上会趋近

于无穷。在声截面的下游，声扰动随平均

流以超声速对流传递。

这种条件阻止了在声截面下游的扰

动向上游回传。喷射器的分流区段在声

学上是静默的，不会影响舱内的声场。

喷管仿真域在声速线处被截断，此处自

动满足零通量边界条件（见图 4）。其他

边界通过零通量边界条件模拟，假定所

图 1. 稳定（红色）与不稳定（蓝色）固体火
箭发动机1 中的压力曲线。

“基于能量的全局评估法能够

更全面地描述燃烧的不稳定性

振荡。”

原载于《 NASA Tech Briefs 》杂志 2015 年 12 月份刊。

火箭推进 | 燃烧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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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对比在半个振荡周期（T）中通过经典
齐次波方程（左）和 AVPE（右）计算得到
的一阶切线特征模式。

有面吸收的声能均为零。

运行特征值分析得到复数特征模

态和特征值，表征每个声学模态及其复

数共轭。复数特征值的实部 代表该 声

学模态的瞬时阻尼，虚部定义了振荡频

率。复数特征矢量代表声波的空间幅值

和相位。

对 比 由 经 典 齐 次 波 动 方 程

（ H e l m h o l t z 方 程 ） 和 由 

AVPE 推导出的声学模态形

状，我们可以看出保真度较

高 的 模 型 能 够 正 确 地 表 征

底层物理场（见图 5）。在 

AVPE 中加入平均流项可以

精确模拟由稳态气流造成的

相移。相位调整很重要，因为燃烧不稳

定性模型用到了声特征矢量在时间和空

间上的积分。

与以前的技术相比，利用 COMSOL 

模态火箭的气体动力学和声特征模式可

以得到更准确的振型。对声场的更高保

真的表征可以轻松地加入燃烧不稳定性

模型，使火箭设计人员和工程师具有更

强的预测能力。带有折流板等阻尼设备

的情况，或者工作条件的变化，现在可

于测试前得到更精确的模拟了。

ð后续研究
对燃烧不稳定更完整的描述，需

要包含旋转振荡、热振荡以及燃烧舱声

场。旋转振荡是声振荡的直接产物，然

而即使没有声波动，也可能存在热波。

后续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的工

作将重点研究所有声振荡中都存在的

粘性旋转波。v

本文作者为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 Jacobs 

ESSSA 集团的 Sean R. Fischbach （阿拉巴马

州亨茨维尔市，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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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声学分析几何结构及边界条件。图注：No 
flux boundaries–无通量边界；Sonic plane–音
速平面

图 2. 带有边界条件设定的液体发动机仿真几何结构。图注：Inlet-uniform gas injection–入口-均匀
气体流入；Slip walls–滑移壁；Outlet-hybrid flow–出口-混合流

图 3. 在舱压上绘制的速度流线。绛红色为马赫数为 1 的表面。图注：Mach 1 surface–马赫数
为 1 的平面

燃烧不稳定性 | 火箭推进

Mach 1 surface



COMSOL.COM        11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ABRAHAM LINCOLN

P R I N C I P A L  S P O N S O R S C A T E G O R Y
S P O N S O R S

P R I Z E
S P O N S O R S

WILL YOUR DESIGN BE NEXT?
Start Creating the Future at:

www.createthefuturecontest.com

Revolutionary Design

Connect on social media:
#CTF2016

2011 GRAND PRIZE WINNER
FLUID-SCREEN BACTERIAL DETECTION SYSTEM 

For the past 100 years, the standard procedure for detecting dangerous bacteria
meant collecting a sample, sending it out to a lab, and waiting 24 to 48 hours to grow a
culture and report the results. Fluid-Screen’s patent-pending new technology puts the
power of a lab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to give you test results in about 30 minutes.

Fluid-Screen is a revolutionary bacterial detection system for quality assurance testing
in fields such as municipal water supplies, medical applications, and food processing.

CTF Comsol News Ad 0516.qxp_Layout 1  4/8/16  1:46 PM  Page 1



12        COMSOL NEWS     2016

图 1. 椅子的测试设定及 Continuum Blue 的椅
子几何模型。 

图 2. 椅子中常发生失效的主要位置示意图。
图注：Permanent deformation & bending–永
久变形与弯折；Surface crack i ng–表面破
裂；Cracking along edges–沿边角出现裂
纹；Cracking where legs meet base–椅腿与椅
面的交界出现裂纹；Permanent deformation & 
excessive bending–永久变形与过度弯折 

在被允许上市销售之前，所有消

费品都要经历设计、再设计、

试样以及测试的循环过程，以便保证产

品能够达到零售标准。这背后凝结了研

究人员、工程师和专家们大量的辛勤劳

动。为了满足安全和质量要求，制造商

必须先通过评估来确保他们的产品能够

上架销售。

例如，椅子销售前必须通过严格的

测试，包括确保它能承受人体体重、维

持形状不变，并且不会在特定条件下发

生屈曲。在椅子的使用寿命中，它将要

承受数千次的重复加载，还要保证不会

发生开裂、破裂或弯折。

ð 检测机构为设计人员减负
对需要进行产品认证的用户而言，

测试过程会相当昂贵并且耗时。市场上

出现了很多独立的评估机构（以下简称

为“检测机构”）帮助椅子制造厂家减

轻这方面的负担。每年，他们都要测试

数百把不同的椅子，如果设计不能满足

欧洲和美国的质量标准（EN、BS、ISO 

和 ANSI 标准），椅子制造商除了会感到

失望外，还将要再花费数千美元的费用

进行重新设计和再次测试。

为了减轻制造商的负担，一家检

测 机 构 转 向 C O M S O L 认 证 咨 询 机 构 

Continuum Blue 寻求帮助，希望能开发

一款数值仿真 App 来帮助客户测试各种

椅子设计。这样，他们就能先通过虚拟

测试来预判设计能否通过测试，之后再

进行物理试验。

“客户希望了解我们能否为他们的

检测服务开发一款专业的仿真 App。” 

Continuum Blue 公司总监 Mark Yeoman

博士说，“客户可以远程登录、上传各种

椅子设计，并对每一款设计进行虚拟测

试。只有确定某款设计能通过虚拟测试

后，他们才会开始制造样品并送交检测

机构。”

这种测试 App 需要具备多个功能，

比如应该 加入 质量标准；还需 非常直

观，方便各设计阶段的工程师和设计人

员使用；还要足够灵活，能够支持测试各

种椅子模型、形状和材料。

ð仿真为加快家具评估
   铺平道路

Yeoman 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开发了一个数值模型，用来预测椅

子对标准载荷测试的响应。为了模拟物

理测试环境，他在仿真中加入了椅子的

几何结构、地板、用于固定椅腿的垫板、

椅背的承载板以及椅面（见图 1）。

不论模拟哪款设计，仿真分析最终

都要回答这个问题：“椅子是否会在规

定的载荷下失效？”

“椅子需要经受多方面的检查。”                                        

Yeoman 谈论道，“它必须在寿命期内不

会折断，持续使用下无开裂，椅子腿部

不会过度弯曲、外撇，或下弓。如果椅腿

与椅面相交的拐角处出现裂纹，椅子将

无法通过测试。”

ð根据测试标准进行测量
“测试的第一部分是静态载荷测

试，查看椅 子能否承受指定的最大 载

荷。”Yeoman 解释说，“在 20 秒的周期

内对椅子进行加载测试，最开始在椅面

进行加载，然后到椅背，模拟身材高大的

人坐下，然后靠在椅背上的情景。第二部

分是疲劳分析，重复对椅子进行数千次

载荷的加载与卸载，相当于椅子经过多

年使用后的情况。”

Yeoman 的模型分析了椅子在人体

助家具检测一臂之力
在家具行业，一切以质量为重。椅子只有在通过物理测试后才能上
架销售，如果样品未能通过测试，那就只能再次回到设计师的绘图
板上。

作者 LEXI CARVER

CONTINUUM BLUE，英国

Permanent 
deformation 
& bending

Permanent 
deformation 
& excessive 
bending

Cracking 
along edges

Cracking where 
legs meet base

Surface c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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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椅子进行加载时，应力会根

据材料的屈服 强度和拉伸强度进行 评

估。如果出现永久塑性变形，将会被标

在椅子中的相关区域，告知用户椅子正

在发 生 屈服。如果应 力超 过材料的拉

伸强度，椅子将经历严重的材料失效，

比如开裂或断裂。”Yeoman 说，“此时 

App 会自动弹出一个窗口，提示应力已

经超过材料的拉伸强度，椅子未通过测

试。”

这 正是满足检测机构需求的一款 

App，它支持椅子制造商和设计人员自行

导入几何、选择材料、定义接触与加载

条件，并能根据测试要求查看结果，及时

了解某个设计能否通过测试（见图 4）。

通过在本地安装的 COMSOL Server™ 

产品，Yeoman 还能将 App 分发给不同

用户，用户可以登录数据库并启动特

定的 App。之后，检测机构还会通过 

COMSOL Server 与他们的全球用户分享

测试 App。

“这些 App 极大地简化了设计人

员和测试工程师的工作，他们现在能够

在生产和物理测试之前更方便地评估椅

子的性能。”Yeoman 说，“他们可以先

对几十个设计进行虚拟测试，确定哪款

设计能满足测试的质量标准要求，然后

再对成功的设计进行打样和测试，这样

就省去了制造及测试物理样机所花费的

时间与费用。” v

坐下时的变形、机械应力、最早以及最

可能出现的失效点（见图 2）。模型还

评估了椅子、承载板与地板之间的接触

压力，并预测了发生失效时的循环次

数（见图 3）。

“大部分的模型设定都很简单。”

他补充说，“结构力学、材料属性与载荷

参数都可以相对较快地在 COMSOL® 软
件中实现。”许多力学因素都会影响椅

子能否通过测试，不过接触研究最为复

杂，Yeoman 解释说：“接触分析本身就

很复杂；它高度依赖接触表面的材料属

性、摩擦系数，而且从本质上讲也是高

度非线性的。”

“因为存在多个接触点，所以它其

实是一个不稳定的接触问题：椅腿与

地板之间的四个接触点、座椅与底部承

载板之间的接触点，还有椅背与后承载

板。”他继续解释道，“我们通过材料刚

度、屈服应力和摩擦系数来准确定义接

触参数。”

ð简化并加快虚拟测试
在完成 COMSOL 模型的开发与验

证后，Continuum Blue 团队开始着手定

制用户界面，或称 App，它支持用户更

改几何输入和参数、加载条件及材料

属性，支持快速对椅子设计进行虚拟

测试。

“我们用到了 COMSOL Multiphysics 

中的 App 开发器。”Yeoman 评论道。在 

App 开发器中，设计人员能够通过输入

框、结果表单、按钮、下拉选项和图形对 

App 整体进行设计。开发出的 App 运行

完整的仿真，即便用户没有任何工程或

多物理场建模背景，也可以通过指定的

输入参数进行仿真，而非底层的模型、

物理场，或其他分析。

“在我们为客户开发的

测试 App 中，我们希望用户

能够定义各种选项，例如非

线性材料。我们对所有的模

型特征进行了参数化，能够

将它们完全链接到 App 中，

当用户更改参数时，仿真将

会同步更新。”

图 3. 仿真显示了一把椅子在加载过程中的变
形（左）、应力（中）和接触压力（右）。

产品安全及质量 | 定制 App

图 4. Continuum Blue 的 App 界面，已剖分网格，用户可
按照设计需求调整输入项。

Mark Yeoman, Continuum Blue 
公司总监

“他们可以先对几十个设计进
行虚拟测试，确定哪款设计能
满足测试的质量标准要求，然
后再对成功的设计进行打样和

测试。”

