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靶!射线辐射输运初步研究!
简化模型数值模拟与分析

江少恩 郑志坚 成金秀 孙可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绵阳 !"#$%%）

（#$$$年!月"&日收到；"%%%年"月#’日收到修改稿）

运用简化的(射线输运模型对管靶中的(射线输运进行初步的数值模拟与分析)介绍(射线输运的简化模

型，给出相关参量，推导出视角因子的积分表达式，对视角因子进行数值计算，讨论了简化输运模型方程的数值解

法)由数值计算结果得到辐射输运的定标公式，提出三种与辐射输运有关的自由程概念，使得辐射输运的定标公式

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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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惯性约束聚变（-./）研究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

要求靶丸内爆压缩的对称性)研究表明，靶丸辐照的

对称性要求达到#0，才能更好地满足点火或高增

益对内爆压缩的要求［#，"］)在直接驱动的-./中，许

多束质相同并经过均匀平滑的激光束同时辐照靶

丸，以便满足对称性的要求)在间接驱动-./研究

中，靶丸置于高!材料的腔内，由激光在腔壁转换

(射线辐照靶丸)间接驱动的(射线辐照具有更好

的对称性，这是由于(射线辐射被约束在腔内而不

断地与腔壁相互作用，经过多次吸收与再发射使得

腔内(射线辐射场变得更加平滑，而且更加趋近于

123456谱)
相对直接驱动，间接驱动的物理过程更为复杂，

这些过程包括：黑腔靶的堵口效应、能量吸收特性、

(射线转换机制、腔内(射线输运、辐射温度特性、

激光受激散射及超热电子特性等物理过程)对这些

问题需要进行分解研究，这样可以对每个物理过程

作更细致的研究和分析)随着三倍频激光打靶的实

施，超热电子和受激散射可以大大地降低)能量吸收

和(射线转换可以通过对平面靶的研究而解决，并

且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实验结果和一些定标规律)对
于(射线输运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我们开展

了这项研究，本文采用简单的(射线输运模型进行

数值模拟与分析，在另文中设计了一些分解靶进行

实验，并采用此模型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 简化的(射线输运模型

严格来说，研究辐射输运需要解辐射输运方程，

但由于辐射输运方程的复杂性，一般需要编制极其

复杂的程序来进行计算，而这往往是相当困难的，所

以，针对具体情况，作一些合理假定，使辐射输运问

题得到简化)
考虑任意形状由高!材料制成的腔体，在腔壁

上开有注入能量（如(射线形式）的小孔)我们采用

文献［*］中简化的(射线输运模型，它由一维辐射

热传导流体力学（辐射流体力学）的自相似解而建

立，并假定满足局部热动平衡，腔壁辐射满足789:
;34:<=28>?344公式)假定等离子体膨胀很小，因此

腔内填充等离子体膨胀与填充不予考虑)

%)& 腔壁单元之间辐射能量交换

图#为腔结构的示意图，图#中绘制的腔体代

表任意形状)外辐射源占很小的腔壁面积，大小为

"@，辐射的能流为#%（$，%），它一般是时变的&腔还

有开口以模拟实际情况存在的注入孔和诊断口&辐
射也通过这些孔漏失，用"A表示所有孔的面积和，

"B为腔壁的面积，腔的总面积为"5，则有如下关

系："5C"BD"A&忽略储存于腔内空间的极小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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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绝大部分的能量作用于腔壁，将腔壁任意一点

放大，见图!左上图!于是可将腔内的空间与腔壁材

图! 腔结构示意图

料界面的能量平衡关系式表示为

"#（!，$）%""（!，$）&"#（!，$）%"$（!，$），

（!）

"#（!，$）&!’(
"#（!)，$）

! !"（!，!)）%’)，（&）

""（!，$）&!’"
"’（!)，$）

! !"（!，!)）%’)，（(）

"#（!，$）&*（!，$）［""（!，$）%")（!，$）］!（*）

这几式中，（!）式为能量平衡关系式!源能流为

""（!，$），")（!，$）表示腔壁其他地方贡献的入射能

流，"#（!，$）为反射能流，"$（!，$）为进入腔壁材料

的能流!!"（!，!)）为视角因子，定义为

!"（!，!)）&+,"#+,"#)／$&，$&+!,!)+!（-）

如图!所示，#和#)分别为--)连线与-（!）和-
（!)）点法线间的夹角!

