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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对
  可持续性 
的影响

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统计， 

2018年美国制造了超过2.924亿吨城市固态废物。其中，只有9,400万吨（约

32.1%）被回收利用或用于堆肥，其余部分均送至垃圾填埋场。

尽管大量城市固态废物属于厨余垃圾，但垃圾填埋场仍充斥着被丢弃的消费

类产品和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报废后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如何不断提高回收率，是

全球制造商的重点关注领域。

当然，工程师也可以通过对材料的选择利用，来产生积极的环境影响。比

如，金属合金和塑料复合材料已证明，它们能够为飞机和汽车减重，从而提高其

燃油效率。可再生能源结合灵活的储能系统（尤其是电池技术），有望取代化石

燃料并消除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要使太阳能电网具备

可靠的性能，则需要积极优化能源采集和存储过程中所涉及

的材料。

毋庸置疑，材料和加工工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重

要组成部分。

Ansys Granta软件为 
智能决策提供了强大 
工具和丰富的材料选 
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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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环境：一个复杂的问题

Michael Ashby和David Cebon两位教授（他

们在1994年共同创立了Granta Design，这是一家

全球领先的材料信息技术提供商）认为，评估产品在整

个生命周期间的总体可持续性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

结合关于材料与制造流程的环境性能的综合数据。

2019年，Ansys产品系列集成了Granta的材料数据管

理和选材功能，从此产品研发人员可以更轻松地考察基本的环

境问题。

Ansys研究员兼剑桥大学机械工程学教授Cebon表示：“将Granta积累数十年的材料信息经验集成到Ansys

仿真产品组合后，工程师能够访问关于碳足迹和能源足迹、再循环能力、生物降解能力及其他相关特征的海量数

据。因为各种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各有不同，工程师需要从多方面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包括环境足迹、当前与未来的

环境法规，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应风险。这就需要结合关于材料、工艺、涂层、物质、立法、地缘政治因素等的高质

量、综合全面的数据。”

 

“可持续性与材料选择紧密相关，而这不能成为最后时刻才‘强加 

关注’的考虑因素。它必须从设计的早期阶段解决。产品研发人员应
该从最突出的单一问题入手，然后从那里开始解决。”

— David Cebon，Ansys研究员兼 
剑桥大学机械工程学教授

Cebon问道：“未来某些市场是否会禁止或可能逐步淘汰某种材料？开始采用替代材料时，对产品

性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因替代材料导致性能下降，例如燃油效率降低，从而造成更严重的负面

影响？虽然可以借助技术发现和解决大量这样的问题，但工程师通常需要开展严格的分析，才能做出

最佳设计决策。”

对此，剑桥大学工程设计中心的研究教授兼首席研究员Ashby表示赞同。

Ashby表示：“毫无疑问，这种权衡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政府法规等许多风险都是

随时间变化的，难以提前预测。此外，随着材料的分解，关于其长期影响的新认识会不断涌

现。这些方面是产品研发人员需要时刻了解的问题。”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可持续性

通过材料和工艺选择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并不局限于考虑环境影响。Ashby指出： 

“可持续性的定义是‘实体长期有效持续运营的能力’，而且‘长期’是关键词。”

Ashby和Cebon均认为，除了环境影响，可持续性还需要一个稳定的、可追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结合材料与加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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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并能产生积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材料供应链。工程师需要考虑包括社会影响在内的一系列 

因素。

Cebon说道：“例如，在过去，全球采矿业对员工、当地社会、具有历史或文化意义的土地带

来的影响，并没有获得正面的声誉。而这些社会影响需要被考虑，最好是能进行量化，这样材料工程

师才能将其与环境性能和工程特征结合进行考虑。”

Ashby强调，产品研发人员还必须能够支持较大型企业赢得经济成功。他指出：“企业破产是丧失可

持续性的最快方式。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获得了重大关注，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可持续发展还涉及经济方

面的考量。设计人员对利益相关方有信托义务，需要做出正确材料选择，支持积极财务结果。”

产品研发团队不仅需要考虑材料和产品成本，而且还需要考虑材料供应链的长期安全性和供应链中断的可

能性。尤其是在当今，一些国家将关键材料当作所谓“资源帝国主义”的重要地缘政治资产进行管理。Ashby和

Cebon再次指出，通常情况下，这都会涉及复杂的权衡。

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

鉴于以可持续的方式选择材料和工艺，需要结合

广泛而深入的分析，产品设计人员究竟应采取哪些应对 

措施？

Cebon和Ashby一致认为，每个产品研发团队都需

要有工具和严格的流程，来存储和应用与环境、社会、

社区和财务影响有关的材料数据。随着消费者对气候变

化和社会责任的意识增强，每家企业都必须确保对其材

料和工艺选择进行尽职调查，否则将面临品牌形象受损

和市场份额萎缩的风险。 

Cebon表示：“可持续性与材料选择紧密相关，不能

成为最后一刻才‘强加考虑’的因素。它必须从设计的早期阶段开始解决。产品研发人员应该从最突出的单一问题

入手，例如，减少喷气式飞机的燃料耗用，从该问题开始解决。之后，他们可能会关注如何回收飞机部件，或研究端

到端供应链影响，当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燃料耗用。首先考虑燃料耗用，然后再考虑其他可持续设计考量因素。”

针对核材料，已经有了广泛的可追溯性要求。Cebon和Ashby都希望看到这些要求被扩展运用到“关键”材料

中，也就是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但供应链不完全安全的材料。他们认为，应仔细跟踪和追溯这些材料，创建一个关于

材料来源、影响和特征的现成数据库。在此之前，则需要由设计人员来负责做出明智的选择。

Ashby总结道：“设计人员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尽可能多地收集和应用关于其材料选择的详细信

息。这不仅需要考虑结构特征、热特征和重量，也需要考虑多层次全球供应链、监管规定、社会和人类影响以及成

本。可持续性使我们不得不扩大视角，从各个方面思考材料的完整生命周期。”

产品设计人员和工程师，可以从本地Ansys仿真工具访问Ansys Granta MI。他们能够即时访问MaterialUniverse™ 

中的各种材料属性，以及隐含能源、二氧化碳足迹、再循环能力等。这种对特定组件材料数据的深入理解，同样有助

于在设计早期了解特定组件的使用对产品可持续性的影响，帮助工程师进行复杂的权衡，以选择正确的材料。  

垃圾填埋场充斥被丢弃的消费类产品和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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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阳光即可行驶的
车⸺Lightyear One

作者：《Ansys  Advantage》杂志编辑室

Lightyear工程师使用Ansys Mechanical、Ansys Fluent和Ansys HFSS，为5座型
Lightyear One太阳能汽车进行结构、空气动力学、电磁学和热设计。

位于荷兰海尔蒙德的一家汽车公司Lightyear利用太阳能电池制作车顶，以

便用户可以在日间驾车时为电池充电，这是对环保汽车概念的一次重大颠覆⸺

借助太阳就可以为电池充电，就像可以随车携带充电站。

作为Ansys初创公司计划的成员，Lightyear从零开始设计Lightyear One

车型，包括轻量化铝和碳纤维底盘、4个轮毂电机、动力总成和太阳能车顶，以

实现最大续航里程和最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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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year首席结构工程师Andrea Carpi指出： 

“环保意识较强的驾驶者们不强调时速能够几秒破

百，他们追求效率，用清洁能源提供最大续航里程，

而无需频繁停车充电。”

C a r p i和他的工程师同事通过使用A n s y s 

Mechanical、Ansys Fluent和Ansys HFSS为5座

型Lightyear One进行结构、空气动力学、电磁学和

热设计，让用户可以一次充电行驶725公里（450英

里）。从挡风玻璃顶部延伸到后备箱后部的太阳能电

池，可以让用户在阳光下的每小时行驶里程延长12公

里。Lightyear One也配备了能够插入普通民用插座

的插头。不过根据用户的驾驶习惯和所在地区的日照

量不同，也许很多用户并不需要频繁使用它。

从一开始就取得成功的设计

Lightyear团队现在是独立于埃因霍温大学的

实体，但它其实是从“埃因霍温太阳能小组(Solar 

Team Eindhoven)”发展而来的，该学生工程团队 

在2013年到2019年间，连续四次赢得“普利司通世

界太阳能车挑战赛(Bridgestone World Solar  

Challenge)”冠军，（该比赛每两年举行一次，因

此他们都赢得了冠军）。在参加“实用太阳能汽车”

的“巡航车”类比赛中，该车队的Stellar Era太阳能

车于2019年10月完成了从达尔文到阿德莱德，穿越澳

大利亚内陆3,020公里（1,876英里）的赛程，车辆耗

电仅71.24千瓦时。

如此优异的成绩让人们不禁思考，如何将这款太

阳能车商业化。2016年，埃因霍温大学工程学教授 

兼该车队教员领导Lex Hoefsloot，以及联合创始人

Koen van Ham、Martijn Lammers、Arjo van  

der Ham和Qurein Biewenga决定把它商业化。 

2020年11月，Lightyear现任首席执行官Hoefsloot

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表示，做出这个决定是

基于久经时间考验的商业信条⸺“如果我们不做，

我们将会后悔”。

商业化&重新设计 

虽然团队已从“普利司通世界太阳能车挑战赛”

中受益良多，但作为一家商业公司，Lightyear必须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自己的设计。这意味

着不仅要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提高效率和舒适度。比

如，在为比赛设计时，可能可以接受在澳大利亚的长

途自驾游中关闭空调，但普通消费者不太可能忍受这

种状态。

因此，团队利用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从零开始重

新设计这款太阳能汽车。Ansys初创公司计划在这个

阶段提供了支持，助力他们对结构、空气动力学和电

子设计开展虚拟测试，避免了物理原型制作和测试的

成本。

仿真模拟车辆前端在受到最大
道路载荷时的最大变形（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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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i表示：“我们受益于Ansys初创公司计

划，以低成本实现了仿真。企业必须明智地使用投资

人的资金，才能使之发挥出最大效益，而Ansys仿真

软件帮助我们节省了时间和资金。”

Lightyear One面临着一个独特的结构问题，

他们需要确保5平方米大小的太阳能电池板能够承

受道路颠簸，并且在发生轻微碰撞时也不会完全损

坏。Lightyear工程师利用仿真技术设计了一种分层

结构，包括在太阳能电池顶部覆盖安全玻璃，以及在

下方加装支撑结构，以增加强度。标准太阳能电池板

结构中的单个电池如果发生故障，整块电池板就会停

止工作，而Lightyear One系统与之不同，即使在太

阳能电池板的一部分受损后仍能继续工作。

为了减少阻力和升力，提高空气动力学效率， 

Lightyear工程师使用Fluent进行仿真，优化设计汽 

车的气动外形。随后他们开展了风洞测试，以验证仿真 

结果。Lightyear One底部平坦，顶部狭长呈锥形，

形状犹如飞机机翼。通过用缓坡度拉长顶部，气流始

终附着在汽车上，与使用陡坡度的较短车身相比，可

以减少阻力。此外，新型轮罩还能引导空气围绕外侧

流动，避免其进入轮舱而导致阻力增大。

Lightyear团队还利用仿真技术设计了4个独立

的轮毂电机，这些电机能够在需要时向需要的位置提

供动力。他们运用Ansys电磁仿真技术来确保其太阳

能电池板发电效率达到最大，并使用Ansys电池管理

系统(BMS)仿真，实现有效地存储和分配电力的最优

方案。

Lightyear已开始接受Lightyear One的预约订

单，预期售价为15万欧元，自2021年底开始向欧盟、

挪威和瑞士交付。该车型预计将在2024-2025年向

全球其他地区提供，届时还将有价格较低的第二款车

型推出。  

为了减少阻力和升力，提高空气动力学效率， 
Lightyear工程师使用Ansys Fluent进行仿真，
优化设计汽车的气动外形，随后通过风洞测
试，以验证仿真结果

Lightyear One的内饰将采用现代时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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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可持续发展/结构仿真

在可持续能源领域

掀起新波澜
作者：《Ansys Advantage》杂志编辑室

美国、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已经制定宏大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以缓解实际的气候变化影响。英

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声明，英国的能源行业将于205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美国总统 

乔·拜登(Joe Biden)也曾表示，希望美国到2035年能全部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尽管太阳能技术和风能技术已经开始替代化石燃料，并且这两种技术也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的基本备选方案，但是要实现宏大的目标，仅凭借这两种技术还远远不够。有一种全球各地都可以利

用的、蕴藏丰富但却被忽视的能源：潮汐能。通过开发天然洋流蕴含的能源，世界各国都可以从一种

物理足迹相对较小，对环境的影响也最小的清洁、可再生、可靠及可预测的能源中大获裨益。

• • • • • • 

为实现商业化设定航向 

潮汐流发电仍然是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主要是因为它涉及复杂的工程挑战。如果要大规模采用潮汐发电来