  — MARK YEOMAN, CONTINUUM 
BLUE 公司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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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SinkSim 是一种前沿的计算工

具，由 AltaSim Technologies 公司的仿真

专家开发，但直到最近，人们才能够在

一个实际且富有竞争力的时间框架内完

成对它的开发。所有希望优化电力电子

器件中散热器设计的工程师，都可以通

过这个 App 友好的用户界面进行多物理

场仿真与虚拟的原型测试。

仿真 App 可以用于所有的产品开

发流程或设计任务，既能帮助大公司突

破工作流程中的瓶颈，也能给那些不具

备雇佣专职仿真工程师的小型公司和创

业企业带来定制化设计的能力。

“不论您就职于一家大型公司还是

一家初创企业，如果希望改变未来并主

导整个市场，那就应该放弃传统的设计

工具，积极使用那些能更好地预测和表

征真实世界的新工具。HeatSinkSim 这

种多物理场建模与仿真 App 将使您拥

有工程创新的能力并能加快创新的步

伐。”AltaSim 的联合创始人兼负责人

Jeff Crompton 解释说。

本文将以专业视角，用示例为您提

供指导，希望能帮助您开发出一个以仿

真为驱动的产品设计流程，降低开发成

本，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ð从设计目标到创新产品
借助仿真 App，您可以轻松地将仿

真集成到您的产品设计流程中，抛弃原

仿真 App 提高产能与收益
基于高度准确的多物理场模型而开发的计算 App 使每个人都能成为赢家，App 的开发人员和
其最终用户都将得益于创新。不仅可以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减少生产成本，甚至能够引入一种全
新的盈利模式。

作者 JENNIFER SEGUI

图 1. 用于驱动连续生产作业，带有电力电子元件的印刷电路板 (PCB) 上安装的竖直翅片散热器。

型机试错这种成本高昂的设计方法。我

们将以常见的电力电子元件中散热器的

设计与优化为例展开说明，并将介绍如

何通过开发及应用 HeatSinkSim App 来

实现甚至超越这些目标。即使您从事的

工作并非散热器的设计，也可以轻松地

将文中的方法与工作流应用到自己的产

品或工艺中。

本示例的目标是能及时地将高质量

的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这要借助电力

电子元件的长期和稳定运行来驱动几乎

“HeatSinkSim 这种多物

理场建模与仿真 App 将

使您拥有工程创新的能力

并能加快创新的步伐。”
 — JEFF CROMPTON，ALTASIM 
TECHNOLOGIES 公司主管兼联合创始人

ALTASIM，美国俄亥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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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OMSOL Desktop® 中的 App 开发器，您可在此通过表单编辑器和方法编辑器基于您的多物
理场模型设计仿真 App。

图 2. COMSOL Desktop 中的模型开发器，您可在此定义几何模型、材料和物理场；网格剖分、
求解，并进行结果后处理。

所有消费品的自动化生产。随着人们对

产量需求的不断提高，人们需要改进电

子元件的性能，同时由于尺寸减小的缘

故，元件内的功率密度和工作温度会变

高，这将影响它们的长期使用。

为了避免因工作温度过高而影响制

造控制系统的可靠性，需要通过被动散

热和自然对流对电子元件进行冷却。因

此，散热器被集成到印刷电路板 (PCB) 

的电子元件上，如图 1 所示。在图中

所示的散热器设计中，利用翅片阵列

来增加热逸散的表面积。翅片数量、大

小、间距和导热系数等因素都会影响散

热器在给定施加功率下的性能。因此，

我们需要分析多个变量，来优化散热器

的设计，并保证电子元件能在低于最高

工作温度的环境下正常工作。那么考虑

到所有需要分析的相关变量，散热器的

最佳优化方案是什么？

如果希望保证产品的高质量，物理

原型的制造仍旧是设 计周期中不 可或

缺的重要一环，但如果能通过多物理场

电子冷却 | 定制 App

仿真进行虚拟原型制造，便能在设计阶

段早期对设计进行可靠性评估，从而减

少所需的原型机数目，极大地缩短所需

的时间并降低成本。

AltaSim 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开发出了散热器多物理场模型（如

图 1 所示）并进行了验证。而这个模型

现在已经成为他们设计优化产品必不可

少的工具。图 2 清晰地展示了模型的设

定，您可以观察模型开发器窗口内的节

点设定，了解相关建模步骤。

A lt a Sim 还使用 App 开发器将已

验证的散热器模型转化为定制 App，图

3 显示了 COMSOL Multiphysics 内置的 

App 开发器特征。图 4 显示了他们的

仿真 App —— HeatSinkSim。他们借助 

App 开发器制作了简单易用的界面，支

持包括非仿真专家在内的各类用户运行

复杂的工程分析。App 开发器的核心是

表单编辑器和方法编辑器，支持在 App

的用户界面中增加直接可用的 表 单 对

象，还可以通过 Java® 代码的方式定制

功能，对用户输入进行响应。

图 4 为 HeatSinkSim App 的运行结

果，显 示了 App 提 供的两个 级 别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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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第一个级别的传热分析求解了共轭

传热问题，还加入了包含传导、对流和

辐射在内的流体流动。一维线图表示在

不同设计参数下得到的温度结果，例如

散 热 器中的 翅片数。第二个 级 别分析

会执 行一 个更详 细的传 热 仿真，从而

得到更准确的三维解，但运行时间要长

一 些。如果第一 个 级 别的分析中得到

的温度已达到用户定义的工作限值，那 

Heat Sin kSim 会建议执行第二个级别

的分析。

在规划以仿真为驱动的工作流程

时，您需要考虑谁将负责设计及验证

最初的多物理场模型、谁将基于模型开

发仿真 App，以及哪些人会使用 App 进

行最终的设计评估及优化。通过将多物

理场模型转换为 App，更多人将能通过 

App 运行仿真，您的工作也将更灵活，从

而更轻松地规划您的工作流程。

“如果您认可 App 能以真实的维

度和工作特点来表征现实世界，那不

图 4. 通过浏览器登录 COMSOL Server™。(a) 在单独的浏览器标签页或窗口中运行 HeatSinkSim；您可以在仿真 App（b）中指定几何、材料
和工作条件；App 提供了两级分析。根据一级分析的结果（c），建议执行二级分析（d），即全三维共轭传热研究。

a

b c d

定制 App | 电子冷却

妨再考虑一下仿真 App 的潜在受益用

户数目。”Crompton 说，“全球大约只

有 7.5 万专业用户正在使用计算机辅助

工程 (CAE) 工具，与之相比，大约有 

8000 万科研人士及工程师，他们都是

计算 App 的潜在用户。”

“如果由仿真专家负责所有这些分

析，这样肯定会在工作流程中造成瓶

颈。现在，仿真 App 使专家们能将更

多时间花在利用他们的专长开发新的工

具与功能上。如果您暂时还没有专职仿

真人员，或没有相关规划，也可以委托 

COMSOL 认证咨询机构代为开发模型

与 App，比如 AltaSim，或购买现有仿真 

App 的使用权，文中提到的 HeatSinkSim 

就是其中一例。

借助仿真 App，您和您的同事将能

利用高精度的多物理场模型来预测产品

或工艺在真实世界中的表现。通过加深

理解，缩短试样时间并降低成本，您将

能率先将产品推向市场。

回到优化电力电子中的散热器设计

示例上来，HeatSinkSim 使您能通过仿

真将元件的工作温度始终维持在安全的

范围内，并且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帮助

您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全球大约只有 7.5 万专业用户正在使用计算机辅助工程（CAE）

工具，与之相比，大约有 8000 万科研人士及工程师，他们都是

计算 App 的潜在用户。”

Oracle 和 Java 是 Oracle 和/或其分公司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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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Crompton, AltaSim Technologies 
公司主管兼联合创始人

ð分发与收益
除了要 确定由谁 来负责 开发仿真

App，谁来使用 App 实现您的设计目标

之外，如何访问并运行仿真 App 也很重

要。通过在本地安装的 COMSOL Server™

产 品 ，您 的 同 事 或 客 户 将 能 通 过 

COMSOL  Client 或网络浏览器实时访问

仿真 App。安装 COMSOL Server 后，您

将能通过网络浏览器加载 App 库（图

4 a）并启动 HeatSinkSim App。AltaSim 

通过信息中心来控制 App 的访问及使用

权限。

COMSOL Server 支持在标准笔记本

电脑、台式计算机或当前最先进的超级

计算云中运行。选择硬件时，您需要综

合考虑您的需求、成本、可用性、模型

复杂度和期望的求解时间等因素。如果

希望尽快得到结果，又不想采购硬件或

HEATSINKSIM：界面背后
为了给传热工程师们提供精确的设计工具，AltaSim Technologies 公司正基于精准的

物理场仿真开发计算 App。用户可以在 App 的定制界面中运行多物理场分析，例如可以修

改设计参数和工作条件。HeatSinkSim 是一款可以检查散热器设计对电力电子元件中热

耗散的影响的 App，能帮助工程师和设计人员节省数月的后期测试时间。

AltaSim 正努力使更多人可以访问 App，用户可以临时通过工作站或集群访问 App，

也可以通过安全的方式连接到托管的并行计算资源来访问 App；还可以根据单独用户的

需求进一步定制 App。

如果将所有员工的工作经验加在一

起，可以说，AltaSim 在多物理场计算分

析与仿真的开发及应用方面已经进行了

超过一个世纪的探索。

作为 C O M S O L 认 证 咨询 机 构 的

创始成员之一，AltaSim 公司凭借其在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方面的专长为

用户提供物理、力学、计算科学及真实

世界工艺流程等方面的服务。

电子冷却 | 定制 App

概要

基于 App 的虚拟原型的优势

•   公司级统一解决方案

•   为设计人员和工程师带来专业的数       

     学建模知识

•   基于物理场进行分析和决策

•   节省成本

App 的管理、部署及使用

•   管理员可以通过 COMSOL Server™ 部

     署、分发及管理 App

•   用户可连接 COMSOL Server，然后通

     过浏览器或 COMSOL Client 访问 App 

     并进行多物理场分析

•   App 支持集群计算

•   全球实时访问

Intel 和 Xeon 是 Intel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安全措施，那超

级计算中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为 了 能 够 向 客 户 提 供 对                                                          

HeatSinkSim 的访问，AltaSim 与 AweSim

展开合作。Awe Si m 公司主要为中小型

制造商提供以仿真为驱动的设计能力，

希望能帮它们增强经济竞争力。AweSim

背后还有俄 亥俄 超级计 算中心（Ohio 

Supercomputing Center，OSC）的支持，OSC

运维着三个大型系统。HeatSinkSim 在

Oa k ley 集群内的一 个节点上运行，该

集群采用 HP Intel® Xeon® 设备，包含

超 过 8 3 0 0 个并 行 计 算 节点。当您向

AweSim 提出HeatSinkSim 的使用申请

后，将能获得一个 OSC 账户，您可以通

过本地计算机的网络浏览器远程登录，

并在他们的超级计算集群中运行 App。

通过 AweSim 的分配方法，用户可

以首先试用 HeatSinkSim，然后根据需

要的功能和使用时长付费。通过开发仿

真 App，您不仅能将高精度的多物理

场建模功能带给更多用户，按次付费的 

App 还将为您的组织开辟一个新的盈利

渠道。

ð更好、更灵活的产品设计流程
AltaSim 开发的 HeatSinkSim App

不仅能 满足 您的 设 计目标，它 本身 还

是 一 个由资深 仿真专家开发并经 过验

证 的产品。通 过 在 产品开发 周期中的

多物理场模拟和 App 设 计，以及使 用

COMSOL Multiphysics 和 COMSOL Server

的分发功能，您可以将仿真带给所有人，

增加工作流程的灵活性，改进产品质量，

降低风险与成本，从而最终在一个颇具

竞争力的时间框架内将最好的产品推向

市场。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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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天然气输送进行日常维护时，