（*）式中的*（!，$）为再辐射系数，也称反照

率!（!）—（*）式的方程组可以确定腔内辐射场!"’
（!，$）和腔的结构是给定的，当反照率*（!，$）已知

时，就可以求出")（!，$），""（!，$），"#（!，$）和"$
（!，$）!应注意到，虽然（!）—（*）式中不显含时间，

但未知量是含时间的!即使源"’（!，$）是不变的，反

照率也是时变的!

!!! 辐射流体力学自相似解

当热辐射沉积在高.材料的腔壁上时，会形成

相当稠密等离子体，中等温度和高密度的等离子体

会对入射的辐射场是光性厚的!能量传输到腔壁后，

紧接着是辐射扩散，形成辐射热波!同时，部分等离

子体内能转换成膨胀的动能!由于等离子体是光性

厚的，它再辐射.射线到腔内的空间区域!在等离

子体与辐射之间存在完全热动平衡条件下，可以得

到解析公式!在这种情况下，辐射流体力学方程满足

自相似解［/］，于是可以得到定标公式

/#（$）&0)$%)"&)$， （0）

其中系数0)、指数%)和&)与腔壁材料的物理性质相

关!利用12345678,92:;566公式，可以得到再辐射能

流为

"#（$）&’/*#（$）&0$%"&$， （<）

其中0=’0)*，%=*%)，&=*&)，’为12345678,92:7
;566常量!对于实验中通常所采用金作为腔体材料

的情况，可以得到［>］

/#&&0&!&$&
／!("*／!($ ， （/）

"(#&*!/<$(/
／!("(!0／!($ ， （>）

其中"#和"$ 是以!’!*?／+;&为单位，$以6"为

单位!将（!）式代入（>）式，并消去"$得到

"1（!，$）&0$%［""（!，$）%")（!，$）,"#（!，$）］&，

（!’）

其中0=*!/<，%=/／!(，&=!0／!(!利用（&）和（(）

式，""（!，$）由源能流"’（!，$）的积分表示，")（!，

$）由再辐射能流"#（!，$）的积分表示，于是得到一

个非线性、仅有一个未知量"#（!，$）的积分方程为

"#（!，$）&0$%!’"
"’（!)，$）

! !"（!，!)）%’)%!’$
"#（!)$）

! !"（!，!)）%’),"#（!，$［ ］）
&
! （!!）

若""（!，$）为（!!）式的解，再辐射系数*（!，$）就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视角因子的确定

如果我们考虑仅限于图&所示的柱腔的结构，

则可将视角因子!"（!，!)）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2
（3@），表示源的端面与柱腔壁间的几何关系，另一个

是4（3@A3@)），表示柱腔壁各点之间的几何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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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示为沿轴项距离与柱腔半径#"之比，即!!#

!／#"$%为柱腔的长度，则%!#%／#"$对柱腔来说，是

轴对称的，因此&$（!，’）等能流与方位角无关，仅与

图% 管腔结构示意图及视角因子(（!!）和)（!!&!!"）"的图解

说明

轴向距离有关，于是（’’）式变成

&$（!!，’）*+’［!&"!(（!!）,!
-%

"

&$（!!"，’）

!

·)（!!.!!"）(!!".&$（!!，’ ］）
"
$（’)）

利用几何关系，经过较为复杂的推导，可以得到

(（!!）和)（!!&!!"）的积分表达式为

(（!!）*!!!
%!

"
!
’

"

（’.#!/*+,"/）
［（’.#!/*+,"/）%,!!%］%#!/(#!/("/，

（’-）

)（!!.!!"）*!
%!

"

’.*+,""
［%（’.*+,""）%,（!!.!!"）%］%(""$

（’.）

上两式中，两撇坐标表示与源的端面极坐标有关的

量如#!/和"/，一撇或无撇号的坐标表示与柱腔壁的

坐标有关，如!!"，""和!!等$其中（!，#，!）为柱腔的

极坐标$（’-）和（’.）式不能解析求出，需要数值积

分$(（!!）和)（!!&"）数值求解的结果见图)$

图) 视角因子(（!!）和)（!!）随轴向距离（!／#"）的变化

) 简化的/射线输运方程数值解法

对!!作离散化，即为0#’，%，⋯，1 个点，在每

一个(!!的小环带内，&$（!，’）不变，于是在每一给

定时刻，（’)）式表示为1 个非线性方程$这样就得

到&$（!，’）第0个环的方程为

&0$（’）*+#!［&0,（’）,&00（’）.&0$（’）］$$（’1）

由（’1）式看出，关于&$（!，’）的方程是一套复

杂的非线性的积分方程组，只能数值求解$其中第0
个环的&0,和&00的表达式为

&0,*
&0"
!(

（!!0）,"
2#0

&2$
!)