支持严格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就必须成功克服这些挑战。

Orbital公司于2002年在苏格兰奥克尼成立，该公司确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完美整合工程专业技术，研发颠覆性

的商业化大功率潮汐涡轮机所需的先进技术，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

Orbital公司的旗舰解决方案O2，是一款长达74米的涡轮机，通过锚定系统系泊在海床上。当强劲的潮汐流冲击

O2时，巨型1MW双水下转子将发出电力。该转子的叶片长10米，可提供超过600平方米的面积来捕获流动的潮汐能。

2021年/第4期10     Ansys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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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通过活动线缆从涡轮机输送到海床，然后通过铺设在海床上的固定线缆，将能量输送到陆上的配电设施。

Orbital公司设计O2的目的是，解决困扰潮汐涡轮机商业化的众多历史难题。与固定在海底的水下涡轮机不

同，O2的转子附着在可以升出水面的支撑脚上，从而便于进行维护和维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设计特性，因为海洋

环境非常恶劣，设备养护的难度与高成本过去一直都被视为潮汐涡轮机广泛商业化的重大障碍。

与现有潮汐涡轮机设计相比，精妙设计的O2有望显著降低生产与维护成本。Orbital公司希望O2能成为实现潮汐

能发电广泛应用的关键技术。

创新设计需要创新工具

Orbital公司成立于近20年以前，其工程团队采用了包括Ansys Mechanical在内的先进解决方案，还有支持研发

其潮汐技术的海上测试与演示程序。

在Ansys英国精英渠道合作伙伴EDRMedeso的本地支持下，Orbital工程师利用Ansys Mechanical对含转子、

锚和链条的整个涡轮机设计的结构载荷与环境载荷进行仿真，从而确保设计能顺利承受包括极端天气状况在内的恶劣海况。

Ansys Mechanical助力Orbital团队在系统和组件层研究疲劳、振动、刚度、弯折和其他问题，包括严格分析O2

设计上分布的数百个单独连接点。Ansys Mechanical可以与Orbital工程师采用的其他工程工具无缝集成，便于开展

协作和交接设计任务。

在进行海上测试之前，Orbital利用Ansys Mechanical在低成本、无风险的虚拟环境中，来快速建模和验证设计、 

加快O2的初始设计，从而将研发周期缩短了数年时间。

Orbital工程师继续采用Ansys Mechanical进行性能探索

与成本优化，比如，减轻质量与重量、提高可制造性、使用备选

材料等。其工程团队的许多成员，都是从学生时期的高校工程项

目就开始使用Ansys Mechanical，而至今它仍是快速、低成

本、准确结构分析的行业标准。

成功推出

最近，Orbital在其苏格兰奥克尼总部附近完成了O2的安装，那里拥有一部分世界上最强劲的潮汐流。

O2锚定在欧洲海洋能源中心(EMEC)的Fall of Warness泊位，其潮汐流速度超过每秒3米，并与陆上的电网并网

发电。O2不仅能产生足够2,000户家庭使用的电力，每年还能抵消由化石燃料产生的约2,000吨的二氧化碳。为了增强

其对环境的积极影响，O2项目很快还将为欧洲海洋能源中心的陆上电解槽提供电力，该电解槽可生产绿色氢气，可以

展现潮汐能如何向交通和供暖领域提供更多的、可预测的可再生能源。

在O2赢得成功的基础上，Orbital现将重点放在向全球拥有强劲潮汐流的地区提供多部涡轮机，建造潮汐发电厂，

从而将其技术实现大规模商业化。随着越来越多的O2涡轮机投入使用，该产品的商业化成本预计将随着该技术在奥克

尼的推出而显著降低，让潮汐发电成为美国、英国和全球各地尽快消除碳排放措施的重要选择。

展望未来，Orbital将继续借助EDRMedeso提供的专业技术支持，充分运用Ansys Mechanical和其他先进的工

程工具，不断从成本和性能两个方面改进产品设计。潮汐能发电的发展进程还不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而在虚拟环境中

设计、测试和验证Orbital潮汐涡轮机性能的能力，对于缩小其差距至关重要，最终实现充分发挥海洋能的潜力，并助

力扭转气候变化局面。     

潮汐涡轮机

© 2021 ANSYS, INC. Ansys Advantag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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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可持续发展/数字任务工程

带来环境危机

空间
  碎片 

作者：《Ansys  Advantage》杂志编辑室

2021年8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报告，确定了气候危机不断累积的

证据。IPCC发现，海洋中已有5.25万亿个大型和微小塑料碎片，且在以每天800万的速度增加。然而，人

类不仅污染了海洋，还在污染空间环境。据美国宇航局称，目前已跟踪到超过2.7万块空间碎片，不过这只

是冰山一角。

空间碎片对已成为现代生活组成部分的卫星服务、空间基础设施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太空探索的未来，构成了巨

大威胁。大多数卫星和空间碎片，位于距我们800公里至2000公里之间的近地轨道上。每次卫星发射到太空，碰撞

的风险都会增加，而卫星在太空中可能会被摧毁成更小的碎片，从而加剧问题。随着多家领先企业计划构建多达数

百颗或数千颗卫星组成的巨型星座，未来几年我们将面临严峻挑战。

空间无垠，但地球轨道有限，而且它们已经变得拥挤不堪。卫星运营商只能消耗昂贵的燃料来维持服务交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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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而不是将其卫星移动到更安全或更有利的轨道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空间运营方

式既不利于空间环境，也不利于空间业务，但就是在这样不可持续的基础上，人们还试图

建设一个万亿美元规模的空间经济。

解决之道：清除和预防

Astroscale正在推动空间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时代，并在此过程中为空间经济发展创造可

持续的基础。该公司正在开发全方位在轨维护的创新型、可扩展解决方案，包括寿命延长、现场空

间态势感知、寿命终止和主动碎片清除。Astroscale致力于培养一种全球认识，即空间是我们地球

环境的延伸，保护空间环境对全球空间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通过大力开发相关技术，为国际政策提

供信息，并为轨道可持续性建立经济基础， 

Astroscale正在助力政府和企业调整长期决策

方向，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可持续的空间基础设施。

Astrosca le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来减少地

球轨道上的空间碎片数量。第一种是缓解。如果

卫星运营商在发射卫星前将对接板安装在卫星上， 

Astroscale就能派遣维护卫星前往清除任何失效或失

常的物体，从而减轻这类物体对卫星服务和其他运营商

航天器的威胁，维持可持续的空间环境。第二种是修

复，包括与政府和国家空间机构合作，定位并清除大块

空间碎片，比如使用后的上级火箭体。清除这些大块碎 片是可以保护轨道环境、确保空间运行弹性，并使子孙后

代能够持续利用空间的方法。

借助仿真：改进任务

在世界上一些最具创新性的技术开发过程中，仿真起到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发展，它实现的是用模型

模拟真实世界过程或系统的操作。

Astroscale与Ansys旗下公司AGI合作，研究地球轨道上的空间碎片。空间系统特别复杂且多变，涉及许多活

动部件，但AGI可提供准确的仿真来分析空间中的变化条件。这种测试过程可降低成本，加快开发进程，并帮助

Astroscale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Astroscale GNC工程师Yuki Seto表示：“Astroscale在演示(ELSA-d)任务的寿命终止服务时，使用

AGI的系统工具套件(STK)开展轨道设计和分析，以及链路预算和通信分析。STK被证明是用户友好型平台，

允许创建任何类型的轨道星历数据，而这在我们任务开发的早期阶段至关重要。”

结论：刻不容缓

尽管已有措施应对空间碎片问题，比如用聚合物泡沫覆盖卫星或收取年费，但其紧迫性让我们需要

采用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以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形成全球意识变得日益重要，Astroscale也正在采取

必要步骤，与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方合作，力求减少空间碎片，并长期、可持续地利用空间。   

Astroscale的ELSA计划是为卫星运营商提供航天器 
检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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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
   农场
即将空降您身边的门店
编者：Ansys高级产品经理Julien Muller，Ansys应用工程师Maxime Cailler

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已成为威胁当今人类健康的10大危害因素之一。每天摄入适量的水果和

蔬菜有助于预防多种重大疾病，可以确保多种微量元素和纤维的充分摄入，有助于取代富

含饱和脂肪、糖分与盐分的食物。

多吃农产品对健康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但古语有云“奏庶鲜食”，是什么意思呢？食用当地种

植的水果和蔬菜有明显的优势。水果和蔬菜采摘后越早食用好处越大，因为蔬菜从采收的那一刻起就

开始进入营养流失的阶段。此外，本地种植和销售的农产品，到达消费者端的运输时间最短，就也减

少了交通工具的污染排放。

在不久的将来，即使是没有菜园的城市居民，也可以亲手采摘新鲜的西红柿或是生长中的生菜。

室内农场，甚至店内农场，正在不断满足我们就近消费蔬菜的需求。而半自动垂直农场，拉近了食品

产地与消费者的距离，并能够提供新鲜、健康的食品。

垂直农场采用特种LED灯等先进技术帮助蔬菜生长，仿真技术则能够助力室内农场照明设计优

化，打造出早收、高产的种植环境。

聚焦可持续发展/照明

2021年/第4期14     Ansys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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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农业照明挑战

设计店内垂直农场的工程师必须考虑许多光学因

素。首先，对于某些特定农作物的植株行，务必要确

保适当的照度值。不同的农作物生长所需的光照量不

同，而且同样的农作物在生长周期的不同阶段，所需

的光照量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确保所有植株行的光照均匀性也很重要，这样，

所有的种子才能以相同的速度生长。经优化的光照环

境可减轻生产过程中的田间管理负担，并支持种植户

根据需要安排采收时机。

同样，在光谱方面，农作物的生长并不需要所有

波长的自然光。农作物对红色和蓝色波段光照的反应

最好，因此，模仿阳光的传统灯具其实产生了不必要

的能耗。缜密的光学设计有助于优化LED灯照明，只

针对必要的波长投入能耗，有助于节能减排。

最后，还应该最大限度地增加农作物吸收的光照

量。农作物反射的光越少，它们生长得就越快，也就

有助于降低能耗。

  

仿真推进垂直农场发展

LED灯是用于在室内农作物照明最高效、最有效

且最为方便易用的方式。它们消耗的能量低，产生的

热量少，并且可优化光照颜色以促进农作物生长。为

了展示如何使用Ansys SPEOS设计农作物生长LED灯

阵列解决方案和仿真室内农场，我们设计了一个具有

90个LED灯的通用灯阵列。根据文献资料，漫射紫色

光谱（不含绿光）最适合农作物生长。农作物会反射

大部分绿色可见光并吸收其余光谱。因此，我们构建

的照明阵列包含45个蓝色光谱的LED灯和45个红色光

谱的LED灯，结合形成紫色光谱。

我们首先在农场中设计种植了八行生菜植株，每行

15株。每行由我们构建的三个紫色光谱光阵列照明。

为了分析生菜的光学特性（光吸收和反射），我们

使用Ansys的Portable Optical Measurement Device  

(OMD)对叶片样本进行观测。然后，将得到的双向反射

分布函数(BRDF)应用于设计中的所有生菜植株。

之后，我们使用光仿真来测量和可视化照度均匀

性，以及蔬菜对光的吸收。

我们发现整行的照度呈不均匀分布。然后，我们对

LED灯阵列的位置、LED灯光谱和垂直农场围挡的材料

进行迭代，以生成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垂直农业仿真结果照亮开发前路

我们使灯具的间距更加均匀，并在LED灯阵列和生

菜植株之间留出更多空间。此外，还将侧方和后方的材

料从透明材料（吸收）改为白色材料（漫射）。垂直农

场正面的材料保持透明，便于消费者选购农产品。

后续的仿真结果显示，照射生菜植株的光分布更加

均匀，产生的光吸收也更均匀。

我们发现，前方和后方的生菜植株的光照略弱，因

此它们的长势可能不如中间的生菜植株。由于仿真结果

非常直观，因此很容易确定垂直农场设计需要改进的地

方。对于前方的生菜植株，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在前方

玻璃的内表面覆涂上一层部分反射涂层，以反射更多的

光线。优化后的系统就可以确保最佳产量和最佳能耗。

店内直产的垂直农业，正逐渐成为主流。光学仿真

有助于量化和展示垂直农场的效益，例如消耗更少的能

源和水，以及支持特定作物的小批量种植，从而减少粮

食浪费。   

照度传感器（左）和3D吸收（右）揭示出 
设计中有待改进的短板

垂直农场等距视图（左）和侧视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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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技术助力
    喀麦隆
 供电
作者：《Ansys  Advantage》杂志编辑室

喀麦隆是一个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乍得湖(Lake Chad)的中非国家，那里大约有2600万人