一般都要挖开主干道，这使得司机只能

通过导航找出周围的便道或乡间公路来

绕行。天然气管道的修补和替换过程可

以更高效、更微创吗？美国燃气技术研

究院 (Gas Technology Institute，GTI) 是

天然气研究、开发及培训等领域的领导

者，他们正在分析天然气管道压扁阻断

长度的行业标准，希望借此简化对管道

的维护。

ð 可以在多近的距离进行压扁
阻断？

位于伊利诺斯州的 GTI 是一家致

力于推动新能源及天然气技术发展的研

发机构。他们的一个研究部门正在分析

聚乙烯 (polyethylene，PE) 天然气管道的

压扁阻断距离。压扁阻断看似很简单，

它是指对管道进行挤压直到完全阻断气

体流动（见图 1）。这种方法常用于各

种日常维护任务，能在不关停整个系统

的情况下对部分管道进行替换。

压扁阻断作业结束后，管道大体能

恢复之前的形状，并继续输送天然气。

使用聚乙烯作为管道材料有其固有优

势：它较为柔软并能够经受较大变形；

不会发生腐蚀；质地均匀且能够熔断；

对恶劣环境的抵御能力较强。

为防止损坏与故障，必须遵守某

些标准，例如在压扁阻断过程中就必

须遵循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公布的有关标准。其中一个特别的标准

包括压扁阻断相对于管道连接件的位

置。标准规定压扁阻断位置距下一个管

道连接之间的距离应为管道直径的三

倍或 12 英寸，取二者中的较大值。

该规定旨在避免管道的应变及破

损。不过，大部分天然气公用事业公

司都希望能尽量缩短最小要求距离。绝

大部分住房和商业应用中所用管道的直

径不超过 2.375 英寸，所以对大部分管

道而言，12 英寸的距离要求非常高。

换言之，虽然三

倍直径一般为 7 

英寸，但仍需要

在更远的距离（

即 12 英寸）处

进行压扁阻断作

业。对小直径管道 而言，较远的距

离要求也意味着需要挖掘开更多路面、

重新规划线路，还将付出更多的时间与

费用。

数值仿真提升天然气管道的
压扁阻断标准
为了降低天然气管道的日常维护难度， 美国燃气技术研究院 (GTI) 采用以仿真为驱动的工程方法进
行研究，并提出应对美国材料与实验协会 (ASTM) 压扁阻断标准的修正方案。  

作者 BRIANNE COSTA

图 1. 正进行压扁阻断的聚乙烯天然气管道。图注：Squeeze-off tool–挤压工具；Prescribed distance 
between fitting and tool–装置与工具间的规定距离；Coupling–连接处

“[我们] 相信在 COMSOL 软件中执行有限元
方法可以获得非常好的结果，这已被多次测
试证明。” 
— OREN LEVER，美国天然气技术学会能源运输 & 使用部门首席     
工程师

燃气技术研究院，美国伊利诺伊州

Squeeze-off tool
Prescribed distance 
between fitting and 
tool

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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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 D ( O p e r a t i o n s Te c h n o l o g y 

Development) 是由多家天然气运输公司

合作成立的一家技术研究中心，在他们

的赞助下，GTI 的研究人员 Oren Lever 和 

Ernest Lever 仔细分析了 12 英寸的距离

要求对较小管道来说是否必要。他们的

目标是找出在应变和应力集中增长超出

行业标准之前，能在距离焊接点处进行

压扁阻断作业的最短距离。为了得到答

案，团队使用了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的结构力学建模功能。

ð聚乙烯管道的应力和应变分析
GTI 团队通过 COMSOL 中的结构

力学模块和非线性结构材料模块设定

了一个全参数化的瞬态模型。正如 GTI

的 Oren Lever 所说，他们的团队“相信

在 COMSOL® 软件中执行有限元方法可

以获得非常好的结果，这已被之前的

测试证明”。他们定义了两组接触的力学

和数值属性，分别用于模拟管道与管道

间的内部结构接触和管道与压扁阻断装

置的外部结构接触。

他们利用 COMSOL 软件中的网格

剖分功能制作了由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网

格结合的混合网格。通过结合该方法与

在软件中定制的本构模型，团队能够精

确分析管道中的大变形。如图 2 所示，

分析了压扁阻断作业的各个阶段：管道

增压、压扁阻断、保持、释放和松弛。

需要特别关注 对挤压棒下方管 道

的网格剖分，以便模拟在完全压扁阻断

时 管道经 历的大变形（见图 3）。借助

COMSOL 的网格剖分功能和参数化性

质，我们可以轻松将该网格剖分缩放到

不同的管道尺寸。该区域的应力和应变

虽非此项目的焦点，但当涉及压扁阻断

对管道寿命的一般影响时，它们却是关

注重点。GTI 团队使用 COMSOL 模型

能够对压扁阻断作进一步分析。 

ð 高度非线性结构材料的合作
研究

为了捕捉聚乙烯的独特行为，GTI 

需 要 一 个 定 制 的 粘 弹 性 - 塑 性 本 构 模

型。为此，他们转向 COMSOL 的认证咨

询机构 Veryst Engineering 寻求帮助，希

望能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执行给

定的材料模型。Veryst 的 Nagi Elabbasi 

解释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首先选定

对实验材料进行测试，用于校准描述 PE

等热塑性塑料的材料定律，然后将材料

参数拟合到 PE 的应力-应变响应中，最

后在 COMSOL 中执行了定制材料模型

需要的一组常微分方程组 (ODE)。

GTI 针对中密度聚乙烯 (MDPE) 管

道材料执行了材料测试，并加入了在不

同温度、应变率、应变，特别是高应

图 2. 对压扁阻断管道中总位移的仿真（左）；对整个压扁阻断过程的仿真（右）。图注：Start–
开始；Compression–压迫；Relaxation–松弛；Finish (Residual strain)–完成（残余应变）

图 3.将达到和已达到最大压扁位移时，压扁阻断
线处在不同时间步长下的变形。图注：Symmetry 
condit ion on faces–面上的对称条件；Crease 
develops at line of squeeze–在挤压线上的折痕
延展；“Fold line” elements close to centerline 
cont ac t–“折叠线”单元靠近中心线；Crea s e 
propagates–折痕延展；“Fold line” elements 
in contact with centerline–“折叠线”单元与中
心线接触；“Folding” propagates–“折叠”延
展；Crease flattened at line of squeeze-off–在挤
压线上折痕变平整；Flattened pipe, pipe wall is 
-25% compressed–压扁的管，管壁被压缩25%； 
Maximum squeeze displacement–最大挤压位移

能源技术 | 非线性结构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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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下进行的拉伸和压缩测试，以及加

载和卸载测试（见图 4）。Veryst 的团

队通过拟合实验数据得到了实际材料的

参数值。Veryst 使用 MCalibration 进行

了校准，这是他们开发的一种优化工

具，通过不断调整参数值，直到找出

能与实验数据匹配的材料参数。为了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执行并验证已

校准的材料定律，Veryst 充分利用了软

件的灵活性，他们增加了一个 ODE 系

统来表征其他用于描述定制本构模型的

各种状态。

对于无法通过方程组描述的材料模

型，另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是通过“外

部材料”功能访问由 FORTRAN 或 C 代

码编写的函数，或将它们编译到共享库

中。此时，可以通过应力-应变关系定

义外部材料，仅返回非弹性应变对所

用材料模型的贡献，或直接链接到类似 

Veryst Engineering 公司的 PolyUMod® 
库等商用外部材料库。

GIT 根据仿真确定对小直径管（小

于 3.5 英寸）而言，当在较小的压扁阻

断距离（三倍管直径）进行作业时，

造成的应变并未超过行业接受的应变

限值。

此外，他们还进行了加速寿命试验

（见图 4）来验证结果。在足够高的温

度下聚乙烯的蠕变率会加快，他们在这

类高于正常工作温度的高温下对距连接

点 2 英寸和 4 英寸处的压扁阻断分别进

行了测试。通过该附加测试，GTI 团队

发现管道在平均温度为 20°C 时的使

用寿命是 80 年，符合业界对 MDPE 燃

气管道 80 年寿命标准的规定。

ð效率是 GTI 未来规划的关键
GTI 从他们的仿真工作中发现，当

对小直径管进行压扁阻断时，作业位置

与管件的距离可以小于 ASTM 标准中

规定的最小距离。这也证明，对于住宅

和商业天然气输送中较常使用的小直

径管道，我们可以对现行 12 英寸的最

小规定距离进行重新评估。基于他们

的研究工作，GTI 正帮助制定新的指导

标准，希望能降低天然气管道维护的成

本，使之更高效，更微创。

对于未来的研究计划，Lever 说他

们的团队计划进一步拓展这一模型，加

入温度和蠕变，以便更准确地描述松

弛效应。他们希望能分析损伤的扩展和

失效，预测管道在不同载荷场景下的行

为，例如安装附加固的卡箍。

G T I 还 希 望 将 他 们 的 发 现 向 并

不 精 通数值仿真 的工 程 师 推 广。作为

COMSOL 用户，他们还可以使用软件中

的 App 开发器功能，像 Lever 那样的

仿 真专 家 通 过 A p p 开发 器 将 他 们 的 

COMSOL 模型封装在一个友好的定制

用户界面内。这意味着，不了解数值仿真

的现场工程师和维护人员也有足够的信

心不必再于事后怀疑他们的选择，特别

是在应对异常的工作场景时。同时，仿真

专家也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将精力放在

新项目上。GTI 还将继续致力于天然气

和能源革新方面的研究与探索。v

图 4. 美国天然气技术学会针对 P E 管的压扁阻
断执行的加速寿命测试（上）；P E 的 拉 伸 响 应
示 例 及 由 V e r y s t Engineering 做出的模型拟合
（下）。

研发部门主管 Ernest Lever（左）与首席工程师 
Oren Lever（右），GTI。

非线性结构力学 | 能源技术

PolyUMod 是 Veryst Engineering, LLC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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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泄露一向以其突发性和不可

预见性而臭名昭著，它会给海

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严重的破坏，

因此必须在它造成长期灾难之前迅速封

拦。当前的溢油封拦和回收技术使用围

油栏和用于集油的撇油器，但它们很难

彻底解决溢油问题。

围油栏用于阻止溢油范围的进一步

扩大，防止溢油流向敏感的海岸线地

带。有些设计还会通过吸油来清除溢

油，或使用撇油器来清除溢油。在其他

情况下，也会通过可控燃烧来清除水中

的溢油，但这会产生其他污染物；或是

向水中投入化学分散剂，以此加速油分

子的分解。

虽然这些方 法都可以帮助 清理溢

油，但在清理过程中回收的溢油有限，而

且只有在漏油发生后迅速在泄漏地点采

取行动才能发挥作用。大部分油会沉到

海底。例如，1989 年埃克森油轮瓦迪兹

号在距阿拉斯加港湾较远处发生漏油事

故，大部分的漏油最终都无法收回。

回收物通常只是部分可用的水油

混合物。换言之，除了明显的环境问

题，当在清理完成后尝试从废油中提

取原始数量的原油时，还要进行更多

的泵吸。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同时能防止生

态灾难发生，还可避免石油浪费的清

理方法。专注于环境技术领域的咨询公

司 Amphos 21 积极开发了疏水网数值

模型。疏水网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正在

研究的一种全新的溢油收集技术。他们

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这一难题找出

一个快捷、简单易用的环保解决方案。

他们将疏 水网定义为一种多 孔介

质，并开发了计算机仿真及定制 App，以

便分发给产品开发、灾害应对及环境组

织的相关人员使用。他们希望能通过仿

真 App 为工程师、研究人员和清理团队

提供虚拟测试的能力，使他们在争分夺

秒地防止溢油破坏的同时，能对特定溢

油场景做出恰当的处理。

ð新型溢油回收方法的潜力
Amphos 21 正在研究的疏水网由不

锈钢或铜制成，表面涂有疏水性聚合

AMPHOS

使用疏水网技术进行溢油清理

目前使用的溢油清理及封拦法成本很高，但成功率却并不理想。Amphos 21 的工程师们开发了一款
数值仿真 App 来测试新型的疏水网溢油清理技术。

作者 LEXI CARVER

AMPHOS 21, 西班牙

图 1 . 疏水网的工作原理。图注：Fluid Height–液体高度；Oil–油；Breakthrough Pressure–突破压
力；Water–水；Recovered Oil (Water Free)–回收油（不含水）； Recovered Oil (With Water)–回收油（含
水）；Hydrophobic Mesh–疏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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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便将油引入并排出水分。工作方