（!!0.!!2）(!!，（’2）

&00*
&0$
!)

（"）(!!$ （’3）

对非线性方程组一般只能采用迭代法求解$取
方程组（’1）的迭代初值为

&0（"）
$ *+’! &"(

（!!0）［ ］!
$
$ （’4）

上式中上标（"）表示第"次迭代值即初值$
迭代法求解的关键是迭代过程的稳定性和收敛

性，只有收敛才能得到有意义的解$不同的迭代方式

要求不同的收敛条件，但是这套方程较复杂，对它们

的收敛条件进行分析是很困难的，对此情况，一般只

有试着采用多种方法，从中找出能收敛的方法$对这

套方程，我们尝试采用了多种算法，如不同形式的简

单迭代法、牛顿法等均不收敛［’"］，最后采用梯度

法［’’］，结果收敛而且很稳定，说明此算法适用于本

问题的数值求解$梯度算法简述如下$
设非线性方程组为

30（&’$，&%$，⋯，&0$，⋯，&1$）*"，0*’，%，⋯，1$
（%"）

上式就是方程组（’1）的另外一种表示$
定义目标函数为

)*)（&’$，&%$，⋯，&0$，⋯，&1$）*"
1

0*’
3%0，（%’）

则梯度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选定一组初值（见（’4）式）为

&’$，&%$，⋯，&0$，⋯，&1$； （%%）

%）计算（%’）式的目标函数值)；

)）若)$%（%为很小的正数，表示计算精度要

求），则&’$，&%$，⋯，&0$，⋯，&1$ 即为方程组（%"）的一

组实根，迭代过程结束，否则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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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目标函数!对于""#，"$#，⋯，"##，⋯，"$#
的偏导数

!!
!"##

%$!
$

&%"
’&
!’&
!"##

，#%"，$，⋯，$，（$%）

再计算

(%!
$

#%"

!!
!"#（ ）
#

$
； （$!）

&）计算

"##)!
!!
!"##
""##， （$&）

其中!’!／(*
从（$）式开始重复进行计算，直到满足精度要求

为止*

! 计算结果与自由程分析

利用已测量的源 强 度 为"(’$*()"("% *／

+,$，相应的辐射温度为+#（(）’""-./，输运管长

度为&0’1，并取,’"23，作为已知条件，对（"1）式

的方程组计算出辐射温度沿轴向分布见图!，图!
中将辐射温度用源处的辐射温度+#（(）进行归一

化，即图!中的纵轴为+0#（-0）’+#（-0）／+#（(）*再辐

射通量"#随轴向距离的变化情况如图&所示*注意

到纵轴"#为对数坐标，由图&可见，在对数坐标条

件下，"#随-／.(变化基本为直线，这就说明"#为

-／.(的指数函数，"#随-／.(指数衰减，遵从指数

衰减律*

图! 腔内辐射温度空间分布

从图&不难拟合出定标公式

"#（-0）／"(#.45（)"-0）， （$1）

其中"’(*6*由输运方程（"1）知道，在给定腔的大

小后，再辐射强度"#仅与源强"(有关，因此"是

7射线源强度"(的函数*如果输运方程（"1）是线

性的，即#’"，则"’(*6对所有的源强度"(都是

图& 再辐射通量"#随轴向距离（-／.(）的变化

适用的*但是由于输运方程（"1）是非线性的，所以衰

减系数"依赖于7射线源的辐射强度"(，对不同

的"(，"取值是不同的，严格来说，"’(*6仅对图!
和&的结果适用*可是（"1）式中的指数#’"1／"%’
"*$%比"大得不多，因此，"’(*6的适用范围还是