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而且许多地区至今没有通电。Ingenieure ohne Grenzen（无国

界工程师组织）是一家德国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通过工程技术为有需要的人群改善生活

条件。该组织利用Ansys Fluent开发了一种用于在喀麦隆农村地区

发电的水力涡轮机。这家非营利组织成立的宗旨是，使用工程技术解

决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重大挑战。自2003年成立以来，该组织已经在全

球完成了160多个项目。

“喀麦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靠近赤道，”无国

界工程师组织曾参与该项目的仿真工程师Maximillian 

Falk表示，“这里的水力发电潜力巨大⸺因为有诸多河

流和瀑布。”

这些充足的流动水（至少在雨季时期是这样）激发

了无国界工程师组织的灵感，工程师开发出了一种放置

在流动水中的卡普兰水力涡轮机。水流带动叶轮转动，

从而产生电力。虽然设计概念非常简单，但这个国家的

社会和环境条件给工程师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在喀麦隆开展工程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大多数人想到村庄时，脑海里会浮现出一座座

密集的房屋。但是在喀麦隆，被视为村庄的地方的房屋

之间，可能相距3到4公里（1.8到2.4英里）。

“在如此远距离的条件下，哪个部分是我们想建设

的电网中成本最高的？”Falk说道。“是电线，电线成

本几乎占了总成本的50%。”

考虑到涡轮机通常距离第一所房屋大约500米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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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英里），而且剩余电流设备

必须使用四根电线进行连接，Falk表示：“在最好的情

况下也需要至少2公里（超过一英里）的电线，这可能

会大大超出预算。”所以他们必须谨慎地开展设计。

距离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安装规划。如果工程师需

要买一把新的螺丝刀或其它工具，到最近的大城市需要

两天的路程。

确保涡轮机的设计简单，使用尽可能少的材料，这

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进行维护。在这

一方面，喀麦隆实际上有一个独特的优势，该国有一种

防水木材，可用于制作叶轮轮毂的外壳。

Falk表示：“这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走

进丛林，砍下一棵树，然后用它来制作一些叶轮。”

叶轮需要每两年更换一次，因此这种现成的材料让

维护变得更加方便。

旱季发电

喀麦隆7月-10月会经历短暂的旱季，从12月到次年

5月则会经历漫长的旱季。当溪流和瀑布干涸、涡轮机

供水处于较低水平时，很难让涡轮机保持发电。

最开始，工程师几乎没有关注涡轮机入口水池的设

计，因为对于一个仅能产生200瓦电力的设备来说，这

似乎并不重要。所以，原始的设计只是在入口处放置一

个木制方形槽，用于将水引至涡轮机。

“如果水位较低，涡轮机后面形成的涡流会吸入空

气，而空气会增加涡轮机内部的气蚀现象并损坏叶轮的

材料，”Falk说道，“因此我们必须设法规避这一情

况。但当时，我们在德国没有合适的测试场地。”

当时收集数据的唯一方法，是询问喀麦隆能够使用

测试装置的人员。等这名人员使用测试装置执行分析，

并将结果发送回德国时，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根

据这些结果，工程师会提出修改建议，然后又得等待一

周⸺这几乎不可能成为有效的开发流程。

不过，当无国界工程师组织采用了Ansys Fluent计 

算流体力学(CFD)软件和Ansys SpaceClaim，而且Falk 

在文献资料中找到之前一篇关于卡普兰涡轮机涡流气蚀

的工程论文，上述情况终于得到了显著改善。该论文建

议在入口水池中的气缸后面安装一个翅片，来减少涡旋

脱落，并使整个涡轮机的流动更加层流化。

在使用Fluent进行钣金翅片仿真时，工程师很快就

发现了这种解决方案的一个缺陷：翅片适用于化工厂排

气烟囱中的空气，但不适用于水流。

“喀麦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靠近赤道，这里的水力发电潜力 
巨大⸺因为有很多河流和瀑布。”

— Maximillian Falk，无国界工程师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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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k和他的同事们随后开始使用SpaceClaim来改

变钣金翅片的位置和长度，并使用Fluent来确定由此产

生的水流。

“我们发现，这种翅片能够引导涡轮机后面的水

流，”Falk说道。由于进入涡轮机的水流来自同一个方

向，因此远离入口的涡轮机部分接收到的水流，少于入

口处的水流，从而导致气蚀现象和发电效率较低。

他们使用SpaceClaim和Fluent对水池末端的角度

进行了实验。将翅片与流入的水流成45度角放置时，它

的作用有点类似于文丘里喷嘴，这样就增加了水流的速

度。这一变化让涡轮机的各个部分同时获得了更稳定的

水流，从而减少了气蚀并使其运行更加平稳。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改变角度⸺这完全是仿

真带来的结果，”Falk说道。

新冠疫情封锁和内战使项目延期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无国界工程师组织曾前往喀麦

隆进行过一次考察，在此期间，他们安装了4台200瓦的

涡轮发电机来为村民供电。后来由于新冠疫情封锁以及

喀麦隆处于内战之中，在喀麦隆负责保持涡轮机运行的

人员很难在现场继续完成项目。

但是，工程师们继续在德国使用Ansys仿真软件，

通过运行仿真不断改进水轮机的设计，成功将电力输出

提高到350瓦并解决了涡轮机中的泥沙堆积问题和其它 

挑战。

无国界工程师组织的资金全部来自捐款，因此，如

果您想了解他们正在开展的其它项目，并为他们的努力

贡献一份力量，请访问www.ewb-usa.org。该组织在

世界各地均设有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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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ma Global是一家在碳纤维复合材料开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创新型、快速增长的海底技术公司。 

Magma应用最先进的材料与制造科学，为海底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其产品部署在

一些地球上环境条件最苛刻的地方。

其中一款产品就是M管，它一直被用于世界各地的出油管与跨接管、干预系统以及悬空引线，以

输送碳氢化合物、水和天然气。M管虽然具有出色的强度，但其柔韧性也毫不逊色。该管不仅具有最小化的弯曲半

径，而且重量轻，可以使用标准的卷轴交付，并通过较小的船舶进行部署。

Magma的高级工程团队不断改进M管层压材料层的设计，优化强度并最大限度减少重量，同时确保聚醚醚酮

(PEEK)和碳纤维管道具有较高的制造成本效益。

在每个新的M管中最大限度地减少热塑性复合材料，可以减少制造过程中的化石燃料消耗。与传统的钢管安装

相比，M管的轻量化特性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安装成本，并允许使用更小的工作船舶。此外，M管需要的海上行程也

更少，这就进一步减少了碳排放。 

利用数字化工程降低 
石油天然气运营商的 
复合材料管道成本

 
作者：Steve Bell，Magma Global分析经理，英国朴茨茅斯

Ansys Workbench软件通过真

实的有限元分析(FEA)仿

真可减少M管的热塑性塑料，这种

仿真能够在精确数值模型的结构响应

中复制实际的测试行为。该仿真结果，

随后被用于再现工作中的载荷组合。

在使用A n s y s仿真软件之前， 

Magma的设计流程与业内大多数流程一

样：工程师会为特定客户的应用开发一些设

计，并对其进行一系列的物理测试，这可能导致成本高

昂且非常耗时。

仿真的目的在于，减少原材料使用的同时，在较短

的交货期限内交付M管，并满足挪威船级社(DNV)认证

要求。DNV是一家国际认可的注册商和船级社。

对热塑性复合材料管(TCP)的使用寿命

条件进行仿真

利用 A n s y s仿真解决方案， 

Magma工程师正在通过虚拟模型对

结构测试进行数值仿真。这些结果随后

被用于再现实际使用寿命载荷组合。因

此，Magma Global可以在整个设计周期内 

（包括停止运行阶段）快速得到超出客户要

求的合格产品。

利用Ansys Workbench进行数值仿真，计算机辅

助工程(CAE)团队能够通过Workbench中的高效脚本

快速考虑不同的选项。他们可以运行大量FEA迭代来验

证M管的结构完整性。物理测试的次数已显著减少；现

在，物理测试的唯一目的是确认仿真结果。此外，每项

M管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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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测试也经过应变测量，以便将结果与数值模型相

关联。  

利用仿真估算M管的使用寿命，我们让客户对其

产品更有信心。他们不仅共享结构分析结果，包括应

力和应变图，而且还与DNV进行交流，以便获得船级

社批准。仿真有助于Magma生产出石油和天然气领域

中最坚固可靠的热塑性复合材料管道。尽管使用尽可

能少的材料，这些管道仍然可以应对石油和天然气组

件所要求的极端工作条件。这有助于降低产品成本，

使企业能够在与其他供应商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MAGMA的CAE流程

虽然复合材料管道的概念看似相对简单，但在实

际过程中，数值模型却非常复杂。层压材料可包含超

过50层，每一层的方向都是为了优化结构性能，同时

还要达到制造参数要求。金属端接头固定在管道的任

一端，以便与第三方设备实现牢固连接。在分析流程

中，工程师对产品的使用寿命（包括存储、运输、测

试、安装和运行）进行了仿真。

第一步通常是使用Orcaflex（面向海底系统的动

态分析软件）进行研究，以确定系统的全局响应。提

取局部力和力矩，并将其应用于管体和端部接头FEA

模型。此外，Orcaflex还可用于对Magma现场周围

管道的转运作业（从制造卷盘卸到存储卷盘上，或进

行提吊作业）进行仿真。  

管体有限元分析

我们开发了专属的管体“Magma Ansys前处理

与后处理器”(MAPPS)接口，该接口通过Microsoft 

Excel接口驱动，以便创建Ansys参数化设计语言

(APDL)脚本。MAPPS可为Magma的所有工程师 

（即使是没有深入了解Ansys软件的工程师）提供一款

易于使用的设计工具。

工程师需要输入以下参数：   

• 管道几何形状

• 单元密度

• 层结构：厚度和方向

• 层压板堆积

• 外部载荷（压力、轴向力、弯矩等）

根据上述数据，工程师就可以使用具有二次行为的

20节点分层单元创建3D FEA模型，这是较厚的复合材

料建模所必需的。MAPPS还允许输入单独的层属性，

并检索应力与应变结果。

层材料属性对于任何复合材料模型而言，都很关

键。我们已经完成了大量的物理测试，从而获得了这些

信息，而它们构成了仿真模型的基础。每次仿真都在专

用的分析服务器上运行，只需几秒钟即可完成，这样可

以使用我们的MAPPS结果图形界面快速优化层压结构。

管体按照DNV-ST-F119和DNV-ST-C501规范、并

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方法进行设计。此方法可评估以下三

种失效机制： 

1. 基于总应变的纤维主导层失效

2. 轴向载荷作用下的管体失效

3. 管体因弹性屈曲而坍塌

由于M管复合材料层压板由许多不同角度和材料特

性的薄板组成，单独对它们进行评估可确保不会超过各

种失效指标。Ansys Workbench具有高效的后处理工 

具，可帮助实现上述目标，这些工具包含以下失效

检查：最大应变、最大应力、Tsa-Wu、Tsai-Hill、 

Hashin、LaRC、Cuntze。

我们使用最大应变失效准则，仔细评估每层沿管

道长度和层压板厚度方向的纤维和基质。我们还将组件

管体复合材料层压板示例

端部接头CAD几何形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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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朝着管道系统轴的方向，以便确定轴向、环向和径 

向值。
 

端部接头有限元分析

端部接头装配体由超级双相不锈钢制作而成，这种

材料广泛用于海底设备。端部接头包括一组同心组件， 

这些组件会产生径向压缩力，将管体夹在中间，无需 

使用螺栓或进行销钉连接（那样会影响层压材料的完 

整性）。

我们基于设计团队提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几

何结构创建FEA装配体模型，并使用该模型进行结构分

析。然后，使用Ansys SpaceClaim轻松去除螺纹、非

关键孔和小混合半径等细微特征。

为了施加外部载荷，端部接头FEA模型包括了管体

的一部分。这通常需要在端部接头接口外延长5倍的管

道外直径，以便消除任何端部效应。敏感度分析可确保

关键区域（例如应力集中区域）的单元密度是足够的。

我们检查了单元质量（即体积与边长的比值），以保持

其最小值为0.2。

端部接头按照DNV-OS-F101第F100节的规范进行

设计，其要求机械连接器按照ASME VIII第2部分的规

范进行设计。为了验证端部接头的设计，应进行以下设

计检查：   

• 防止塑性塌陷

• 防止局部失效

• 根据DNV–RP–F112防止氢致应力开裂(HISC)