式类似于过滤网：水会留在外侧，石油

则可以渗入（见图 1）。石油流经网眼

的速率取决于水深、原油属性（因泵吸

油位置而异）和金属上的涂层。

“除了能有效从水中分离出石油

外，它还提供了无需再加工即可回收

溢油的可能性，省去了加工这一成本高

昂的清理步骤。” Amphos 21 公司的顾

问 Emilie Coene 说，“这些网可以连续

使用，很干净，具有很好的潜在回收效

果和性能。”

假 定 疏 水网能够与封阻设备配合

使用来阻挡溢油的进一步扩散。例如，

在使用拦油索围住溢油的同时，直接向

油中部署疏水网和采油箱（见图 2）；然

后，定期将收集到的油从采油箱中泵

出，保证网两侧维持正确的压力差。

“您 不妨 这

样 设 想，我 们 在

海洋中布下一 个

大的圆柱形容器

（网），直 到 网

中充满石油后再

将 油 排 空 。”高

级 顾问兼项目经

理 Orlando Silva 

说，“您也可以部

署 采 油 器，将它

连 在 泵 上，以便

在采油时持续抽取。它们还可以针对多

种不同的工作条件进行定制。”他继续

说，“我们希望能为正在设计各类清理

工具的研发工程师、正进行相关研究的

环境公司，以及正努力为一些大型问题

寻找解决方案的石油公司提供帮助。”

液体高度是疏水网收集方法面临的

一个难题。在特定水深下，静水压力

会达到“突破”，水将侵入网和集油器内

部。如果打捞的石油中混入了过多的水，

在使用前就必须先进行加工和处理。

网的留存属性与油-空气和水-空

气的表面张力、网表面上油水的接触角

相关。表面涂层会产生疏水性，但这种

疏水性在特定的水深下会被破坏。流体

属性（因油的类型而异，比如粘度、密

度和表面张力等）、网格孔隙率和渗透

率都将影响通过网的油流和水流。

那么，Amphos 21 的团队如何才能

针对不同的水位和原油类型设计疏水网

呢？各类疏水涂层在不同海洋深度下的

表现又如何呢？

答案是要根据不同的溢油条件找出

网疏水属性的最优组合。团队借助数值

仿真进行了研究，希望找出能收集最多

溢油的最佳设计。

ð网的设计如何影响油通量？
即使大体知道应从哪里开始，但要

攻克这个目前还没人能解决的难题，也

无从下手。不过，数学建模极大地简化

了这一过程。

Coene、Silva 和他们在 Amphos 21  公

司的合作伙伴兼建模解决方案主管  Jorge 

Molinero 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为疏水网开发了一个仿真模型，用

来分析网的设计在不同水深下的表现，

评估各种可能影响网的性能的因素。

疏 水网的成 功与否 最 终可以根 据

测量油的回收率及回收油的纯度 进行

评估。因此，团队在建模时还需要测试

聚合物 涂层的不同属性 及网在各种海

洋深度下的工作情况，并分析不同种类

油的流量。

为了查看不同几何构造对油通量的

影响，他们还对网线半径、网眼大小及间

距施行了参数化分析。在 COMSOL® 软

图 3. COMSOL® 软件结果显示了油通量如何渗入网内（左）、水流分数随网线半径和水深的变化（中），多孔分析显示了流体高度、网眼半径
及油通量之间的关系（右）。

定制 App | 环境工程

图 2.  概念：轮船拖动围油栏将油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后使用疏水
网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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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COMSOL 模型及基
于模型开发的定制 App，我
们终于在新型溢油清理技
术的开发中取得了突破。” 

— JORGE MOLINERO, AMPHOS 21 合
作伙伴兼建模解决方案主管

件中，他们将网定义为一种多孔介质，并

耦合两相流来表征穿过网的水和油。之

后，Coene、Molinero 和 Silva 能够计算出

含油饱和度、油和水的流量速率，以及渗

入网内的油中含水的比例（见图 3 左及

中部）。“这些结果有助于网眼半径尺寸

的选择，特别是在设计用于特定深度的

网时。”Molinero 评论道。

在研究最大油通量和最优流体高度

的相关性后，他们还基于给定的最高

含水比例在模型中运行了一个多孔分析

（见图 3 右），最高水分数是指不需要

再对原油进行处理时混合物中允许的含

水量。

“我们可以从模 型结果中提取不

同网孔尺寸下的油通量及与期望的油纯

度对应的最高液柱高度。”Coene 继续

说，“例如，假设我希望将网用于水平面

下至少半米处，并希望混合物中的水分

最多为 1%，它就可以显示需要哪种网眼

半径。”

ð仿真 App 提供设计能力
借助 COMSOL 软件，我们可以轻松

与他人共享仿真结果，而无需分享整个

模型。“我们通过 COMSOL Multiphysics

中的 App 开发器将模型封装在一个定

制的用户界面内。”Silva 解释说，“仿真

App 使我们能向用户分发仿真结果，而

不必将整个模型交给他们。公司可以借

助这些 App 来减少实验次数、节省测试

成本，他们可以只模仿网的一小部分，

然后放大结果，最终设计出需要的产

品。这是疏水网设计中一项非常有前景

的进步。”

Amphos 21 的 App（见图 4）支持

用户预测网的性能，并能通过更改网和

流体属性来快速检查各种设计在不同工

作条件下的表现。只要不到 30 秒，用

户就可以对一系列的网眼尺寸和水深进

行分析，并能基于给定的最高含水比例

找出特定水深下的最佳疏水网。

App 还能够计算不同的网属性（比

如绝对渗透率）和其他与突破压力相关

的物理量，从而帮助设计人员选出能满

足不同环境要求的理想选择。

“我们认为，对研发部门、环境团

体及其他正在努力解决该问题的相关领

域人员而言，这一方法会非常具有吸引

力。”Molinero 说，“借助 COMSOL 模

型及基于模型开发的定制 App，我们终

于在新型溢油清理技术的开发中取得了

突破。”

接下来，他们会将制作好的 App 

分发给工程师，实现对疏水网模型的大

规模应用，由此，工程师将能针对给定

情况设计出最理想的疏水网，最终通过

部署这些新工具实现实时应用。v 

图 4. Amphos 21 疏水网 App 的部分界面截图，分别为多孔分析的输入项（上）、网格和流体属
性（下）。

Amphos 21 的团队正在开发仿真 App。从左
到右：Orlando Silva、Emilie Coene 和 Jorge 
Molinero.

环境工程 | 定制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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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动、震颤
和摇摆 
挪威研究人员正在追踪低频声波在建筑
内的传播，希望能据此给出调整设计的
建议，减少各种令人烦躁的振动。

作者 JENNIFER HAND

曾在机场旁留宿的人一定能体会这种感受：早班飞机

把人从睡梦中惊醒，除了引擎噪声，似乎身边所有

的东西都在晃动。另外，住在风力发电机、军事基地和设

有直升机起降场的酒店旁的住户也经常抱怨，当有外部噪声

时，窗户会震颤，各种日常物品都会发出嗡嗡声。更让人费

解的是，即使没听到任何声音，也还是能看到这类恼人的振

动。

如果声音的振动不超过 20 次每秒 (20 Hz) ，被称为次声

波，人耳无法听到这种声波。然而，我们还是能轻易察觉到

它的影响。当声波遇到窗户、传到地板上，并影响内墙时，

会引起明显的室内振动。由于低频声波会带来各种令人烦躁

的干扰，所以一直饱受诟病。   

ð建筑内的低频声波
噪声是现代生活的一部 分，在 正 式 标准中通 过 声压级

来测量高频噪声的敏感度、干扰水平以及对人体的危害。根

据挪威岩土工程研究院 (Norwegian Geotechnical Institute，

NGI) Finn Løvholt 的说法，人们目前尚未深入研究建筑在次

声波影响下产生的振动。因此，多年来，作为一家国际性的地

球科学研究及咨询中心，NGI 一直在为挪威国防资产管理局 

(Norwegian Defence Estate Agency) 进行各种调查项目。

“与高频的声音相比，低频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时被吸收

的更少，因此传得更远。从建筑物外传到建筑内的声音数量

要更多。我们希望了解在听力阈值内将发生什么。”Løvholt

解释说，“我们希望了解来自外部声源的声音如何与建筑发生

相互作用，并产生能被人体捕捉到的振动。之后我们将能提

出各种对策来阻止振动，也许还能为这些‘恼人’的因素给

出一些标准的指标。” 

ð模拟声波的传播
Løvholt 和他的同事决定开发一个计算模型，找出低频声

波撞击及穿透建筑的原理。他们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软

件模拟了一个木制结构，内部的两个房间由墙壁隔开（见图 1 

上），模型精确复制了实验室内的实验装置。他们在模型中的

一个房间内安装了扬声器，在另一个房间安装了麦克风，并在

挪威岩土工程研究院

我们之前从未得到与实际

测试如此高度的契合，这

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能够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模拟不同的结构单元。 

– FINN LØVHOLT, NGI            

译者注: 原标题为 Shake, Rattle, and Roll, 源自美国堪萨斯州的一支爵士乐队的原创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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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周围安装了各种探头，以便监控声压级和振动。他们模拟

了屋子的每个组件，包括钢架、墙内的气腔和立柱、窗户、胶合

板以及石膏板。“每个部分的共振都依赖于声波的波长和压力

分布。例如，扬声器房间的压力较高，麦克风房间的压力较低，

墙体的共振与它的长度、厚度和刚度有关。”Løvholt 解释说。

团队还必须考虑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时产生的复合共

振，比如拧在一起的两块木料。“COMSOL Multiphysics 的

优势在于我们能够输入需要监控的所有参数，而它支持耦合

多个物理场这一特点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能查看例如空气

域内外声音与室内结构动力学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双向耦

合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找出反馈。在我们的分析中，耦合非

常重要，因为声波会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产生多种共振。模

型帮助我们真正实现了此类分析。”

NGI 的团队随后在实验室中对穿过木屋（含两个房间）的

低频声音进行了测试，用来验证仿真结果。Løvholt 解释说，

图 1. 上：在模拟实验室内被墙隔开的两个房间中的声压。在左侧房
间中安装一个扬声器；仿真显示每个房间内的声共振都将影响声绝
缘。下：模拟来自建筑外部、周围及内部的低频声音。二者都通过用
颜色来区分室内及墙体空腔中的声压变化。 

图 2. 模型精确计算了共振位置以及声压级（精度在几分贝内）。随着频率
增加，将激励越来越小结构中的更多模式，导致测量值与模拟结果之间差
异的扩大。

他们的主要测量参数是墙体的运动和声压级。所得结果与

COMSOL Multiphysics 模型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见图 2）。“真