较宽的*当源的辐射温度为+#（(）’（""-8%(）./，

由（"1）式得到再辐射7射线强度分布"#的误差不

会超过$(/（$(*$%’"9":*$/）*对于“星光"”装

置来说，所能达到的辐射温度一般在"((./左右，

所以"’(*6满足“星光"”装置一般的辐射输运的

条件*这样就得到“星光"”装置辐射输运的再辐射

强度定标公式

"#（-0）

"( #.45（)(*6-0），6(./$+#（(）$"&(./*

（$:）

根据;<.=>2?@AB<C,>22公式"#’$+!#，则（$:）式变

为辐射温度的定标公式，即

+#（-0）

+#（(）#.45（)(*$$&-0），

6(./$+#（(）$"&(./* （$-）

以上定标公式（$1）—（$-）是由数值分析结合实

验结果而得到的，带有唯象的性质，其实可以从物理

意义进行分析*为此，可以引入自由程的概念，令

&0"%"／"， （$6）

可以称&0"为辐射输运自由程，且得到&0"’"／(*6’
"*"，于是（$1）式变为

"#（-0）／"(#.45（)-0／&0"）* （%(）

而输运自由程&0"可以分为几何自由程&0D和辐射进

入管壁泄漏能量而引起的自由程&0E，为了方便，称

&0E为泄漏自由程*&0D是由视角因子引起的自由程*
这几个自由程都以管靶半径进行归一*

("&" 物 理 学 报 !6卷



由腔壁再辐射强度!!与进入腔壁的辐射强度

!"（热波）的关系式（#）可以得到

!"!!$%
／$&

! ， （%$）

而!!满足指数衰减率（’&）或（%(）式，则有

!"!)*+（"#,／$,"）%)*+（"$%#,／$&$,!）&（%’）

这样，可得到泄漏自由程$,"与输运自由程$,! 的关

系为

$,"%
$&
$%$
,!%$&’%$,!， （%%）

于是得到$,’-$&’%／!-$&%.%&
几何自由程$,/与视角因子有关，$,/定义为腔内

壁所有的面元对腔壁任一点的平均几何自由程，即

$,/%
"(0"#（!，!)）$／*(1()

"(0"#（!，!)）1()
， （%2）

其中"#（!，!)）和$的定义见（.）式，且$,/已用管靶

的半径进行归一，上式积分是对整个腔的面积(0
积分，不难证明

"(0"#（!，!)）1()%!& （%.）

我们对此可以进行简单的证明&在+)点上，有关系

式存在$’1%-1()034&)，1%是+)点处的面元1()
对+点所张的立体角，则有

"(0"#（!，!)）1()%"034&034&)$’
$’1%
034&)

%"034&1%%!& （%&）

即得到（%.）式&因此，$,/可写成

$,/%
$
!"(0"#（!，!)）$／*(1()& （%5）

对于管靶，$,/与视角因子一样可以分为端面与

柱腔壁间以及柱腔壁与柱腔壁间的两个部分&分别

称之为,（#,）和-（#,6#,)），利用.（#,）和/（#,6
#,)）的表达式可以得到

,（#,）%#
,
!"
’!

(
"
$

(

（$"*,0034’0）
（$"*,0034’0）’1#,’

*,01*,01’0，（%7）

-（#,"#,)）%$!"
’!

(

$"034’)
’（$"034’)）’1（#,"#,)）’1’)，

（%#）

于是得到

$,/（#,）%,（#,）1"
2,

(

-（#,"#,)）1#,)1,（$,"#,）

1"
3$"32

(

-（#,"#,)）1#,)& （2(）

上式中$,-$／*(（$为管靶的总长度）是以管靶半径

归一的管靶长度，另外,（#,）和-（#,6#,)）均含有

两项，这是由于在#,处，左右腔壁和端面的面元均对

#,点处的自由程有贡献&由靶管长度$,-&，代入（2(）

式，经过数值计算得到图&的曲线&由图&可见，$,/
随#,是变化的，取$,/的平均值为%&7%&

图& 几何自由程$,/随轴向距离（#／*(）的变化曲线

总的自由程即输运自由程$,)!是几何自由程$,/
及泄漏自由程$,"组合得到的，即

$
$,)!
%$
$,/
1$
$,"
& （2$）

将$,/-%&7%和$,"-$&%.%代入（2$）式得到

$,)!#$8(& （2’）

这与数值计算得到定标输运自由程$,!-$&$很相

近，可见定标公式（’&）的物理意义很明确，可以从自

由程的概念分析而得到输运自由程$,!的近似值&

. 结 语

本文运用简化的9射线输运模型对管腔靶中

的9射线输运进行初步的数值分析，得到的结果如

下：

$）根据简化的辐射输运模型，由计算结果拟合

出再辐射强度随输运管道的衰减公式和辐射温度的

变化公式:
’）针对管靶，提出与辐射输运有关的三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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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概念，并进行物理分析，分析的结果与由数值计

算和实验结果得到定标公式的结果相符合，从而赋

予定标公式明确的物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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