为了对端部接头装配体的载荷路径进行准确仿真，

我们确定了各个组件之间的接触，包括摩擦影响。为超

级双相材料定义了应力-应变曲线，包括温度影响。再

与接触结果相结合，分析包括非线性材料与几何形状的

影响。  

为了表示每种工作条件，我们将顺序载荷组合作为

一系列非线性步骤施加到FE模型。这可以增加多达10

个载荷步骤，包括热膨胀、压力、轴向张力与弯矩。

由于操作人员不断提高端部接头FEA模型的精度水

平，复杂性和求解时间都相应增加。为了尽量减少这种

情况，操作人员优化了Ansys求解器参数和CPU内核。 

作为详细ASME完整性检查的一部分，操作人员从

FEA模型中提取了所有载荷组合中的组件应力与应变。这

包括冯米斯应力、等效塑性应变和等效塑性应变与三轴应

变的比值。为了评估防止氢致应力开裂(HISC)的保护措

施，操作人员进行了两次深入的应变检查，其中包括使用

Workbench中的线性化技术提取组件壁厚的平均应变值。 

展示虚拟结果有助于操作人员了解M管的表现。 

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清晰、简明的信息，便于各方轻松理

解。结果是风险变小了，同时客户参与度更高，信心也 

更足。    

M管是什么？ 

M管由两种高品质原材料制成：碳纤维和聚醚

醚酮(PEEK)。PEEK是目前性能最佳的热塑性

聚合物。由于PEEK具有耐热性、耐常用油田化

学品及耐渗透性等特点，其在关键组件中的应

用已有很长的历史。在全自动机器人工艺中，

单向碳纤维和PEEK胶带通过激光逐层融合，

形成具有光滑孔的完全粘合结构。由此得到的

M管，不会因油田化学品（如硫化氢和二氧化

碳）而产生降解，这些化学品在油田开发中普

遍存在，且被证明对钢管和柔性管都会带来挑

战。此外，PEEK的使用还使M管具有高温性能

和极低的气体渗透性。

端部接头应力示意图

管体变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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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轮机：仿真节省时间和成本

钻机测试确实提供了有助于应对上述挑战的宝贵信息，但该测试不仅成本高昂而且非常耗时，如果使用

100%氢气，就可能意味着损耗钻机的关键组件和仪器。另一方面，数字仿真则可以更深入地探索燃气轮

机燃烧室内的许多复杂现象。例如，Ansys Fluent支持通过计算流体动力学(CFD)预测航空发动机燃烧

室内的复杂气动热场。

准确预测燃气轮机发动机内部的复杂现象和排放，需要高保真度且经过验证的尺度求解湍流模

型、燃烧模型和快速瞬态数值方案。在一个实例中，应力混合涡流仿真(SBES)湍流模型与Ansys

的Mosaic网格划分技术结合使用，可以求解高度不稳定的流动结构。欧拉-拉格朗日框架中的

离散相建模可用于对燃料喷雾进行建模，同时考虑二次破碎。燃烧采用小火焰单元生成歧管

(FGM)模型进行建模，该模型通过混合分数与反应进程表示热化学过程。此建模策略(SBES–

FGM)已经过验证，可准确预测喷气式发动机以及陆上燃气轮机燃烧室的火焰行为与排放。 

氢与仿真的力量： 
降低排放并加速 
实现净零排放

Sunil Patil，Ansys涡轮机械与动力系统行业负责人

氢是碳中和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航空航天、能源和汽车等主要行业之间存在协同效应，以建立可持续的氢基础设施网络。从储

能到清洁能源生产与动力系统，氢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许多途径，同时还完善了其他解决方案，例

如电池。

尽管氢具有成为“黄金”燃料或能源载体的潜力，但在发动机中燃烧氢会带来一些挑战，

包括回火、声学不稳定性、自燃以及燃烧器内的火焰保持等问题。不过，工程师可以通过仿

真来应对这些挑战。

Cabra氢火焰的预测平均 
温度分布（左）与航空发动机
燃烧室内的气动热场（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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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选扩展功能的建模技术已被证明适用于氢混合燃料或纯氢燃料。这种扩展包括对反应过程变量的定义修

改，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考虑差异性扩散（不同物质的不同质量和热扩散率）。下图展示了这种氢燃烧建模框架在

Cabra案例中的成功应用，这是燃气轮机预混合系统中火焰保持的代表性配置。

Cabra案例中的氢燃料喷气机，被2,200种稀薄预混合氢/空气火焰燃烧产物的同轴共流所包围。使用Fluent中

基于压力的求解器进行大涡仿真(LES)，并使用动态Smagorinky Lilly公式对子网格尺度进行建模。使用FGM对燃

烧进行建模，进度变量源项采用有限

速率闭合，进度变量(PV)和混合分数

(Z)方差采用代数公式。

LES-FGM仿真还预测了混合分

数、温度和物质的分布，与实验数据

非常吻合。仿真还准确再现了火焰前

缘的厚度。前缘火焰的预测，对于影

响下游混合的全火焰预测而言至关重

要。使用扩散小火焰单元方法可以更

准确地再现火焰锚定，最终与实验数

据高度吻合。

航空工业可以利用氢实现净零排放

《巴黎气候协定》和航空业界到2050年大幅降低排放的承诺，也在推动氢燃烧的研究和开发。由

航空业提出的一项净零碳排放路线图表明，只有氢等可持续性燃料才能为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提供

现实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电气化将继续帮助减少碳排放，特别是短途航班，但根据航空运输行

动小组(Air Transport Action Group)的数据，航空领域90%以上的排放是由中远程航班产生的。

其他领域也可以进行类似的研究，在这些领域，氢基解决方案必须与其他重要技术（例

如能效、电池和碳捕捉）一起发挥关键作用，才能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前液化空气集团(Air Liquide)研发项目总监、现任氢经济高级顾问Claude Heller表 

示：“得益于可再生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电力碳含量的降低和许多经济活动（例如

交通运输或工业）的电气化，是到2050年实现全球气温升高不超过1.5℃目标路线

图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所谓的难以减排的行业（例如炼钢或航空业）中，可以通过

水电解产生的氢气与低碳动力（例如可再生能源或核能），实现间接电气化。”

Cabra的案例（左），相关区域中的Ansys Poly-Hexcore网格（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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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业普及氢能的三大关键挑战

1. 成本

绿色产氢（使用可再生能源产氢）的成本，约为每千克5美元，与天然气或煤油等重碳燃料相比，其价格竞

争力明显不足。高昂的成本与基础设施投资和需求不足有关，得益于世界各国政府推出相关法规并采取积极行

动，基础设施投资和需求现已得到提振。

对绿色产氢的投资现在每年超过了1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投资来自欧盟，在本年代初期，欧盟投资占全球氢

基项目投资的一半以上。美国能源部(DOE)于2021年6月启动了“能源攻关计划”(Energy Earthshots 

Initiative)，以加速能源转型。首个能源攻关计划名为“氢能攻关”(Hydrogen Shot)，目标是到本年代末将绿

色产氢的成本降低至每千克1美元。

2. 基础设施

随着大量投资聚焦于氢生态系统，与氢相关的技术挑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然而，从氢生产到储存和运输，

再到最终使用，各阶段仍然面临着重大的设计挑战。所有阶段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相关设备的能效。目前，燃料

电池的效率在40%-60%之间，而电解槽的平均效率为60%。显著提高效率是可行的，但在传统的构建-测试-改进

设计环境中非常耗时。

例如，氢因其高能量密度和稀燃能力，在航空和发电领域脱碳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前景，最终被应用于燃气轮

机。然而，在发动机中燃烧氢气会带来一些技术挑战，包括回火、声学不稳定性、自燃以及燃烧室内的火焰保持

等问题。

由于氢的分子量和密度较低，在紧凑的空间中储存氢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它需要被高度压缩或以低温/液体

形式储存。储罐的设计，无论是用于空中飞行的飞机上，还是放置在地面燃料电池汽车的后部，都需要特别考虑

脆化、泄漏及相关的安全风险等问题。 

3. 规模
最后，还有最终应用时氢设备尺寸方面的挑战。目前燃料电池的系统尺寸和重量都很大，特别是对于航空航

天和汽车应用。对于大多数

运输应用，耐久性和可靠性都

需要提高。此外，当试图保持

换热器和整个系统的尺寸较小

时，热、水和空气管理也是一

大难题。

前液化空气集团研发项

目总监、现任氢经济高级顾问

Claude Heller称：“当前的

氢技术（例如电解或燃料电

池）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大规

模地利用氢经济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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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仍然需要改进流程，以降低尺寸效应之外的成本。为此，更好地了解并

进行分子尺度上电化学反应和系统级（例如电池或电池组）流程的建模至关 

重要。”

仿真技术推动氢应用

Ansys技术正在通过提高氢生态系统各阶段的性能，以及加速新技术开发

以解决成本和规模难题，助力企业克服与氢相关的挑战。例如，ENHIGMA是

一个涉及不同企业以及技术和研究中心的国家项目，该项目采用Ansys技术制

造低成本、节能且耐用的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槽和燃料电池。如图（右）所

示，西班牙国家氢能中心(CNH2)研究人员利用Ansys Fluent中的流动仿真优化了PEM电池组。

Ansys仿真技术被广泛用于单个电池设计、低成本且轻量化材料的选择、电池组的能效优化，以及整个燃料电

池与电解系统的热管理。

低温储存和运输是氢生态系统的核心。Ansys复合材料解决方案可用于设计低温容器，同时高度模仿其制造流

程。Ansys Mechanical中的复合材料失效工具，可帮助设计人员使用高级复合材料失效准则（例如Tsai-Wu、 

Puck和LaRC）深入评估潜在的失效模式与失效位置。此工具可进一步用于了解脆化以及裂纹形成与扩展的 

影响。

典型的产氢系统或氢基燃料电池装置包含许多组件。其中大部分可以通过简化模型来表示，但多数关

键部件（例如燃料电池或PEM电池组），则可以用Ansys 3D物理求解器导出的ROM来表示。Ansys 

optiSLang能够为数字孪生创建ROM，该软件可实现仿

真工具链自动化，并连接到鲁棒性设计优化(RDO)算法。

通过连接实时传感器数据，数字孪生可以监控并优化操

作，同时实现预测性维护。

仿真通过让工程师能够更快、更低成本地探索更多氢

设计选项，将有助于行业应对与氢能不断普及相关的重大

挑战。在虚拟环境中设计并测试氢相关技术，可以加速产

品上市进程，这对于政府和行业竞相实现2050年净零碳

排放的目标至关重要。

Ansys仿真技术被广泛用于单个电池设计、低成本且轻量化材料的 

选择、电池组的能效优化，以及整个燃料电池与电解系统的热管理。

一种用于产氢的质子交换膜(PEM) 
水电解堆(左)，通过Ansys仿真优化
电池设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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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航空航天与国防/空气动力学

  丰田借力仿真 
       穿越 
  天地之间

工程师之间的协作通常会带来创新，而丰田汽车公司的工程师通过与航空竞赛团队的合作，扩

展了他们对汽车空气动力学的了解。此次特别的合作采用了Ansys仿真技术，可同时提高

飞机与汽车的空气动力方面的性能。

丰田汽车公司负责CAE技术研发的中江雄亮(Yusuke Nakae)一直与丰田的JSOL 

公司合作，使用Ansys LS-DYNA进行流体分析，测量车辆行驶时产生的空气动力以及该力如何影响 

车辆的稳定性。通过利用参照以往的汽车仿真经验改进航空竞赛飞机，然后根据在航空竞赛飞机

上获得的成功经验对雷克萨斯汽车进行改进，中江的团队实现了使用传统方法无法得到的分析。

 

从传统到实验空气动力学

车辆空气动力学的传统测试方法，包括在汽车静止

时向其施加风力，然后通过实验和计算测量变化情况。

中江团队想了解汽车在运动时与静止时的空气外力有何

不同，这启发了中江团队尝试对运动的车辆进行分析。

具体而言，他们希望使用LS-DYNA对车辆变道时的空

气动力形态进行仿真。

正常分析（汽车静止时施加风力）获得的结果与汽

车运动时获得的结果截然不同。然而，在驾驶汽车时测量

空气作用力仍然是一大挑战⸺即使在风洞中也是如此。中江团队希望使用仿真

定量分析空气动力差异。由于丰田以LS-DYNA作为标准工具进行碰撞安全性
2021年/第4期

机翼的空气动力学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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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析，而LS-DYNA也具有流体分析功能，该团队认为，如果他们可以为其模型添加流体分析功能，就可以创建一

种使用单个求解器分析多个物理特性的理想环境。

雷克萨斯赞助了参加红牛特技飞行锦标赛的室屋义秀(Yoshihide Muroya)。2017年，中江团队首次在比赛前测

试了他们关于飞机空气动力学的理论。

 

飞机空气动力学结果有利于汽车设计

在飞机领域，空气动力学分析通常在静止状态下进行，因此让航空竞赛团队将汽车仿真中使用的知识和专业技

巧应用于飞机竞赛设计确实是一大挑战。

部分问题在于空气速度的差异。

飞机速度非常快（螺旋桨飞机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飞行），而汽车速度很慢，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行