实墙壁的响应非常清晰，而模型几乎完美地复现了真实的响

应，这也是令人感到惊叹的地方。”

模拟结果显示，声音在建筑内的传播会受低频声波与以

下因素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建筑组件的基本模态、房间尺

寸、空气在建筑围护结构中泄露的方式等。天花板和墙壁的

振动似乎是室内低频声音的主要来源，而地板的振动则是由

室内声压驱动的。

ð比物理测试更快捷、更经济
“这个工具使我们能够预测低频声音和振动。”Lø vholt 

说，“我们可以用它设计及测试各种应对措施，例如使用多层

窗户、加硬墙壁等，因为，如果墙壁或窗户的移动变小了，传播

的声音也会减弱。此外，模型还向我们说明了小细节对系统的

影响；例如，立柱与石膏板间的螺纹连接会如何减弱某个应对

措施的效果，因为它们其实会降低结构的整体刚度。”

下一步，团队计划对挪威境内一座正受飞机噪声困扰的

真实房屋进行全尺度现场测试。同时，团队将继续使用并进一

步开发该模型。“我们之前从未得到与实际测试如此高度的契

合，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能够在 COMSOL Multiphysics 中模拟

不同的结构单元。”Løvholt 总结道，“我们可以依据模型做出

决策，并能据此采取应对措施。与物理测试相比，它的成本更

低，耗时更短。之后，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模型，用于模拟整栋

建筑中的声传播与振动。”（见图 1，下）。v

建筑物理 | 振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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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更新就像突然造访的老朋友，在通知到访前不会给

你留下足够的时间准备。感到兴奋的同时，还是难免

会陷入一阵慌乱。你希望一切顺利，软件升级后能向前兼容

你当前正在运行的版本，并能满足全部软件质量保证 (SQA) 

要求。当软件被用于一个受高度管制的环境中时，例如美国

能源部 (Department of Energy，DOE) 运维的一个核研究反应

堆，这一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

ð SQA 程序为安全保驾护航
处理核能时有许多为避免发生失效而设置的安全防护措

施，其中包括应用于反应堆设施中所有与核安全相关零件的 

SQA 规定。

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ORNL) ，James D. Freels 和一个团队正专心研究并开发如何

将高通量同位素反应堆 (High Flux Isotope Reactor，HFIR) 的

燃料从高浓缩铀 (HEU) 转换为低浓缩铀 (LEU) （见图 1）。为

了响应全球减少威胁倡议，世界上大部分的核研究反应器都

已经完成了这个转换过程。在 HFIR 中 LEU 转换的一个主要

设计目标是为美国的凝聚态物质研究提供最高通量的中子反

应源，以便继续维持其在世界中子源市场的竞争力。特殊的

燃料和堆芯设计，以及高功率密度的 H FIR ，使得燃料转换

成为一个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任务。ORNL 的研究人员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来探索燃料转化对 HFIR 性能及中

子散射活动的影响。

DOE 规定必须严格遵守 SQA 标准。为此，ORNL 按照核安

全相关条例开发并执行了相关程序。Jim 和 ORNL 团队需要

验证他们所用的全部软件，包括从软件的初次安装到最后一

次升级，是否能按照代码开发人员的预期运行。

通过定制 App                                           
实现核安全 SQA 程序自动化
与核安全相关的程序都应非常严谨，即使很小的设计错误也可能会快速导致不希望发生的失败。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通过 COMSOL 定制了一款仿真 App，用来自动运行软件质量保证 
(Software quality assurance，SQA) 验证流程，并能在 24 小时内得到反馈结果。 

作者 NATALIA SWITALA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美国田纳西州

图 1. 正进行卸燃料操作的 HFIR 反应器堆芯。

ð 汇报要求，安全第一！
设置 SQA 步骤是为了保证分析软件能实现预期结果。  

“验证本地安装的软件能否按开发人员的预期执行，这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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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耗时，但却是核安全相关规范中必须的一步。”ORNL 的

高级研究员 Jim 解释道。ORNL 将他们的 SQA 工作分为两

类：验证与确认 (V&V)。

符合确认要求可能是最难达到的，因为理想情况是能对

实验、测试或操作数据进行直接比较，以便评估代码的准确

度。对某些代码而言，特别是像 COMSOL Multiphysics 这种

最近才用于核行业的软件代码，最好的验证方法（同时也

是 ORNL 打算针对 COMSOL Multiphysics 所采用的方法）

就是生成一份独立的验证报告，用于说明许多与他们研究直

接相关的仿真结果的有效性；或者，可以将确认工作作为正

式核安全相关计算程序中的一环，由单独的程序负责控制及

管理。

虽然符合验证要求比较简单，但如果没有合适的软件工

具，验证过程也可能非常耗时。DOE 要求团队提供一份报告。

报告中需要包含一组从 COMSOL® 软件中选定的应用模型，并

对比这些模型在 ORNL 的运行结果与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 App 库中自带配套文档中的结果。由于可能会选择多个

应用模型，而且还要记录报告中输出的每个变量，所以需要大

量的资源来完成验证。

Jim 表示“按照汇报要求，我们曾经需要花费一到三

个月的时间来验证 COMSOL 的一个新版本，需要手动与 

COMSOL 提供的文档资料比对多个仿真结果。”

ð 简化 SQA 流程
随着 COMSOL 中新增 App 开发器以及 Michael (Mike) 

W. Crowell 作为核安全与实验分析员加入 ORNL 团队，所有

图 2. 模型测试器 App 将运行一系列模型并对比模型结果与产品文档中的值，比如温度和电势。用户将在测试完成后自动收到一份报告。图注：Test selection 
shortcuts–测试选择快捷键；Compute selected–计算选定项；Create test reports–创建测试报告；Help–帮助；Test selection–测试选择；Model selection–模
型选择；Test Status–测试状态；Inputs and status–输入和状态；Output graphs, tables and compute times–输出图像、表格及计算时间

软件质量保证 | 定制 App

MATLAB 是 The MathWorks, Inc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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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他们看到了自动完成 SQA 程序的可

能性。仿真专业人员可以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进行

基于物理场的分析，然后借助 App 开发器为模型定制用户

界面。这就意味着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访问 COMSOL 模

型，无需专业的 COMSOL 编码经验，也不需要向专业人员

寻求帮助。除了能够轻松开发定制界面之外，仿真专业人员

还可以利用由 Java® 代码编写的方法来拓展模型，执行定

制命令，并与以前程序进行链接。而这正是 ORNL 团队的迫

切需要的。

在验证步骤方面，研究人员需要演示软件已经正确安装

在特定的计算机上，而且能按照 COMSOL Multiphysics 开发

人员的预期运行并得到结果。Mike 在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希望能帮助团队测试能否在使用不同操作系统和数学库的计

算机上得到相同的仿真结果。“由于机器架构和库的差别，

再加上机器精度的限制，我们并不要求软件内的结果与本地

结果能够吻合到小数点后的最后一位，但希望结果能足够接

近。”Mike 解释说。差异的产生有许多原因，例如，求解

器与网格算法在本地的创建与编译方式等都可能造成偏差，

而这些偏差都将影响最终结果。

在 COMSOL 开发的“模型测试器”（App 开发器）正式

发布前，Mike 使用 MATLAB® 定制了一款软件程序来完成自

动验证流程，实现的方式类似于首先选择 COMSOL® 软件的 

App 库中自带的一小组模型并在本地运行，然后提取并对比结

果。他们在 COMSOL 用户年会 2015 波士顿站发表的论文就

记录了这款程序的开发过程。Mike 开发的 MATLAB® 软件程

序将对比模型内及 COMSOL 配套文档中的结果与在本地获

得的结果，然后报告二者的差异，突出显示所有出界情况。借

助 Mike 的新方法，ORNL 将验证所需的时间从数月减少至

几天。

Jim 非常希望能与 COMSOL 和 DOE 项目中的其他设

备供应商分享 Mike 的成果，这也促成了他与 COMSOL 公

司首席技术官 Ed Fontes 的一次交流。Jim 希望 COMSOL 能

开发一款 App 并加入 App 库，这样所有用户都能轻松验                          

证 COMSOL Multiphysics 的安装。Ed 解释说，他们在开发

COMSOL Multiphysics 时都会进行类似的验证测试，每晚会

“自动报告不仅帮我们节省了大量
时间，还提升了精度与可靠性。”  

— JIM FREELS, ORNL 高级研究人员

上：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高通量同位素反应堆。下：ORNL 研究反应堆
部门的核心 COMSOL 团队，从左到右：Christopher J. Hurt、Franklin G. 
Curtis、Prashant K. Jain、Michael W. Crowell、James D. Freels 和 Emilian 
L. Popov。

定制 App | 软件质量保证

Oracle 和 Java 是 Oracle 和/或 其分公司的注册商标。

测试数百个模型。他很乐意启动该项目，并表示“App 将允许

用户运行一系列模型，对比例如温度和电势等物理量的运行

结果与产品文档（及 App 库）中的值，用户还将在测试完成后

自动收到一份报告”。（见图 2）。

ð 自动报告解放生产力
用户可以根据 COMSOL Multiphysics 许可证运行 App 库

中的模型，灵活选择他们希望加入安装测试的模型。仿真

开始后，测试 App 将告诉用户哪些模型通过了测试，哪些

未能通过，包括发生失效时的值，并会自动向用户提供一份

报告。“通过/失败”的标准有缺省设定，但用户可以根据

需求进行更改。用户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模型来拓展测试，并

为数值解输入自己的参考值。

“用户可以使用 App 与上次的安装结果对比，清楚了解最

新安装中产品的各项升级带来的潜在影响。”Ed 说，“例如，

如果 COMSOL 更改了网格算法或湍流模型，您将能查看更新

对您自己的模型及 COMSOL App 库中的模型结果的影响。”

在对测试 App 的初级版本进行测试后，Mike 说：“我们能

够在 24 小时内完成所有验证步骤。”

Jim 补充道：“自动报告不仅帮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还提

升了精度与可靠性。这使我们能将更多精力放在 HFIR 的燃料

从高性能 HEU 到 LEU 的转换上。”v



太阳内部时时刻刻在发生核聚变，

在氢原子核发生聚变形成更大的氦原子

的过程中释放出大量辐射能，并伴随着

质量的损耗。尽管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平

均距离约为 9300 万英里（约合 1.50 亿

公里），我们还是能在地球上以太阳光

的形式观察到这种能量。

50 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

研究将氢聚变作为一种清洁、安全、取

之不竭的能源的可行性。在麻省理工学

院 (MIT) ，通过极高磁场的方法来实现

聚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MIT 的等

离子体科学与聚变中心 (Plasma Science 

and Fusion Center，PSFC) 研究人员正在

结合实验、前沿理论和数值仿真来确认

及理解相关科学原理和技术，希望能加

速聚变能的开发。

高级偏滤器实验 (ADX) 是一种核聚

变实验，更具体地说，它是由 PSFC 的研

究人员提出的一种托卡马克实验，用于

短周期等离子体放电提供聚变反应堆的

热通量、密度和温度（见图 1）。

托卡马克装置内的温度将超过 1.5 

亿摄氏度，会造成电子从原子核脱离，

从而使气态氢燃料形成全电离的超高温

等离子体。堆芯等离子体维持在一个环

形或甜甜圈形状的真空容器中，保持高

压，以便生成带有较高碰撞率的稠密等

离子体。外部磁场对等离子体的限制和

控制，类似于强引力场对太阳内核的影

响，因此会产生核聚变。

“高温超导体领域最新的一些进展

使我们能设计出一个可以在更高磁场下

工作的托卡马克装置，将等离子的性能

提升到反应堆级。”PSFC 的机械工程

师 Jeffrey Doody 解释说，“研究重点随

即从改进等离子体的性能转为托卡马克

装置内的支持系统。”