驶。此外，飞机是流线型的，而汽车则不是，所以其基体周围的空气流动是完全不同的。这意味着研究人员无法准确

计算空气动力，除非他们能够再现空气的流动（尤其是在湍流条件下）。

幸运的是，目前有大量关于飞机机翼的实验数据，因此中江团队可以选择适当的湍流模型开展飞机应用分析。

该团队仿真了不同运动导致的不同的空气动力，他们采用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复杂的计算、编译数据、可视化，

并与航空竞赛团共享。

在航空竞赛期间，团队对飞行技术进行测试，分析他们所记录的数据，然后对更新的技术进行迭代测试。一位参

赛对手甚至注意到室屋盘旋半径更大而其总时间却减少了。

 

航空竞赛结果给新雷克萨斯汽车带来了灵感

丰田/雷克萨斯从此经验中获益匪浅。

“我学会了如何控制涡流，从气动阻力的角度而言，

有必要避免产生涡流，”中江说道。“我通过试验不同形

状的小翼并进行仿真分析，确定了空气阻力最小的小翼设

计，获得了如何控制涡流的经验。”

在汽车应用方面，团队获悉在汽车周围产生有效涡流

可以提高其动态性能。事实证明，实际性能与他们的理论

构想的一样出色，并借此在一月份推出了雷克萨斯LC 500 Inspiration系列车型。这款限量版车

型将471马力V8豪华旅行轿跑车提升到全新水平。受航空竞赛启发的一个重大升级是碳纤维增强

塑料后扰流板，该装置模仿倒置的一种飞机机翼，其翼尖处产生涡流，可提高机动性和效率。 

 

展望未来

虽然红牛特技飞行世界锦标赛于2019年取消，但中江团队将继续努力进行空气动

力学仿真研究。

展望未来的汽车设计，丰田/雷克萨斯将持续探索陆空应用，不断利用他们学到

的知识打造新产品。

中江表示：“仿真分析技术使我们能够获得颠覆传统思维的方法和 

性能。”

“仿真分析技术使我们获得颠覆传统思维的方法和性能。”
— 丰田汽车公司中江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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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航空航天与国防/多物理场

美国宇航局(NASA)计划在首次登月时隔50年后重返月球，因而需要开发一种具

有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为先进的技术的航天器，这对工程师提出了挑战。NASA打

算先将一些执行任务的商业机器人送上月球，然后再派宇航员重返月球。

NASA为月球运输任务选定了两家商业公司，Intuitive Machines是其中之一。

他们通过使用多物理场仿真技术，探究新燃料、复合材料和冷却系统的特性与工作条

件，从而有助于在只有极短时间进行设计和测试的情况下，将

无人驾驶飞行器着陆到月球表面。

月球
Intuitive Machines通过采用多物理场仿真技术，助力无人 

驾驶飞行器在2022年完成登月任务。

作者：得克萨斯州休斯敦，Intuitive Machines的Trent Martin和Marcel Bluth

2021年/第4期28     Ansys Advantage 

  我们决定重返 



 
29Ansys Advantage © 2021 ANSYS, INC.

当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2年9月12日宣布“我们决定登月”时，他承诺在六十年代末实

现该目标。这给了NASA工程师七年多的时间，来攻克将人类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诸多挑战。1969年7月， 

阿波罗11号任务的成功发射不仅实现了肯尼迪的愿景，而且彰显了人类的智慧与勇气。

2019年，当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Intuitive Machines赢得了在2021年将5个NASA安全着陆月球运输任务

的合同时，他们的时间要更为紧迫，这只有短短两年时间（由于COVID-19疫情的爆发，这些任务现已被迫延迟）。

正如Intuitive Machines的创始人之一Steve Altemus所指出的，考虑到迄今为止，登月任务一直是“超级大国的

权限”，而且尚未有任何一家公司实现过登月目标，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挑战。由于时间极其紧迫，他们来不及构

建和测试多个原型来逐步解决问题。Intuitive Machines制造的第一款飞行器的目标就是用于登月，这极大地限制

了他们进行测试的时间。

由于原型构建方面存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工程仿真成为了实现目标的

关键所在。作为Ansys初创公司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使初创

公司能够以低于标价的成本获得Ansys仿真软件）， 

Intuitive Machines的工程师使用Ansys Fluent 

解决主引擎中的液氧/甲烷传热难题。

这是首次有人将甲烷用作太

空推进的燃料。此外，

他们还使用A n s y s 

Mechanical对

2019年5月31日，Intuitive Machines研发副总裁Tim 
Crain（右二）与NASA科学任务理事会副署长
Thomas Zurbuchen（左二），在马里兰州戈达
德太空飞行中心一同探讨该公司的月球着陆
器。Intuitive Machines是被选中为Artemis
计划的月球表面探索提供首批月球着陆器
的三家公司之一。
图片来源： 
NASA/Aubrey Gemign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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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金属组件进行载荷分析，并

尽可能减重，同时在航天飞行的

高应力条件下保持结构完整性。

工程师开展多物理场热与结构仿

真以及先进的材料仿真，以确定

如何在航天器运行过程中和着陆

月球表面时所经历的较宽温度区

间保持电子和低温系统符合要

求。他们近期采用Ansys HFSS

软件，来优化与月球着陆器通信

的低增益和高增益天线。

登月任务详情

NASA计划在2022年完成首次发射任务后的十年内，每年向月球运送两到三次航天器，为了实现该目

标，Intuitive Machines工程师正设计NOVA-C月球着陆器，主要使用复合材料来减重，并配备液氧/甲烷发动机、 

精确着陆和避险系统，其能够将100公斤有效载荷从地球运送到月球并在月球表面实现软着陆。对于代号为IM-1的首

次发射任务，NOVA-C将由SpaceX猎鹰9号火箭送入轨道，并于6天后降落在月球赤道稍微偏北的位置。在大部分

飞行中，NOVA-C从休斯顿开始便被远程控制，但最终的下降与着陆过程将完全自主完成。当接收到“发射(Go)”

命令时，NOVA-C会将火箭点火，自动确定最佳着陆点，以确保其不会降落在岩石或陨石坑上，并在目标着陆点

200米的椭圆范围内着陆。第一次着陆将在白天进行，因此导航和着陆只需要视觉摄像机即可；该公司将为未来可

能进行的夜间着陆增加激光雷达传感器。在月球上的14天里，航天器将在NOVA-C进入月球黑夜之前进行各种实

验，因为月球表面的温度在夜晚会降至极低水平，以至于飞行器的电子设备与电池可能无法工作。

第二次发射任务代号为IM-2，其航天器是Intuitive Machines的µNOVA（微型NOVA）“hopper”，这是一

种飞行探测器，可替代月球和火星上一直使用的沙丘漫游车。µNOVA飞行器可以飞行至极端环境，例如月球陨石坑

的底部，这对于轮式飞行器的驾驶来说是一大挑战。IM-2的主要目的是使用NASA的PRIME-1航天器，钻入寒冷的

月球南极表面，以寻找科学家认为可能存在的地下冰。在此过程中，µNOVA将从一个陨石坑飞到另一个陨石坑，每

一次飞跃高达几十码，检查从未见过阳光的“永久阴影区域”，获取数据并将其发送回NOVA-C，由后者将数据传

输至地球。 

在真空中冷却电子设备

所有电子设备都有指定的最佳工作温度范围。对于这个项目，外太空与月球（没有大气层）的真空环境是一项

挑战。另一项挑战是，NOVA-C需要适应在任务的运输与月球表面阶段之间经历的剧烈温度变化。在运输过程中，

着陆器的温度将非常低，因此加热器可以使电子元件保持合适温度。启动加热器很简单，但是当在月球表面被阳光

照射时，NOVA-C的温度会升高，Intuitive Machines工程师必须研发出一种方法来防止电子设备过热。

月球上没有大气层，热量无法通过对流进行耗散，而且像风扇这样的主动冷却机制将会毫无用处，因为没有空

气流动，就无法进行冷却。主要的冷却机制是辐射，这种被动机制即使在真空中也能发挥作用。材料是被动辐射冷

却的关键所在。Intuitive Machines的工程师正使用Ansys Mechanical发一种具有低重量、高导电性和高辐射率

（该指标可衡量材料以热辐射形式发射能量的有效性）的系统，以用于与真空进行热交换。他们正研究用于实现热

Intuitive Machines的Nova-C着陆器将在月球赤道附近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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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器和散热器高导热性的先进材料，以便保持电子产品的冷却状态。此外，他们还仿真了辐射率对航天器上常见

的不同多层绝缘结构的影响。通过仿真研究复合材料层压材料层的传热特性，他们正在尝试优化复合材料散热器板

等的冷却特性，以便将电子设备保持在指定的温度范围内。  

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航空电子设备软件，它负责控制任务的飞行参数并包含许多集成电路芯片，其中一些芯

片会产生大量热量。工程师可能必须耗散芯片中产生的零点几瓦到一两瓦的功率，以便将温度保持在规范以内。但

他们无法在每个芯片上都安装一个热传感器。他们使用Ansys热仿真技术绘制铝箱的温度，该铝箱包含了安装芯片

的印刷电路板。通过使用铝壳表面特定点的温度数据，他们可以进行热仿真，以确定芯片本身的温度。有了这些信

息，他们可以添加热扩散器，将多余的热能传递到NOVA-C的底盘，从而将热量辐射到太空中，或将其传导回着陆

器以供重复使用。

在将Ansys软件作为标准软件使用之前，Intuitive Machines的工程师使用来自不同供应商的单独的热和机械

仿真解决方案。由于两种软件包中的网格布局并不相同，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将热分析中的温度映射到结构模

型上。由于Ansys热求解器和结构求解器在相同的几何结构上一起运行，映射工作可以轻松自动完成，因而节省了时

间与资金。

减少NOVA-C着陆器的重量

尽可能地减少着陆器的重量对于这项任务而言至关重要。着陆器的重量更小，意味着给客户有效载荷就会留下

更大的空间。着陆器每增加一公斤的重量，就会让Intuitive Machines在丢失的商业机会中损失大量利益，因此工

程师计划使用拓扑优化来减少重量。他们没有一开始就检查NOVA-C着陆器的整体架构，而是先关注比如将着陆器

连接在一起的插件、配件和接头等内部细节。因为在着陆器的建造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这种部件，在每个零件上节

省一点重量，累加起来就相当可观了。如果工程师使用Ansys Mechanical中的拓扑优化可以将一种特定的紧固件

节省100克的重量，在结构中的20处位置使用了这种紧固件，那么加起来就节省了2公斤的重量。虽然2公斤可能听

起来不算多，但每公斤约100-200万美元的有效载荷价格计算，几公斤的成本累加起来也相当可观。

保持密封

为减轻重量，NOVA-C着陆器主要由复合材料组成。工程师将金属用于发动机和各种连接点，在这些位置使用

金属材料比复合材料更为合理。在金属和复合材料之间的接口，由于材料的热膨胀特性不同，使其难以在极端温度

下保持接触，尤其是在主发动机的出口喷嘴处。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工程师正采用热结构多物理场方法来设计出口喷嘴连接。他们通过使用Ansys Fluent估算

金属复合材料密封件的温度、气流、热传导和热载荷，并使用Ansys Mechanical确定这些温度对金属和碳基复合材 

料膨胀的影响。多物理场仿真技术可帮助他们了解航天器这一部分的动力学，并实现能够确保喷嘴在所有工作条件

下均保持密封的设计。

仿真的重要作用

Intuitive Machines工程师认为仿真对于该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该项目存在诸多挑战，且时间也非常紧迫。

对于关键结构、热和流体流动仿真，他们相信Ansys仿真解决方案能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帮助他们将飞行

器送上月球。此次成功发射任务将使Intuitive Machines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家实现登月目标的小型私人投资公司。

如果其他公司也想赢得这一殊荣，恐怕得抓紧时间运筹帷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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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球探索：
       照亮
阴影中的目标

发射器静态结构仿真的结果

像垒球这样小巧而轻量化的物体能够完成更长月球任务

并使月球成为行星际旅行的发射台吗？

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光度实验室的一个

由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希望他们称之

为VELOS的可配置、多探测器探索系统可以在这一方向上实现巨大 

飞跃。

VELOS是可变探月观测系统(Variable Exploratory Lunar 

Observation System)的缩写，是入围美国宇航局“突破性、创新 

性和变革性(BIG)理念挑战赛”决赛的项目之一。此次年度竞赛向

高校团队提供资助，鼓励其开发支持宇航局“阿尔忒弥斯计划” 