Doody 和他的同事正在借助数值仿

真设计 ADX 的结构，希望能维持反应

堆 级的热通量和磁场，以便将它打造

为功率排气系统和等离子体-材料相互

作用的试验台，来支持下一阶段聚变设

备的开发。

ð对抗等离子体破坏
ADX 真空容器的设计提案非常具

有创新性，它没有采用之前的单个柱体

设计，而是由五个呈轴对称的单独壳体

构成，如图 2 所示。这种模组设计能选

出合适的电磁线圈，用于测试不同的偏

滤器配置，其中，功率排气系统中的偏

滤器组件用于从托卡马克装置中移除聚

变灰烬。当离子逃离等离子体控制磁场

的限制后，偏滤器将对其进行收集并将

它们导出容器。

模组容器不仅要承受发生核聚变时

所需的高热通量和磁场，还要能承受等

离子体破裂，这是等离子体发生塌缩时

真空容器壳体内的另一个应力源。

“为了评估 ADX 容器的设计，我们                        

在 COMSOL Mul t iphys ics® 中执行了

一个数值仿真，用于预测磁场、涡电

人造恒星: 高性能核聚变发电机的         
结构完整性评估
偏滤器是一种小型核聚变设备，能将全尺寸反应堆的功率压缩到研发试验台中。MIT 等离子体
科学与核聚变中心的研究人员使用数值仿真来计算并优化高级偏滤器实验的设计提案。

作者 JENNIFER SEGUI

图 1. MIT PSFC 的 ADX 托卡马克设计提案示
意图。图注：Toroidal Field Coils–环向场线
圈；Cover Plate–盖板；Poloidal Field Coils–极
向场线圈；Plasma–等离子体；Vacuum Vessel–
真空容器；Dome–圆形凸面；Inner Launch RF 
Antennas–内部视频发射天线

麻省理工学院 (MIT)，美国马萨诸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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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上方为 ADX 结构模型的几何结构，紫色边界为结构的固定位置。应力和位移的仿真结果
说明需要对设计进行加固。当在 ADX 设计中增加支撑块后，下方的模型几何结构显示了对应
的新增固定边界。

流以及由等离子体破裂产生的洛伦兹

力。”Doody 解释说，“然后将计算得到

的载荷施加在容器的单个结构模型中，

以便预测应力和位移。”图 3 为 ADX 循

环 对 称 磁 场 模 型的几何结 构，包 括容

器、等离子体和极向电磁线圈，负责将等

离子体保持在平衡位置上。

等离子体会携带 150 万安培的电流

向上漂移，在 10 毫秒后停止移动，并

在 1 毫秒内损失所有电流，这是垂直

移动现象 (VDE) 中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

等离子体破裂情况。破裂的等离子体周

围磁场的迅速变化会在真空容器的壳体

内产生电涡流。当电涡流通过托卡马克

中用于限制等离子体的极向磁场和更强

的环向磁场时，会在容器上产生洛伦兹

力。

在 VDE 中，因为电涡流与容器壁

非常近，所以电涡流的幅值较大，因

此，VDE 就是 ADX 计算模型的测试用

例选择。图 3 展示了从数值模型中计

算得到的电涡流分布。他们开发了第

二个模型来确定由托卡马克中的环向磁

场产生的洛伦兹力，而在第一个 ADX 

模型中只加入了极向磁场。

ð 增强 ADX 真空容器
等离子体破裂会产生较强的洛伦兹

力，并将作用在 ADX 壁上，对应于 VDE

中真空容器的上腔体和下腔体。如图 4 

所示，在 ADX 容器的结构模型中，上

下边界均连接在容器盖上，并且不会

在仿真中发生位移。在相关边界上施

加载荷，对应于作用在容器上的洛伦兹

力。该测试案例确定了 150 万安培电

流、6.5 特斯拉环向磁场强度下的托卡

马克中的洛伦兹力。

图 2. ADX 真空腔的设计很独特，由五个焊接在一起的单独壳体组成。

图 3. 模型的几何结构（左），用于确定 ADX 真
空腔壁中的涡电流（右）。图注：Vacuum–真
空；Air–空气；Plasma–等离子体；Vessel–容
器；Poloidal Field Coils–极向场线圈

真空容器设计 | 磁聚变能 



Jeffrey Doody 是 MIT 等离子体科学与核聚变中
心的机械工程师。照片摄于 COMSOL 用户年会 
2015 波士顿站，Doody 的仿真作品获得了当年
的最佳论文奖。

模组容器零件由铬镍铁合金 625 制

成，这是一种强韧的镍基合金，对电

流有较强的抵抗性，因此能尽量减少

电涡流。材料的屈服应力是 460 MPa，

而 ADX 的设计标准规定容器壁经受的

应力不应超过 306 MPa，即屈服应力值

的 2/3。

数值仿真结果显示，如果不更改设

计，由 VDE 产生的洛伦兹力将在容器

中造成接近材料屈服值的较大应力，

并会使结构发生 1 cm 的挠曲。为了加固

真空容器，设计中增加了一个支撑块用

于固定容器的另一个边壁，如图 4 下行

所示。从安装支撑块后的仿真结果中可

以看到，容器壁的应力和位移出现了明

显的下降，说明加固后的真空容器能够

承受等离子体的破坏，并支持 ADX 的

运行。

ð 核聚变的下一阶段及未来
计划

以模拟仿真为导向的设计方法将保

证 ADX 在 PSFC 的安全与成功运行。

最终，它将发展成为最新型的聚变设

备，并能为测试聚变反应堆中需要的偏

滤器概念提供一个优秀的研发平台。v

COMSOL 视频中心：             
交互式的学习工具
作者 ANDREW GRIESMER

教程视频介绍了 COMSOL 软件的使用，从建立几何模型，到结果后处理，以及其中涉及的所有步骤。视频内容涵盖从具体特征介绍到高
级使用技巧。不论是初级用户，还是资深的仿真专业人员，您都能在视频中心找到适合您的内容。每个视频的制作都借鉴了来自 COMSOL 技术
支持团队的专业意见。

目前 COMSOL 视频中心收录了 200 多个视频，每周还在持续发布
新的视频。希望这些视频能更好地为 COMSOL Multiphysics® 软
件及  COMSOL Server™ 产品的用户提供支持，帮您更加有效的利
用数值仿真带来的优势。

希望了解如何模拟特定物理现象吗？模型展示视频将向您演示模拟各
种现象的完整步骤，例如电磁、结构力学、非等温流、声学、化学反应、MEMS、
微流体等。视频将能帮您直观了解如何在 COMSOLMultiphysics® 中
开发模型，如何将模型转化为带有友好用户界面的支持其他用户通过                
COMSOL Server 访问的定制 App。

聆听各行业工程师及科学家的演讲，了解他们在各自领域对数值仿真的
灵活应用。每一年，在全球各地举办的各项活动中，COMSOL 用户都会积极
展示他们的最佳实践与创新设计。现在，您只需在计算机前就可以轻松观看
这些演讲与展示。

访问视频中心页面 cn.comsol.com/videos，观看丰富的视频资源。

教程系列

模型展示

主题演讲

COMSOL 在线视频

磁聚变能 | 真空容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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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汽车设计，还是消费类电子

产品，纵观当今各行各业，你会

发现有一条主线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

那就是对更具创新性技术的需求。各

种最新、最伟大的技术，不断被拥有先

进特性与功能的更复杂更精密的设备所

超越。

数值仿真工具是快速开发出更精密

设备的可靠解决方案，工程师无需再对

每次设计修改进行原型机测试，就可以

交付出具有真实世界精确度的产品。然

而有些组织中没有专职仿真专业人员来

协助你开发及修改模型，这也正是仿真

App 能够填补的空白。这些定制用户界

面针对基于物理场系统的数值仿真而开

发，最终用户可借此运行由仿真专业人

员构建的多物理场分析。

Edward Furlani 目前是纽约州立大

学布法罗分校 (UB) 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的教授，同时任职于化学与生物工

程系和电子工程系，拥有超过 30 年的

工业建模经验。Furlani 发现了一个将

数值仿真向更多组织推广的机会。他

的方法是：组织一个大学团队来共同

开发数学模型，用于分析及设计各种

工业用途的材料及设备。现在，借助由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开发的定

制仿真 App，该团队将有可能把他们的

专业知识推向更多的行业。

ð为多个行业带来专业建模
知识

对 Furlani 而言，多物理场建模已

经是他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伊

士曼柯达 (Eastman Kodak) 公司的研究

科学家，他会通过各种模拟工作来支

持工业产品所用材料及设备的开发，比

如喷墨系统及各种数字成像技术。从

光子学和微流体、到应用磁学和微系统

技术，Furlani 还针对各类工业需求开

发了一系列模型。此外，作为 UB 的一

名教授，他还将多物理场软件引入到课

程教学中，借助计算工具实现交互式教

学。他希望能进一步帮助学生学习并锻

炼他们的工程技能。

Furlani 在 UB 的团队重点研究高

度交叉的学科，这也反映了工业与学术

研 究的 方向。他的 研 究 生们负责为从

纳米到宏观尺度的各类产品的开发制

作多物理场计算模型。团队开发了多个 

COMSOL® 软件模型，希望能推动各行业

的持续创新与增长。

在 能 量存 储 领 域，电化 学 设备正

变 得 越 来 越 普 遍，例 如，双电 层 电 容 

(EDLC)。相比传统电容，这些电化学

设备因为具备更高的容量而更受人们青

睐，并能满足需要多个快速充/放电循

环操作的全新环境。当向电容施加电压

后，离子分离并聚集到与充电电极相反

方向的极板表面。通过与 UB 的 Gang 

Wu 教授合作开发模型，Furlani 团队

能够预测器件内的离子输运、平衡电荷

的累积和器件的电容，同时，他们希望

能通过模型更好地理解器件行为并优化

设计 （见图 1）。

膜技术是当今工业界另一个流行的

课题，可以用于从海水淡化到去除天然

气中的 CO
2 

等应用。设计出一款高选择

性的薄复合膜 (thin-film composite，TFC) 

是进一步扩展膜系统应用的关键，有助

于实现成本及总面积的最小化。UB 团

队通过 3D 模型的开发来查看层厚、选

择性及孔隙率对膜性能的影响。模型不

仅能帮助使用者更深入地理解这种节能

定制仿真 App 促进产业创新
定制仿真 App 应用程序使布法罗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得以在多个行业内分享他们的仿真专长。通过
这些 App，最终用户无需理解底层计算模型，也不需要掌握与模型开发相关的专业知识，就可以执
行他们所需的分析。

作者 BRIDGET CUNNINGHAM

图 1.  EDLC 的几何结构，绘图说明了经预测
得到的电容。图注：Porous Electrodes–多孔电
极；Electrolyte–电解质

布法罗大学，美国纽约州



系统的优化，还将为它开发出更多的新

用途。模型结果得到了另一位 UB 教授 

Haiqing Lin 的实验验证。

Furlani 正着手将上述模型和其他

复杂模型转化为方便易用的仿真 App，

如图 2 所示。借助 COMSOL Multiphysics 

的 App 开发器，Furlani 和他的学生们

为每个模型都开发了一个简化界面，并

且针对不同公司的具体需求进行了定

制，使更大规模的用户能够自行运行仿

真测试。“借助定制 App，即使您尚未

掌握开发底层模型所需的专业技能，也

能调用 COMSOL Multiphysics 的全部功

能。”Furlani 说，“用户可以研究一些很

难测量的细节部分，省去了昂贵且耗时

的工程试错，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产品开

发周期。” 