(Artemis program)的新方法和技术，该计划的任务是让人类重返

月球。

作者：《Ansys Advantage》杂志编辑室

发射器冲击和振动仿真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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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迎接2020年

的挑战赛，学生们研

发了技术系统来探索太

阳系中最寒冷、最黑暗的地

方之一：月球上大部分未知的永久阴

影区(PSR)。人类对于PSR内部和周围的

区域知之甚少，因此数据收集非常重要。

VELOS是最终入围挑战赛的八个项目

之一，它提供了一种在发射器/探测器组合系

统中收集数据的方法。其弹射器式发射器总成能 

够在预设轨迹上将4个垒球大小、装有传感器的探测

器发射到PSR以内及周围100米处（109码，大致相

当于一个足球场的长度）。 

VELOS可与任何商业航天器集成，即向月球提供航天运载服务。

VELOS的探测器可以容纳任何合适的传感器，这意味着该系统最终可用于任意

数量的科学任务。然而，就项目而言，ASU团队专注于一个特定目标：了解风化层 

（即PSR中的松散岩石材料）中存在哪些元素。这包括探测可以为持续月球运行甚至

人类居住提供水源的冰。

ASU团队使用Ansys Explicit（Ansys Mechanical功能模块之一）来验证VELOS的登月

准备情况，包括结构载荷测试、振动测试和坠落测试。Ansys Workbench的瞬态热分析功能提供了探测器能够在

PSR的超冷环境中可靠运行的时长信息。

冰上的未来

PSR位于月球北极和南极地区的陨石坑中，这些区域从

未受到阳光直射。那里的温度最低可以达到35K（-394华氏

度），比冥王星的温度还要低，冥王星的平均温度略低于45K 

（-378华氏度）。两个地方的最低温度值都使地球上记录的最

低温度（184开尔文或-128华氏度）看起来像桑拿。

尽管PSR令人生畏，但似乎它们具有一个对未来深空任务

至关重要的属性：冰。

有冰的地方就有水。

探测器热仿真的
结果

发射器子系统

VELOS系统发射到虚拟现实(VR)环境中的永久阴影区

探测器子系统

ASU团队使用Ansys Explicit（Ansys 

Mechanical功能模块之一），来验证

VELOS的登月准备情况……

Ansys Workbench的瞬态热

分析功能提供了探测器能够可靠

运行的时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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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其干燥的月球上，以冰的形式存在的水对于科学、太

空探索和人类本身来说可能具有革命性意义。月球上的水源

可以维持人类的生命并提供氢气和氧气，而氢气和氧气是

火箭燃料的组成部分。这可以为往返于月球和地球之间

的航天器以及那些发射至火星的航天器提供现成的能量

储备。

当然，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开发出能够承受恶劣

月球条件的PSR探索技术，这更不用说经历深空

旅行的严格考验了。

在最佳情况下，这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对于ASU来说，在时间紧凑的日程安排中进

行工作，而且在全球疫情肆虐期间许多测

试设施临时关闭，使得仿真任务比平时更

加关键。

从2020年2月收到挑战赛资助开始，ASU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对VELOS进行设计、概念验证测试和验证，并

为美国宇航局准备演示。如果没有快速的设计迭代，就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任务。只有高度依赖快速、可访

问的仿真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仿真冲击、撞击与酷寒

VELOS探测器的主要功能是收集数据并将其传输到发射器。但是，如果其探测器无法承受发射的冲击、着陆的

撞击，或该地区的极端热环境，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Ansys渠道合作伙伴PADT的帮助下，以及包括亚利桑那州立大学Jim Bell（火星探测器科学相机的主要研

究员）在内的顾问的支持下，该团队在Ansys Explicit中对炮塔结构完整性、探测器坠落测试和PSR条件的热响应

进行了仿真。

VELOS使用安装在旋转炮塔上的预载弹簧以阵列形式发射探测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数据收集潜力。一旦

CLPS着陆器的相机识别到PSR，炮塔便会朝其旋转，然后依次发射4个探测器。该团队对炮塔开展了结构与振动分

析，以帮助他们了解探测器发射期间对其施加的载荷。这使得结构能够承受这些力，同时确保发射不会干扰着陆器

的敏感设备。

在设计探测器的外部结构时，保护其内部的重要电子设备非常关键。探测器的外壳由HDPE制成并覆盖绝缘

层，内部能量吸收材料（一种航空航天级碳泡沫）设计为在撞击过程中发生可塑性变形但仍能保护传感器电子设

备。为了测试其设计的有效性，ASU选择了代表最坏

情况的坠落测试速度：探测器在没有任何入射角的情况

下，以12.72米/秒的速度撞击风化层。

第一次仿真比较了探测器从1.67米（5.4英尺）的

高度坠落到混凝土表面与沙基表面上。产生的加速度用

于对探测器外壳在发射到固体表面时的行为进行结构分

析。仿真结果表明，探测器外壳的性能与设计意图一

致。它在最大应力处发生屈服受损变形吸能，为内部电

子设备提供刚性保护。VR环境中的VELOS系统和月球着陆器

A S U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对

VELOS进行设计、概念验证测

试和验证。如果没有快速的设

计迭代，就不可能在规定的时

限内完成任务。只有高度依赖快

速、可访问的仿真才能实现这一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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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探测器电子设备在35K的温度下的寿命，一个现成且成本不高的方法是比较困难的。

相反，在使用Ansys Explicit进行瞬态热仿真过程中，ASU团队使用液氮冷却进行了部分真空测试，然后验证

了物理模型，该模型假定初始探测器温度为36℃ (96.8℉)，环境温度为-237.85℃ (-396.13℉)。该团队确定，在失

去温度控制且探测器停止工作之前，探测器的电子设备应该能够连续工作5个小时。

一种新颖、可扩展的方法

VELOS物理原型证明，这不仅仅是一个想象的概念。在测试过程

中，发射器成功启动，将探测器在地球重力下发射了超过16.5米（54英

尺），这与月球重力下达到预期的100米目标相同。以不同距离和方向

发射的两个探测器保持运行。

尽管认为商业太空供应商可以采用VELOS概念并非没有道理，但

VELOS的前景如何还不确定。

与此同时，ASU光度实验室团队，一个开发全新解决方案来应对世

界上一些最迫切挑战的小组，已经开发出一种创新性、低成本、可靠且可扩展的方法来探索未知环境；然而如果不

借助Ansys仿真技术，他们将很难达到这一目标。

有朝一日，他们的系统或许就能帮助科学家在月球深处黑暗的缝隙中找到水，而宇航员从此能够成为那里的 

常客。  

探测器撞击仿真结果

VR环境中的月球着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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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仿真技术
构建首个商业 
空间站
作者：《Ansys Advantage》 
杂志编辑室

历
经数百位宇航员造访的国际空间站(ISS)投入使用已有20年了，然而当前的预算只能

保障它运行到2024年底。随着美国宇航局(NASA)敞开市场大门，让SpaceX和蓝

色起源(Blue Origin)等商业机构开发输送人员和载荷入轨的新一代火箭推进器，由

商业机构来负责空间站的时机已趋成熟。

Axiom Space成立于2016年，创始人之一Michael 

Suffredini于2005-2015年担任NASA的国际空间站 

项目经理。另一位创始人Kam Ghaffarian博士是NASA 

第二大工程服务承包商Stinger Ghaffarian Technologies

的创始人。2020年初，Axiom Space赢得NASA首个

建造商业空间站的合同。新空间站最初将对接国际空间

站前部的节点舱。太空舱Axiom Hub One将在三年内 

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他们在官网上展示了一个发射倒 

计时。
Axiom空间站内部渲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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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创企业，需要时

刻寻求降低成本的机遇，因

为企业创立最初几年资金总是

不足。Ansys初创企业计划显然

是我们的好帮手”
— Matt Ondler， 

Axiom首席技术官

Ansys将

在发射倒计时

期间倾力相助。 

Axiom Ansys初创

企业计划为工程师提供了

Ansys Mechanical和Ansys Fluent软件，助力

Axiom应对最为艰巨的结构与流体流挑战。

Axiom首席技术官Matt Ondler表示：“作为初创企业，需要时刻寻求降低成本的机遇，因为

企业创立最初几年资金总是不足。Ansys初创企业计划显然是我们的好帮手。”

设计并仿真独特的推进器

Axiom工程师采用以氧和甲烷为燃料的创新型推进器，为Axiom Hub One与国际空间站交会对接提

供动力。Axiom Hub One将先搭乘SpaceX或蓝色起源的运载火箭进入太空，成功进入轨道后，利用这款

新型推进器机动飞行到国际空间站。

氧-甲烷推进器解决了两大难题：它取代了航天器机动飞行长期依赖的剧毒一甲肼燃料，而且还可在整个飞

行任务期间，通过一种神奇的方法自己合成甲烷燃料。

Ondler表示：“我们可以利用宇航员呼出的气体制造火箭燃料。”该方法基于Sabatier反应原理。通过镍催

化剂使氢与宇航员呼出的二氧化碳发生反应，产生甲烷和水。这一方法已在国际空间站上经过实验证明有效。

Ansys应力分析结果为
首个Axiom模块(AXH1)
设计提供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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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ler指出：“研究发现，大约6名宇航员的呼吸产

物就能满足我们推进剂所需的甲烷，这项技术有长期的应用价值。”火星上的环境富含二氧化碳，因

此我们可以合成从火星返航的火箭燃料，而不必在前往火星时携带大量燃料。”

但是，从未有人乘坐过靠氧-甲烷推进的航天器，所以Axiom使用Ansys Fluent来支持团

队的设计工作。推进器面临的一大难题在于，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这个指标用所谓的“比

冲”变量来衡量。它实际上是总推力（平均推力乘以总燃烧持续时间）除以所消耗的推进

剂的总重。比冲量越高，完成特定速度变化所耗用的燃料就越少。

“我们使用Ansys Mechanical和Fluent

的体验非常棒，软件界面易于学习且易于使

用。Ansys初创企业计划为我们提供了迫切

需要的仿真工具。
    — Matt Ondler，Axiom首席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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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最高比冲量的步骤之一，是尽量充分地混合甲烷分子与氧分子。Ondler

认为，旋动和混合这两种分子的喷嘴固定板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体。他指出：“我

们通过运行Ansys Fluent获得了仿真结果。我们构建解决方案、测试解决方案，观

察它的效果，然后多次迭代仿真与测试。推进器比冲的最大化能为整个系统带来各种优

势。比冲效率越高，燃料箱越小。燃料箱越

小，空间站可用空间就越大。依次类推，对空

间站的各方面都有益处。”

空间站结构考量

Axiom Hub在未来将对接国际空间站和Axiom后 

续建造的商业空间站，它构成了宇航员的生活与科研的

空间。Axiom Hub长60英尺、直径15英尺，重量接近6万磅。

Ondler表示：“这些太空舱是大型硬件构件。当内部充压且外部处于真空状态时，它们会出现延

展、膨胀、弯折等现象。我们使用Ansys Mechanical帮助理解一切相关特征：比如它是如何弯折、应力

点在什么位置，我们应改进哪一处的设计等。”

结构载荷将根据太空舱是否处于地面上、被运输到发射架、或是承受发射时的强力而发生变化。热载荷

也会在太空中引起严重的结构问题，因为舱体向阳侧的温度会比背阴侧的温度高数百度。如果设计不当，产生

的热胀冷缩足以引起太空舱结构解体或出现屈曲现象。Ansys Mechanical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种状况。

Ondler表示：“我们使用Ansys Mechanical和Fluent的体验非常棒，软件界面易于学习且易于使用。Ansys 

初创企业计划为我们提供了迫切需要的仿真工具。”

私营空间站不可或缺

Axiom Space当前的短期目标在于设计、制造并发射这些太空舱与国际空间站对接。未来的某个时机，其终将 

与国际空间站分离，成为自主独立的空间站，这是首个完全商业化的空间站。分离之后，Axiom将继续增加太空

舱，其中一部分太空舱专为特定的太空制造或科研客户设计。虽然可能有人质疑是否有必要运行新空间站，以至功

能各异的多个空间站，但Ondler坚信，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遥远的未来，都将需要多个空间站。

他认为：“我们的空间站立竿见影的用途，是在微重力环境下进行实验，并制造在地表不能制造的产品。”他

提到了一些已在国际空间站上探索过，且有实际价值的解决方案：

• 将现有光纤技术传输长度提高100-1000倍的光缆。

• 在微重力下，有可能生物打印出完美视网膜和角膜植入物，然而，由于地表受制于重力的作用，此类应用在打印
中会发生变形。

• 在地表重力环境下，某些金属合金呈现类似油和水这样的分离态，但在微重力环境下却有可能形成浑然一体
状，提供截然不同的金属特征和功能。

• 完美的蛋白质晶体有助于提高药物研究的速度与效率。
Ondler总结道：“届时，将形成对空间站长期的更强烈、更不可或缺的需求，推动人类走出地球摇篮。

也许是未来100年，甚至是1000年以后。但从物种生息存续的意义上看，我们需要放眼更广阔的宇宙。”

新型空间站的构建，将为我们在前往星辰大海的道路上奠定基础，而Ansys仿真解决方案将贯彻

始终，一路帮助工程师解决最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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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助创历史 
新篇章： 
地球直升机 
火星首飞

作者：《Ansys Advantage》杂志编辑室 

美国宇航局(NASA)重量4磅（1.8公斤） 

的“机智号”直升机创造了历史。今年初， 

全世界见证了人类技术在另一个行星上的 

首次动力飞行。

美国宇航局“毅力号”火星漫游车搭载 

“机智号”直升机，在2021年2月18日着陆火星。 

4月，“毅力号”将“机智号”展开、安放到 

火星地表，启动了“机智号”的火星任务。“机智号” 

沿耶泽洛(Jezero)陨石坑表面完成首飞，之后又进行了一 

系列飞行，它的表现远超人们对这架微型飞行器的最初预期。

NASA“毅力号” 
火星漫游车通过 
“机智号”自拍
图片来源：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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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星上空飞行的潜在挑战难以预测。一直以来

仿真和风洞对飞行测试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再

现飞机将遭遇的状况。然而，在地球上准确地复制另

一星球的重力与大气几乎无法实现，因此，成功飞行

的关键在于在虚拟环境中运行仿真。

火星环境飞行挑战

在火星上飞行的主要挑战在于大气稀薄。地球

上的直升机飞行高度记录由法国人弗雷德里克·诺斯

(Frédéric North)创造，为4.25万英尺。空气极为稀 

薄的平流层制约了诺斯的直升机旋翼，使他无法超越

这一高度。火星表面的大气密度相当于地球表面10

万英尺高度的水平。“机智号”直升机依靠轻量型设

计、大型同轴旋翼和较低的火星重力，才能在如此极

限的条件下飞行。

火星的飞行环境与地球截然不同：

•  大气密度仅为地球的1%

•  二氧化碳占其大气成分95%

•  重力是地球的三分之一

•   平均温度零下60℃ (-76F)，而耶泽洛(Jezero)陨

石坑夜间可低至-90℃ (-130F)

当“机智号”飞离火星地面后，在如此稀薄的大

气中如何保持方向控制是保障正常飞行的一大难题。

为了避免坠机，需要以毫秒级的频率对旋翼的俯仰、

横滚和攻角进行持续校正。因此，仿真高级飞行控制

系统是在火星上安全飞行的必要条件，但此类分析需

要获取准确的空气动力数据。

在本次火星探测任务之前，在火星上飞行虽然理

论上可行，但工程师对成功飞行所需的控制水平并没

有把握。 

Ansys Fluent成就火星飞行弘愿

NASA如何确保将一架直升机送上火星，并让

它有机会展翅翱翔呢？其中一大原因是他们使用了

Ansys Fluent。

据一份研究论文显示1，开发团队将Fluent用于

计算旋翼叶片上的空气动力作用。为预测这些空气动

力，旋翼叶片被分解成包含翼展、翼弦、翼扭转和翼

后掠的许多薄片。

然后计算出不同的迎角和马赫数对升力系数、阻

力和俯仰力矩的影响。之后，这些数值制表被NASA

用于直升机的飞行动力学表现建模。

最大速率用红色表示根据速率标色的示踪粒子

NASA是如何确保将一架直升机送上火星，让它有机会在这个星
球展翅翱翔呢？其中一大原因是，他们采用Ansys Fluent计算旋
翼叶片的空气动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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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仿真显示了“机智号”直升机旋翼下的高压
区域

上述仿真利用无质量示踪粒子，重点显示旋翼

穿过大气层时形成的冲击。示踪粒子按照速率标色。

我们可以在旋翼上和靠近翼尖的位置观察到最大速率 

（红色）。随着粒子形成通向地平面的螺旋路径，我

们还可以观察到较低的速率。由于旋翼彼此交错旋

转，我们不能观察到来自下方旋翼的粒子被上方旋翼

拉升或扰动。我们希望让旋翼拉动的反向气流间的相

互作用保持最低，确保直升机的最大升力。

为何不采用四旋翼机？

“机智号”的旋翼采用同轴布置，并非地球上

无人机广泛采用的四旋翼布局。为何这样设置？因为

在“机智号”上使用同轴旋翼能提高效率。

上图体现了旋翼下的高压区。下方旋翼下的压力

区较大，因为上方旋翼已经压缩了稀薄的火星大气。

这种现象有利于下方旋翼提供更大的升力。采用4部

单独旋翼的四旋翼机，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此外，

在同等推力水平下，四旋翼机的设计也会增加一定的

重量。增大的重量主要来自额外的旋翼支架和多部电

机的自重。最后，四旋翼机难以装载到“毅力号”漫

游车的车腹，着陆后的展开操作也颇有难度。

屡破记录

NASA表示，“机智号”最初被视为一次技术

演示，一个尝试在有限范围内首次测试新功能的项

目。它是“机智号”项目组工程师6年里不断努力的 

成果。

即便“机智号”未能成功完成一系列飞行，项

目组也已经证明，建造一架在火星大气里能产生足够

升力的超轻型飞机，让其在恶劣的火星环境下自主起

飞、巡航和留存，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正如NASA在

试飞“机智号”以前曾表示，这已足以推动飞行技术

向前发展。

NASA总部行星科学部主任Lori Glaze在首次飞

行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的‘索杰纳’漫游

车1997年登陆火星，证明了在这颗红色星球进行漫游

探测的可行性，并彻底地重新定义了我们探索火星的

历史进程。我们同样也希望借此了解‘机智号’推动

未来科研方向的潜力。恰如其名，‘机智号’是一次

在另一颗星球上完成首次动力飞行的技术演示。如果

成功，便能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以及扩大火星探

索的可能范围。”

在证明这项技术的可行性后，“机智号”又承载

了新的使命。“机智号”实验已进入全新的运作演示

阶段，研究空中探测等功能如何帮助未来探索火星和

其他星球。

事实上，在完成16次飞行（截至本文撰稿时）

后，“机智号”的性能依然强劲。它已完成大约3公

里的飞行距离，现在正与“毅力号”协作进行它们的

共同目标：探索耶泽洛陨石坑。地球上的空气密度比

火星标准温度和压力下的空气密度大30倍，这使得操

纵“机智号”不仅是一项空气动力学上的创举，也是

地外探索的一次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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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月6日，“毅力号”和“机智号”停靠在

耶泽洛陨石坑地表，一起自拍。

2.  “机智号”离开“毅力号”后，便无法依

赖“毅力号”保护它免受火星夜间酷寒的侵

袭，因此承受了可低至-130 F的温度。

3.  离开“毅力号”可靠的电力供应后，“机智

号”用自身搭载的太阳能电池板自给自足。

4.  4月19日，“机智号”完成地外行星上的首

次有动力受控飞行，并安全返回地面着陆。

5.  4月22日，“机智号”在第2次飞行中，在

距火星地表17米处拍下第一张彩色照片。

6.  7月，“机智号”创下39英尺的飞行高度 

记录。

7.  “机智号”在第6次飞行中通过了火星大气

产生的意外摇晃的考验。当时它经历超过

20度的俯仰和横滚运动，电力消耗出现尖

峰。这证明“机智号”能够控制差错，不会

失控和引起失稳。

8.  在第9次飞行中，“机智号”以每秒5米

（16英尺）的飞行速度，滞空166.4秒/2.8

分钟。

超越记录
截止本文撰稿时，“机智号”正准备完成有史以

来难度最大的一次飞行。
飞越火星耶泽洛陨石坑“Séítah”区需要飞行

至少两次，其中半途会降落一次，这是为了缩短持
续飞行时间。因为旋翼转速较高，“机智号”飞行中
会以更快的速度飞越相同的距离。然而速度加快会
增大飞行中累积的导航不确定性，所以目标着陆范
围会扩大。而如果以较低速度飞行，“机智号”则能
更准确地抵达南“Séítah”的理想着陆点。另外，
南“Séítah”东侧的地形也比西侧的地形更加险峻。

采用两次飞行的方式完成任务，“机智号”便能
更准确地抵达南“Séítah”东侧的安全着陆点，避免
了不必要的着陆风险。

在这次飞行中（即第17次飞行），“机智号”预
计将以10米高度飞行187米，滞空117秒。 

仿真与科学改写行星探索史
从开始任务至今，“机智号”已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就。它并没有与“毅力号”失联，反而成为引领前
路的称职前哨。

它们一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火星，窥探这颗
红色星球是否曾经存在过生命。

这绝对是见证仿真和科学改写行星探索史的激动
人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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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rip, W. Johnson, C. Malpica, D. P. Scharf, 

M. Mandić, L. Young, B. Allany, B. Mettlerz, 

and M. San Martin, 2017 (https://rotorcraft.arc.

nasa.gov/Publications/files/ERF2017_final.pdf).

免责声明：仿真图像来自Ansys基于“机智号”直升
机公开发布模型重新绘制的几何结构，并经过Ansys

工程师运行仿真和后处理分析。美国宇航局喷气实验
室并未参与该仿真的设计。

“机智号”亮点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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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任务通常需要很长的准备时

间。如果要将有效载荷发射到近地轨

道，必须提前数月或数年预定火箭上

的位置。

Aevum公司作为Ansys初创公司

计划的成员，计划通过近地轨道自主运输服务来扭转这一局面，这可以让飞机在短短3小时内准备好起飞。

Aevum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ay Skylus意识到，没有办法快速应对地球上偏远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引发的物

资需求问题，也没有办法快速部署监视卫星，以更好地了解全球各地军事形势的危险。鉴于这些情况，等待数月

甚至数年才能搭乘预定的火箭，难以满足时间要求。

利用Aevum公司的Ravn X

在短时间内 
到达近地轨道

显
然，进入太空的局限将制约能够挽救

数百万生命的技术。由于受到在军队服

役的兄弟的激励，Skylus在2016年成

立了Aevum，决心拓宽进入太空的道

路。4年后，在2020年12月3日，Aevum推出世界上

重量最大的无人机系统(UAS)，即Aevum Ravn X自

主运载火箭。Aevum已被美国太空部队选中，以执行

其“敏捷小型发射操作标准器45”(ASLON 45)任务。 

ASLON 45是一种用于响应性发射的构建块，要求以 

45度倾角将多个3U或更大型的美国政府迷你卫星发

射到近地轨道。RavnX旨在从接到最初命令到完成发

射，用时仅180分钟。

Skylus很早就意识到需要借助仿真技术来设计系

统，因此通过Ansys精英渠道合作伙伴(Ansys Elite 

Channel Partne) Simutech了解到Ansys初创公司

计划。

Aevum首席工程师Ovidiu Mihai表示：“Ansys 

能够生成分析结果，为Ravn X的不同组件合理化安全

裕量，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Ansys

初创公司计划，我们将无法做到这一点。”

飞机与火箭的双重结合

Ravn X自主无人机看起来像一架飞机，它可以像

飞机一样从1英里长的跑道上起飞，可以在各个位置起

飞和着陆，使其具有快速部署的多功能性。

但这架自主无人机只是三部分系统的第一级。其

机身下面携带一个两级火箭，当无人机在大约60,000

英尺的高度达到每小时约650英里的速度时，火箭在

空中点火；然后与无人机脱离，并点燃第二级的煤油-

液氧发动机。而100%可重复使用的无人机则飞回着陆

跑道，停在机库中，准备再次使用。

第二级为火箭加速，接着第三级与第二级分离，

Aevum Ravn X自主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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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携带卫星或其他有效载荷，并启动发动机以达

到逃逸速度（超过17,000英里每小时），将有效载荷

送入近地轨道。第三级可以包含一个装载264架小型

无人机的货舱，用于向地球上的各个地区个性化地运

送物资。

设计RAVN X

Aevum的设计方案从一开始就包括最大限度地

降低风险，最大限度地提高飞行效率，不残留任何太

空垃圾。

Mihai称：“通过自主操作，避免造成人类生命

风险。火箭发动机点火和实际的火箭飞行都发生在远

离人类的地方，不同于传统火箭从地面上的发射台发

射。”如果在太空中出现问题，火箭上不会有人处于

危险之中。

此外，由于发射不需要人类飞行员，Aevum可

以充分利用物理定律和最佳效率，其中包括大幅节

省燃料。与其他将飞机当作运载工具的水平发射方式

不同，Ravn是真正的第一级，为火箭的动量贡献了

delta V。Delta V是初始速度和最终在轨速度之间的

差值。

Ravn X目前以亚音速飞行，但在未来计划将以超

音速飞行。最后，Aevum决心成为近地轨道环境的

管理者。

Mihai表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Ravn X的每个

系统都能重复使用。” 