为了进一步借助数学建模来推动经

济的发展，团队还在大学计算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mputational Research，CCR) 

的计算集群中运行了 COMSOL Server™ 

产品。该计算集群是一个支持科学计

算、软件工程及并行计算的超级计算

设施。此集群的配置为 App 的运行打

造了一个高性能、高吞吐量的计算环

境。最终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或网络浏

览器连接至 COMSOL Server 来运行仿

真 App。幕后的仿真专业人员也能通过

COMSOL Server 方便地管理及部署他们

的 App，并进行即时更新。

ð定制仿真 App 带来的商机
团 队 还 在 帮 助 初 创 企 业 运 行 仿

真。 Vader Systems 是 Zachary 和 Scott 

Vade r 在 纽约布法罗成 立的一家 初创

公司，主 要 从 事 创 新 型 液 态 金 属 射 流

打印 (liquid metal jet printing，LMJP) 

工 艺 的 开 发 。 该 项 设 计 模 拟 了 喷 墨

打 印 技 术 ， 主 要 基 于 磁 流 体 动 力 学 

(magnetohydrodynamics，MHD)，将固

态金属液化作为原料，并通过脉冲电

磁场喷射出熔融的金属液滴。这项技

术使打印非常复杂的三维金属对象成

为可能。为了实现 LMJP 打印机的商

业化，Furlani 的团队开发了 COMSOL 

App，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打印过程并提

图 3. 对移动车辆中感应线圈耦合的仿真。该分析研究了移动轮胎内钢带对线圈电感的影响（a）；经过感
应线圈上方的轮胎中的磁场分布（b）；车辆轮轴的运动（c）；用于模拟轮轴检测的三维计算域（d）。图
注：Inductance vs. Wheel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Coil–车轮对线圈的位置引起的电感变化；Steel belts–
钢带；Aluminum Rim–铝圈

图 2. EDLC 分析 App 界面的局部截图。

技术创业 | 定制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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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打印机性能。

另一个重要项目是与 Xerox 公司科

学家的合作。该项目由 Xerox 公司的 

Peter Paul 博士负责，旨在促进车辆运

输项目中所用新型感应线圈式检测系统

的开发。遥感技术除了能用于监测及交

通控制管理之外，还将促进新型交通数

据收集技术的出现。

要实现最优的系统性能，需要理解

路面中所嵌的感应线圈与车辆中黑色

金属零件（例如轮及轮轴）之间的电磁

耦合。Furlani 的团队在项目中使用了 

COMSOL Multiphysics 进行仿真研究，

希望查看线圈电感随铝轮毂和含钢带的

轮胎位置及运动的变化。

从这些项目和其他一些项目的工作

中，他们很快发现应该让更多人参与到

项目的设计中来。团队在建好底层物理

场模型后，希望能构建一个交互式工具

来服务更多人，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答

案已经出来了，同样的解决方案就是开

发定制的仿真 App。

“借助仿真 App，你可以轻松定制

用户界面并加入不同公司需要的各种参

数，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Furlani

说道。

定制 App 能轻松地在组织间及组

织内进行交流，进一步突显了 COMSOL

软件在定制化及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安

装 COMSOL Ser ver 后，用户可以连接 

COMSOL Server 来访问 App，因此无需

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通过向组

织内的更多人推广仿真的力量，用户可以

更高效地修改设计，同时确保结果的准

确性。Vader Systems 和 Xerox（App 见图 

4）已经感受到使用 App 所能带来的多

项优势，例如建立一个更具合作性且更

高效的产品研发流程。

ð从学生到企业家

仿真工具还能以一种共同参与的方

式帮助学生提升他们的工程技能。由

于仿真 App 可以用来隐藏复杂的底层

模型，所以它能有效引导新接触仿真或

COMSOL 软件的学生。当他们熟悉各

种特征与功能后，就可以进行深入研

究，学习各种新工具的使用。 

除了用 于 软 件 的 介 绍 外，学 生们

还 能 尝 试 使 用 仿真 A p p 开发 商 业 应

用。Furlani 注意到，App 的设计并非能

毕其功于一役。“还需要进行维护，”他

说，“重要的是你要随时准备在客户需

要时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

从这个角度来看，仿真 App 开发

的能力与技巧也能帮助学生们锻炼商业

技能，让他们学到如何及时回应客户

的问题与要求。除了开发自己仿真 App

外，学生们还在积极适应以仿真为主导

的新型设计浪潮，这将为创业者们打开

一扇新的大门，为他们带来更大的自由

及灵活度。v

图 5. Frulani 的团队成员（从左到右）：Dante Iozzo、Mike Tong、Xiaozheng Xue、Aditi 
Verma、Edward P. Furlani、Ioannis Karampelas、Viktor Sukhotskiy、Gouray Garg 和 Kai 
Liu。

图 4. Xerox 基于感应线圈式检测器的底层模型
开发的 App 界面。“借助仿真 App，你可

以轻松定制用户界面

并加入不同公司需要

的各种参数，这是一个

非常有用的功能。”

 —EDWARD FURLANI, 纽约州立

大学布法罗分校工程学院教授

定制 App | 技术创业



人类创造的事物总是有其发展的空间。没有什么地方

比所谓的“建筑环境”更真实了，我们正是在这样

的人造物理环境中生活、工作和玩耍。

建筑环境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从都市圈到单个建筑、

公园、道路，再到我们经常要打交道的各种基础设施，都属

于建筑环境。虽然这些建筑看起来似乎巍然不动，但它们其

实会持续受到多个物理过程的影响，例如在不同尺度下发生

的传热、空气流动和湿气输运等过程（见图 1）。

如果能精确模拟与仿真这些过程，将会给许多重要领域

带来极大改进，例如能效、健康

与安全、运作成本与耐用年限，

这其中特别涉及到对历史建筑

的保护。

Jos van Schijndel 目前正致

力于该领域的研究，他是荷兰咨

询公司 CompuToolAble 的创始

人，同时也是荷兰埃因霍温理工

大学的助理教授，他的专业领域

是对建筑物理的数学建模。

“我在项目中收获了很多快乐与动力，因为项目中不仅包

含了最前沿的研究，还有很明显的社会效应，并且能够激励我

的学生。”van Schijndel 说道，“我成立 CompuToolAble 公司的

目的，是希望能结合我们在前沿数学理论及计算工具方面的专

业知识，以及在复杂数值实验方面的执行能力，为客户带来创

新的设计，并不断优化设计的性能。 

作为一名咨询顾问兼教授，van Schijndel 经常要想办法

与身边的人 交流一些复杂的想法。而这些人中时常会有非

仿真专业的客户或正在学习建 模与仿真的学生。作为一名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的用户，他利用 App 开发器为他的

COMSOL® 软件模型开发了直观的用户界面。这使身为仿真专

业人员的他能更有效地与其他机构和部门的

客户与同事进行合作。

ð仿真 App 促进了数值仿真的使用
van Schijndel 为 COMSOL 模型开发

了定制用户界面 ( App)，客户可基于这个

界面进行数值仿真分析与测试。对那些之

前从未使用过仿真软件或由于没有相关技

术背景而无法独立开发模型的最终用户而

言，这些 App 使他们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更

改设计，并进行虚拟测试。

在大学里，他可以继续使用这款软件来向学生们介绍多

物理场仿真及 App 设计。COMSOL 仿真 App 为学生们提供

多物理场分析帮助保存历史遗迹
为了改善建筑环境、拯救历史建筑及文物，学生们与咨询公司正积极展开合作。在这一过程
中，仿真 App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作者 GARY DAGASTINE

图 1. 从左到右分别显示了建筑环境的各种长度尺度，从广袤的陆地区域，一直到窗户中使用的
材料。

COMSOL 仿真 App 为学生
们 提 供了一 个非常 好的 起
点，使他们能在自行开发模
型 之前先 对 数值 分析及物
理系统有初步的了解。

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与 COMPUTOOLABLE，荷兰

~Mm ~km ~m ~mm

PVGIS 太阳辐射地图：©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1-2007 CN.COMSOL.COM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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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使他们能在自行开发模型之前先对数

值分析及物理系统有初步的了解。当他们足够熟悉相关概念

和模拟技巧后，就能通过 App 开发器制作自己的仿真 App，

从而进一步扩展知识并提高整体分析能力。

“对我而言，App 开发器在两个方面特别重要。”van 

Schijndel 说道，“在大学里，在学生们深入数学建模之前，

鼓励他们积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与独创性，这项工作一直都

很难做到。但现在，我可以轻松开发出参与型仿真 App，仅

在其中加入我希望学生研究的一些特征。只有在他们有机会

使用仿真 App，分析其中的物理场并理解更改各种参数所带

来的影响之后，我们才会引入更详细的分析。”

“在公司层面，”van Schijndel 继续说道，“常常有用

户需要借助数值仿真来分析和理解物理过程对他们产品的影

响，但他们缺乏足够的经验来开发模型或不愿意自己开发模

型。借助 App 开发器，我可以为高级数值模型开发一个专

业的用户界面，并只提供用户感兴趣的参数。这还能保证不

会引入其他错误，因为我们都是基于相同的参考点开始工作

的。”当对仿真 App 进行部署后，用户将能通过网络浏览器

或下载客户端连接 COMSOL Server™ 产品，访问并运行仿真 

App（见图 3 中 App 的截屏）。

ð多物理场分析帮助保存历史遗迹
在对历史建筑及内部文物进行保护时（见图 2），我们

必须严格观察传热、空气流动与湿气传递的综合作用，尽

量削弱其不良影响。温度与湿度的波动会增大历史建筑及文

物中的应力与应变，可能造成翘曲、破裂、尺寸变化和其他

形式的损害。如果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过程的动力学及产生原

因，将能更有效地采取保护措施。

Va n Schijndel 与他在古建筑物理学部门的同事 Hen k 

Schellen 助理教授合作，开发并指导了多个与历史建筑保护相

关的 COMSOL 模型。例如，他们的博士生 Zara Huijbregts 就

通过 COMSOL Multiphysics

中的传热模块模拟了从窗户

射入的阳光在一天中不同时

段对房间内地板与墙壁的加

热（见图 4）。

仿真中加入了穿过围护

结构的热传导、对流换热和

图 2. 左图为 Amerongen 城堡，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热和湿度驱动的应力与应变将给这类历史建筑带
来各种潜在威胁。除了建筑本身，城堡中收藏的各种珍贵物品，比如右侧的橱柜门，都会被破坏（来
源：Rijksmuseum Amsterdam）。

图 4. 在 COMSOL® 软件中对地板及房间墙壁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温度分
布执行的数值仿真。随着日光进入室内，来自太阳辐射的热也会从窗户传入。

图 3. App 用户可以了解各种设
计与工况，例如，不同的几何
参数与材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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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得到的室内空气，以及热辐射。模型加入了房间及建筑