仿真太空解决方案

设计多级火箭的主要初始挑战是为不同级确定重

量分数。目标是最大化重量分数，即有效载荷重量与

载具总重量之比。

Mihai表示：“我们努力优化所有结构组件的纤

维布局和纤维方向。我们不能只使用复合材料，也会

使用一些金属结构。但即便如此，仍有办法确保我们

只携带必要的结构重量。”

在研究复合材料时，M i h a i使用 A n s y s 

Mechanical ACP Prep-Post预测失效标准的裕量。

他说：“在Ansys Mechanical中使用Tsai-Wu

相互作用常数相当简单。和其他仿真产品相比，使用

压力场或其他确定载荷设置外部数据云点更简单。”

他还利用仿真来确定Hertzian接触应力，这种局部应

力发生在两个弯曲表面相互接触并在施加的载荷下轻

微变形时。

Mihai还使用Mechanical设计了Marman夹

具，这种夹具使用环形夹具把两个圆柱物体首位相连

地固定在一起。通常，Marman夹具由环形带和内部

V形槽构成。通过连接在两端的螺栓和螺母对环形带施

加张力。Mihai认为设计工作“通常非常繁琐”，但他

使用有限元分析，能快速轻松地得出结果。

他说：“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开展机械仿真，然

后通过手动计算进行检查。如果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高层管理人员就更容易说，‘继续构建原型并运行测

试’。借助Ansys仿真技术，我得到的结果相关性一

直在5%以内。”

从2020年12月在线发布Ravn X，到2021年5月4 

日获得技术专利，再到2022年计划完成首次商业任

务。Mihai和他Aevum的同事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丰硕

成果。但提供快速的周转时间是Ravn X和Ansys仿真

的共同目标。  

“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开展机械仿真，然后通过手动计算进行检

查。借助Ansys仿真技术，我得到的结果相关性一直在5%以内。”
                                                                  — Ovidiu Mihai，Aevum首席工程师

自主无人机只是三部分系统的第一级，其机身下面
携带一个两级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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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太空天线 
提高瞄准性能

对于整个航天行业来说，以最有效的方式在太空收发数据，最大限度降低重量、功耗、复杂性

与成本，是一直以来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

FreeFall Aerospace位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是从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独

立出来的技术公司。该公司开发了一种新型天线，有望以独特的方式解决这一挑战。FreeFall采用

充气结构，可以装在小型卫星内，并部署在太空中。此结构提供了一个大型孔径，与传统天线系统

相比，可以在极低质量与功耗的情况下传输或接收海量数据。FreeFall天线本质是一个半透明半金

属化的气球，可捕获无线电信号，以实现高效通信。反射器采用球形而非抛物线形，可以实现极低

风险的部署，因为球形是大多数充气物体的自然形状。由此得到的系统能够

以现有解决方案几分之一的尺寸和成本提供高速率的数据通信。

< 球形天线原型
    图片由FreeFall Aerospace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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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Fall工程师已广泛运用

Ansys HFSS全波电子仿真来分析

该系统的性能并进行精细设计，而无

需进行成本高且耗时的硬件实验。

该公司通过Ansys创业公司计划获

得HFSS，该计划使初创公司能以大幅折

扣的价格获得仿真软件。Ansys精英渠道 

合作伙伴Phoenix Analysis and Design 

Technologies (PADT)引导FreeFall团队加入

Ansys初创公司计划，建立FreeFall与Ansys的合

作伙伴关系。

FreeFall Aerospace联合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oug Stetson表示：“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Ansys 

HFSS这样的工具，我们公司或任何类似的公司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在过去您可能需要反复构建和测试，但

是要构建不同类型的天线，对其进行测试，并调整其物理设计以获得所需性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我们现在能

够使用HFSS在虚拟环境下完成所有工作，从而节省了大量时间和资金。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公司十分有益。”

仿真球形天线

球形天线的对称性是FreeFall技术的关键。

FreeFall射频设计工程师Terrance Pat在Walker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他表示：“对称性本质上为球形提供

了无限数量的方向，您可以瞄准波束。”无需实际转动航天器或天线即可有效控制无线电波束的能力是FreeFall方

法的关键点之一。HFSS能够对相位和振幅等各种量进行快速网格划分和参数化调整，为天线仿真与设计提供高效的

流程。

Pat指出：“Ansys使确定正确网格的流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因此，这就和设计天线并定义合适的

边界条件一样简单。10次中约有9次都可以使用自动确定的默认网格划分。”

充气太空天线提高其瞄准性能 
图片由FreeFall Aerospace提供

连接天线

FreeFall Aerospace成立于2016年，由亚利桑那大学天文学教授兼FreeFall联

合创始人Chris Walker基于无线电望远镜创新技术而创建。当Walker在太赫兹无

线电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显然可以在通信卫星技术领域实现重大应用后，Walker与

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具有30年资深科研经验的Stetson合作，共同推进这

项技术实现商业化。

Stetson表示：“我们力争成为连接科学领域的专家，这是整个航天行业的一

个主要研究领域。所有这些应用都需要能够在太空中和围绕地球，实现点对点、人

与人的大量数据传输。两点之间传输的每一点数据都要经过天线，因此开发新型

高效天线系统，对于商业和政府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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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表示，在仿真天线时他使用替代计算方法来节省时间，例如积分方程(IE)法，该方法使用积分而不是FEM来

求解大量方程，以及基于几何光学的弹跳射线(SBR)法。

Pat称：“当您有一个大型电气的反射器时，可以把反射器上的场冲击近似成基本平行的几何光线。这样您就可

以使用光线跟踪从反射器获得散射场。在这些情况下使用SBR的优点是GPU占用小。您可以使用显卡来加速计算，

这确实很有帮助。”

ANSYS HFSS用于工程和销售

目前，充气反射球形天线处于原型阶段，多家感兴趣的潜在客户正在关注FreeFall公司的进展。Stetson发

现，HFSS仿真结果是让这些潜在客户了解情况的关键。

Stetson表示：“我们不仅将HFSS用于设计中，也用于与客户的沟通中。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对无线电

波束输出的类型提出了特定规范。我们必须向他们证明，我们设计的系统将符合这些规范，因此HFSS的输出非常重

要。我们可以用图形的方式，准确地向客户展示我们的设计能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性能。”

FreeFall Aerospace正与图森的Rincon Research以及亚利桑那大学的学生合作，开发CatSat项目（以“亚

利桑那大学野猫队”命名）。CatSat是一个6U立方卫星，由美国宇航局立方卫星发射计划任务选定，将于2022年

中旬飞行。它旨在演示FreeFall的充气球形反射器技术并开展一系列科学实验，所有实验均由亚利桑那大学学生和

教师主导。

Stetson称：“这将非常令人振奋。有幸参加全亚利桑那州的太空飞行任务，亲眼见证我们的技术成功运用，

我们深感自豪。”  

球形天线部署的三个阶段。图片由FreeFall Aerospace提供。

“我想，在过去您可能需要反复构建和测试，但是要构建不同类型的
天线，对其进行测试，并调整其物理设计以获得所需性能，需要投入
大量的时间。我们现在能够使用HFSS在虚拟环境下完成所有工作，从
而节省了大量时间和资金。它对于我们这样的公司十分有益。” 

— Doug Stetson，FreeFall Aerospace联合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聚焦航空航天与国防/天线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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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航空航天与国防/电磁

 空客抗雷击性能挑战仿真 
结果与现场测试结果高度吻合

       作者：Guadalupe Gutiérrez，空中客车防务与航天公司，西班牙赫塔菲

俗话说，雷击总是不期而遇。

 

虽然这个表述在很多时候都用来隐喻突发奇想，然而对飞机制造商

和航空监管方来说，雷击却是真真正正的一大顾虑，特别是考虑到商业

飞机每飞行1,000小时就很可能遭遇一次雷击。有关如何掌握雷击产生

的影响，一些飞机制造商有了自己非同寻常的想法。

欧洲航空航天界的翘楚空中客车，近期使用Ansys EMA3D和

MHARNESS，在采用金属、碳纤维复合材料、铜箔的混合座舱设计中，仿真抗

雷击性能。这次仿真属于专注于开发未来飞机的技术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旨在

开发出兼具高度环保、成本效益超群的航空运输系统。

具体而言，空中客车工程师希望验证模型能以多精确的准确性预测坐舱复杂电子装置和布线系统在感应瞬态影

响下的整体电磁行为。这有助于他们了解仿真结果与现场测试结果的吻合度。

座舱网格划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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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理测试的补充

一次雷击可能产生数百万伏特电压，数十万安培电流。当这样强大的能量注入到飞机里时，可能

会对飞机造成严重破坏。雷击可以点燃易燃气体、熔化金属部件、击穿和分离复合材料部件，以及干扰

安全与任务关键性系统（包括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行。最恶劣情况下，雷击还曾导致商业飞机

坠机，尽管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上一起重大事故发生在数十年前。

为提升整体飞行安全，飞机制造商为每架飞机都设计了防雷装置。

评估防雷装置的有效性，通常重点在于对部件和组件（而非整架飞机）进行物理测试。这是因为只有极少

数设施能对整架飞机开展真实的完整威胁测试，而且测试过程难度大，颇具破坏性及危险性。

此外，物理测试还会导致成本增加、开

发周期延长。例如，对正在研发的飞机进行

全面的物理测试需要制造原型机，这不仅需

要花费数月时间，而且成本高昂。如果飞机

未能通过这项测试，重新设计和改装的成本

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在改造防雷系统后完整测试现有飞机也

是可行的，然而这一过程有其局限性。飞机

每测试一天，就延迟一天无法履行它的既定

功能，即将乘客或货物运往目的地。这一情

况也会导致高昂的成本。而且，完整威胁测

试已经不止一次造成了足以让一架飞机长时间

停飞的损坏。 

仿真可以规避这些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取代物理测试。相反，它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工具，在概念

验证阶段就帮助推进飞机开发。除了帮助实现鲁棒性设计，仿真还支持验证和认证流程，以及飞机的可维护性和 

改造。

简单、轻量化且易管理

二十多年来，空中客车一直使用Ansys EMA3D来了解雷电感应电磁兼容性(EMC)，并为EMC认证提供支持。 

这个求解器既允许工程师为大型飞机建模，也能求解尺寸不足1毫米的导体引脚。

二十多年来，空中客车一直使用Ansys EMA3D

来了解雷电感应电磁兼容性(EMC)，并为EMC

认证提供支持。

脱胎于座舱数字原型的电磁模型

聚焦航空航天与国防/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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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例中，空中客车将Ansys EMA3D仿真结果与在 

西班牙赫塔菲的空客测试设施中进行的完整雷击非直接效应

(LIE)和高强度辐射(HIRF)测试（包括低电平直接驱动、低电

平扫掠电流和低电平扫掠场）得出的结果进行对比。测试座舱

装备了真实的电气装置，包括用作虚拟设备的多个金属盒以及

内有导体的多层编织结构线束。

随后，空中客车使用简单、轻量化且易管理的电磁模型开

展仿真。Ansys EMA3D时间步长加速技术增大了自由空间的

介电常数，加快长瞬态的收敛速度，从而在不显著影响场值的

情况下降低光速。实际上，EMA3D允许工程师选择比Courant标准要求的实际光速高几个数量级的时间步长。

这对雷击仿真帮助很大，因为工程师不仅关注峰值幅度，而且也关注响应的能量构成或需要求解慢速波形。

最终，这种加速技术减少了设计这项仿真所需的时步数，将仿真时间缩短了90%，从而加快了整个仿真 

流程。

提高产品安全性

空中客车工程师发现测量结果与仿真结果高度吻合。仿真结果实际上较为保守，因此不仅适用于佐证决策，

而且也适用于满足安全和认证标准。

在使用Ansys EMA3D后，工程师就无需为了验证不同的测试方法而调整电磁模型。他们可以考虑所有相关

组件，确保组件间的必要接触，同时避免不必要的连接。

最终，将现场研究与仿真相结合，就可以覆盖有可能影响飞机的所有主要的外部威胁。现场研究与仿真结果

的高度吻合，不仅证明了仿真的有效性，而且也验证了Ansys EMA3D强大的预测能力。从启动设计流程到验证、 

认证乃至此后的持续维护保养，飞机制造商现在能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更放心地运用仿真功能来评估

飞机上的感应瞬态。

而对于乘机出行的大众，这意味着在发生雷击的时候，他们可以安心入座，因为飞机的每一个零件都考虑了

防雷安全。  

直接电流仿真（蓝色）与实际测试（红色）高度吻合

   座舱表面电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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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为您提供仿真“超能力”，助力自动驾驶汽车领域 

实现工程驱动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