立面的不同表面，还考虑了室外遮阳的冷却效果。

结果预测了每面墙在一天内各时段的温度，标出了能够

保护敏感物品免受日光及传热损害的最佳位置。“获取精确的

温度分布至关重要，例如，可以将绘画作品挂在受太阳加热

影响较少的位置。”van Schijindel 说道。

潮湿损伤是另一个会损害墙壁、建筑、屋顶及室内物

品的元凶。在较古老的建筑中，我们并非总能很明确地找

到湿气进入建筑或室内的位置，van Schi j indel 有时会将                           

COMSOL Multiphysics 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使用。

“我们的想法是在多物理场仿真中加入在不同位置测得

的相对湿度，通过运行仿真推测出湿气的进入位置。我们将

能从相对湿度较高的地方得出湿气的传质过程，然后将信息

耦合到传热仿真中，因为热会驱动湿气的分布。”他说。

Van Schijindel 针对在窗户附近存在明显泄露损伤的墙

面开发了湿气输运的 COMSOL 模型。他可以从模型中推测

出湿气的来源（见图 5）。他和他的学生们利用这种方法模

拟了各种材料的热桥，分析了密封位置对从建筑内部到外部

传热的影响；并理解湿气在各种建筑材料中的传播，比如混

凝土、石头，及隔热材料（见图 5）。

对诸如历史画作的珍贵物品而言，由于应力及应变主要

由温度和湿度驱动，所以需要能在一个模型中准确地耦合这

些因素，以便更好地预测各种潜在损坏。Van Schijindel 的

模型计算了墙壁和画作上的温度分布，以及湿度的相对变化

（见图 6）。

“在气候变化、城市化加速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

历史建筑的完整性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此同时，由于

对历史传承的保护将带来极高的社会效应，相关历史建筑的

保护规定也非常严格。在我们用于实现这些要求的工具中，

对 COMSOL 这样的高级建模与仿真工具的使用已经成为了

重要组成部分。”van Schijindel 说。 v

图 5.  湿气可能会损坏上方的画作（左），van Schijndel 开发了一个 COMSOL 模型来理解湿气的传递，其中精确耦合了通过墙壁的热与湿气的
传递（右）。

图 6.  在 COMSOL 中对悬挂画作的墙壁横截面的两个仿真结果图。左
图是墙壁和画作在给定时间点的温度分布，右图是相同时间点下墙壁
及画作中相对湿度的变化率。模型能够预测影响历史建筑与文物的应
变及应力，专家们将能根据这些信息选出适合的损坏缓解措施。

定制 App | 建筑物理学

从左到右：
Henk Schellen、Zara 
Huijbregts 和 Jos van 
Schijn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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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AE，意大利

仿真顾问正使用定制 App 来与客

户高效沟通他们的工作。不同

于提交静态报告，他们现在可以部署

包含复杂细节并未经删改的数学模型，

即兼具清晰度和易用性的 App，它使

客户能够独立运行仿真。在 BE CAE & 

Test，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这样的 App

来模拟表面贴装器件 (Surface-mount  

devide, SMD)。

ð仿真 App 增强工程交流
在仿真咨询行业，我们可以通过 

App 轻松地与客户进行交流与合作，这

是工程交流未来发展方向。借助定制 

App，客户可以通过友好的用户界面访

问完整的仿真模型。仿真 App 的应用

给仿真专业人士和客户带来了巨大的优

势。对客户而言，他们可以借助一个方

便易用的工具独立地对其自身系统进行

分析；数值仿真专业人员则可以将更多

时间花在仿真的细节上，而无需替客户

进行计算。

本文中的仿真 App 描述了 SMD 的

特征，用户可以通过 App 访问数值模

型，并能对一些参数与材料的选择进行

修改。

ð表面贴装器件的热特征
无论电子器件是 使用能量还是 对

能 量进行转化，正确的热管理 是 使 其

能在指定的温 度范围内持 续工作的保

障。SM D 就是这类电子系统的一个实

例，客户要求我们对此装置进行模拟。由

于需要考虑多类物理场及它们之间的耦

合，我们借助 COMSOL Multiphysics® 软

件进行了分析。

在我们的 SMD 模型中，我们主要关

注铜框架、无铅焊层和硅芯片部分（见

图 1）。

焊层和硅芯片使用的材料、焊层厚

度和耗散的热能都可能影响最高的结温

度和结壳热阻。我们在模型中分析了参

数更改对热分布的影响，而热分布最终

将影响 SMD 的正常运行。运行测试仿

使用定制 App 获取电子设备的
热特征
通过以定制仿真 App 的形式对高保真多物理场模型进行分发，BE CAE & Test 的工程师们能够
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并简化咨询流程。

作者 GIUSEPPE PETRONE

图 1. 上：SMD 的几何细节以及其中使用的材
料。下：框架、芯片、焊料、针脚及带状焊料。图
注：Pin (Cu)–针脚（铜）；Die (Si)–芯片（硅）； 
Frame (Cu)–框架（铜）；Solder (SAC 305)–焊
料 (SAC 305)；Metal (Al)–金属（铝）；Ribbon 
(Al)–带状焊料（铝）

图 2. 放大 SMD 区域，可以看到多物理场模
型中使用的边界条件。

图 3. 从左到右：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中的三维几何结构、网格及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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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App 时，热源为 15 W，框架的初始

温度设为 25°C，其余部分为热绝缘。 

借助 COMSOL Multiphysics，我们

可以轻松模拟器件中的传热，并能在同

一个环境中完成所有的模拟步骤。我们

可以快速建立几何结构、增加材料、使

用固体传热接口设定边界条件、剖分网

格、求解，并通过自定义的表达式对结

果进行后处理，比如结壳热阻。

ð基于数值模型开发定制仿真 
App

完成 COMSOL Multiphysics 模型后

（见图 2 和图 3），我们可以通过 App 

开发器工具将它封装在一个友好的用户

界面中。作为客户身边的物理专家，

我们需要结合客户的具体需求与数学模

型，以便确定 App 中哪些参数允许用

户访问并能在指定范围内更改的参数（

见图 4）。

App 的用户可以查看 SMD 的几何

结构，调整焊层厚度、剖分网格，启动

仿真，返回缺省设定，并生成报告。这

些功能可以通过 COMSOL 的 App 开发

器轻松实现。

当 A p p 用户启动 仿真后，图 形部

分将分别输出：SMD 的初始几何结构、

网格，最后是计算得到的温度分布。因

此，App 保留了模型交互与动态的本质。

当 App 用户修改参数时，所有可视化图

形都能够轻松地更新结果。

最终产品是一个清晰而又简单易用

的 App，它虽然集成了由仿真专业人员

定义的数学模型的准确性与预测能力，

但不会让用户感到困惑。文中介绍的 

App 支持用户查看最高结温与结壳热阻

随以下各项参数的变化：零件材料、焊

层厚度及耗散热能。App用户能在更改

参数后快速查看输出的结果，用于确定

之前的预测是否在合理范围内，并据此

做出合理的设计。

ð加强工程沟通
从我们开发仿真 App 的经验来看，

用户非常满意我们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

款可用于系统分析的交互工具。

以前，即使是在为客户提供了仿真

结果之后，还是要为他们对不同参数的

需求进行计算。现在，仿真专业人员能

够向客户部署定制 App，使客户能自行研

究所有的不确定之处。对仿真专业人员

和他们的客户而言，这也是最优的解决

方案。他们无需再为客户重复运行针对

不同参数的仿真，从而可以把更多时间

花在开发更高级的仿真模型和 App 上。

现在有了仿真 App，我们将能在收

到客户的参数化仿真需求后表示：“我们

将为你提供一个 COMSOL 定制 App，你

可以亲自查看你的产品。” v

图 4. 表面贴装器件的热模型 App，由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的 App 开发器制作。用户
可以更改类似焊层厚度、工作条件及材料等要素，以便分析不同 SMD 设计中的热行为。

关于特约作者
Giuseppe  Petrone 是 COMSOL 认证咨询公司 BE CAE & Test

的共同创始人兼负责人。他拥有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的机械工程硕
士学位，以及法国巴黎东区大学的能源与过程工程博士学位。成立 
BE CAE & Test 公司前，Petrone 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流体动
力学及传热分析的数值方法。从 2005 年开始，Petrone 一直都是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的忠实用户。

从模型

“ 在仿真咨询行业，我们可以通过 App 轻松地与客户进行交
流与合作：这是工程交流未来发展方向。”

到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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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我成立了 Numerical Design, Inc. 公司，公司成立

之后一直都是 COMSOL 的认证咨询机构。我们主要为多个技

术行业领域提供服务，包括微流体、电磁化工以及许多其他领

域。

在我们研究的众多微流体应用中，长度尺度的跨度从几十

纳米一直到几十微米，时间尺度则仅为几微秒。由于长度与时

间量级较小，很难通过测量仪器获取它们的实验性能特征。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借助 COMSOL Multiphysics 来模拟这类器

件，并通过数值设计来实现最优的性能。

我们现在可以开发那些很难构建仪器原型机的微流体器

件。此外，许多微流体设备的精密加工成本很高，每次都要花

费几万美元的费用，而且可能还需要六个月的时间。高昂的时

间及成本会使多次设计变得不现实。“借助 COMSOL，我们能

够快速模拟并分析多个设计，进行优化，之后再将设计进行

实际的硬件加工。”

目前市场上存在多款优化工具，然而，对于无法按照基

本原理进行设计的复杂结构，COMSOL 无疑是其中最理想

的多物理场拓扑优化工具。举个工业案例，我们最近对一个

包含 10 个参数的非线性多物理场问题进行参数优化。如果

要研究所有可能的参数组合，并假设对每个参数进行 10 个

步长的参数扫描，那将需要运行 1010 次仿真。假定每个非

线性扫描需要约 30 分钟求解，那将需要大约 570,000 年才

能完成。通过 COMSOL，我们在一天内就能完成对这个问

题的优化。最终得到的几何优化结果并非那么直观，基本不

可能在运行拓扑优化前预测到。

我会使用 COMSOL Multiphysics® 软件来解决我在学术界

及工业领域遇到的一些复杂的多学科问题。原因很简单：之前

需要定制数值算法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不论是高级的多物

理场应用还是优化分析，现在都可以轻松地通过 COMSOL® 软

件进行求解。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CSB) ，有好几门有关 COMSOL 的研究生及本

科生课程。例如，针对机械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和研究生，我

们开设了多物理场仿真介绍的课程。课程主要向大四学生们传

授使用 COMSOL 的一些基础知识，帮助他们设计及优化为期

一年的毕业设计。使用 COMSOL，学生能够在大四的秋季学期

对各种设计创意进行反复地建模运算，之后再开始搭建硬件。

这一流程不仅帮学生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能让他们

从中学到现代化的工业设计方法。

现在，我们还计划引入由 App 开发器制作的定制 App。 

App 很可能会被首先应用在本科生的实验课程中。学生们可

以通过预先开发的 App 模拟物理实验，并在进入实验室试验

之前获取预期结果。在分析阶段，学生将会比较仿真与实验结

果，从而深入理解物理现象以及实验误差和数值误差。

许多项目其实都会涉及多个学科，例如工程、化学、物理

和生物。COMSOL 的独特优势之一在于它能轻松地耦合多个

物理场来求解各种研究问题，或是解答一些之前可能需要花

费数年时间开发专用数值算法才能回答的科学问题。软件的灵

活性能帮助研究人员节省花在数值方法上的时间，从而将更

多时间花在对物理问题的研究上。

微流体领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会通过交流电热流

动来驱动多相化学反应。我们需要在这些模型中考虑静电场、

传热、流体流动及化学反应。为了进一步提升数值仿真的高保

真度，我们还在数学模型中加入了随温度变化的材料属性。模

型支持物理场间的全耦合，并能准确表述真实环境中发生的

相互作用。

Carl Mei n har t 博士是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 iver s it 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机械工程院系的
教授。他于 1994 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
士学位，并于 1996 年加入 UCSB，主要研
究微流体器件的开发和器件中的基本传输
机制。Meinhart 博士同时还是 Numerical 
Design, Inc. 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这是一
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
的 COMSOL 认证咨询机构。Meinhart 博
士还是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员。

COMSOL Multiphysics® 为学术界
与工业界带来创新
作者 CARL D. MEIN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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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

关于作者

“借助 COMSOL，我们能够快速模拟并分析多
个设计，进行优化，之后再将设计进行实际的硬
件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