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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谱仪、加速器及J:t输i二i系统的铅汽讼~I. ill 古?!芸术具 tf较高的精确度，何时必须对

三维磁场进行 i~算。日前大多数采用数的方法进行 77析。本文叙述了电磁均数值计算在这方

面的应用，对各种 it-算方法的优缺点‘i:1 算结果以反它和实测的的说圣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针对具体实例，对各种计算方t-i:的运用进行了楝讨。

美.词积分方程法微分方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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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仪、Jnli卓器及其输运系统对于磁铁磁场古相当寓的精度雯求，良好的场型能保证粒子

东升 飞的轨道 j·.'!n速阳传输。五十年代以前，人们采用了各种近川的 7法.付这~~型的

磁甘、兰 没 il. 灿烂巧克挟法，把 W;·iH;';让平 H'!.Y!lj iQ 悍~)~(片 ~J .\ fi::"::j 号4 日II 当于1，然17 浅出近

们的电'f.IJ 飞， I " J 'f!'洗车位面i去，把i'lO，;土 :Q 当修 IE':;叶飞磁衍质 tc 川作 Jj 哇 {I'f. -lid '~:，均匀

磁 f l: j't. ，人h设以外蚀 j♀(声日电流)的 1';iF 被J与 :'1 !引 ft. 这些近叫的解有 j'j ;'l~ i';γ ，~乙程

度上梆.1;1.IJ 际拘x·'，'· 斗毡，收 jljT ， -'l:: i:~ 汶 'L fl1，元 Etil二实际 jn] 吨的y..杂性 F!，& ， I 主与法

~J J'iIl习雷;!...:~ f.1j;捉性，迫使人们在解;友'实际 itl] 题 '!J ;\:';注 r::~ jlJ.磁跤，从 Iii]击:补这咆厅法的快 ~fi

r I: a lU然 iJL a种实际{j泣的技iU;l;!; ， fH，;{增己!I f人力、精力的屁费，泣 k 'j!t 产周

期， 6:拟}j;主·本身也不具有通用性。因此小时候拟试验的 hit来没 d 磁莎二成 f人ffl 听i旦求的

口标.

六卜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及其应用的发展，放马I ii'算方法吁始在电磁场的计析问题上

N j;'Jr';~! :I. 1964年美国加州大学的Win:;Iow采气1.:'2 :I ;J记.<\ FJ反 {leU )，斗jiji! ， 不规则的二角

形间仍离敏柏怯方缸，解二维 W~是t'J)分 J CoJom ,b fi!Dorst itJ i讲?:..r"f i主 :1 门，，1 'f; l;lI i主;恪磁

铁一.;. -;- , 1正式，;'pti去WJ:，f:J TRIM o 此日J民 !!i ￥·'·， :f，!:，.H'j:rot住的H眠占~ jj 肖!挠的油峰~r.线

性、线tJ:[tI] 坛的 i l·rr程序， {;: )i[iiI fll阿欧大;丘 ;HIJi ;'lu UNDA 川， MARE'·' , NUTCRAC_

"ER"" , CRACY 、Il l
， COlt"" , TIiOR :J'l, RENO"': , MAFCO:' O: 以及 CURE

[I 叶飞mf.

七十年代付， !臼 r计算机的吏新， IJi If的扩大以及使 HI计算机人员水乎的提高，使解大

苦::!i flJ!'fllL乎不去限制，另一 }j 耐高能物理和 1核物理的发脱，安求Jn li窒楞， j贯 fSl fll~ t-~if 体

物~P-' ljliii 的 C f'r磁铁具于'1'史良好的设计和 I更高的精度，人们把均匀磁化 i1;与微 JJ' hf'i\法巾的

IIi敖慨怠结合越来，得到 r 以友克JfJdUi但他呼出来的场 lif}自由以为形式为 JJ.i他的月 1泣{飞敖

方扭扭，形成 f喜!分方位法[
I ;】.与此同时，为(6Jf究铁磁物质内部在关的.~特性，

如 eddy curren t 夺政 Yr}j程证又在新的突破4日进展。目前新的程序广泛地采用 r (I 以}t: }j

t去， ，.勺了解决吃~~~的问题，获得~诵的精暖，充份发怀微 '.it )j归宿1 在\ 5j- }j fl it:) 各 II 优点，

IlHt{~生 'rUj色~;}.:.fU事!分1i徨法的illft应用，如l双标量位法，矢tit-标:品位it; 宰
~..t;, (t:. 说些

场合下，边界JCl去出得jljI很大发展.

)i: JJ' 注和台，'!'Ii厄法部属于偏微分 '}j握法 (POEM) , II! 对 f» JjiF.， 写的内 IIi itl 檀来

越少，闪为恼.<-t+Ml!Jc法官 Ij许多不足之处，尤}t ~与罐导丰;，~化lI·t Iii ~i'很注" 。义献
rIBJlI' JtlFDM和FEM两种)j法，计算/"J-，_.个磁铁 ， It 咆 II:敖栩/..j 的 t，'j'i，兄~'， FEM iI rf.磁场

所 HI 的扣加l数数 L1If~最IIFDM 的一半， ifriFE阔的系数知阵贮r;. :,[9lIj/(、如~FDM 的:. ;，之 。 lf:

l !.fh时也谈到，用FEM增加单比数J是采用手f限单Ji:， if·ma ，iTi世 j丘准确:tlo ifli FDM 却..以

il.,JJ , HlJ.瓦国 lET宫的单n:敷缸'在极限 k砾'军增加也无大的放~(，因为 (I:这种的况'f'l也

n:~ ;'!.~ iii~，.毛的截断说是泣不<If:钮'岛的.将目II (UL何物F牛在 r; 比校 f.l杂的的况下， (i但 1[;;1;显

/1: f\巨大的优点，加上程序 l二在易标准化，所以除 f早期的程序如 TRIM ， MARE ~宇外，白:

七十年代之后友悦越来的程序儿子部是采用在阪 Jc:hi1.鉴 rot￥悦耳-分法的采)I!越米.l4少，

下Jelt:提到 ?'ok 'Jf }j稳法时，只眼何限Jt: iF..

再!分Jj fW.: (l EM) , Itrl l t:l m.i且界事!'Jri去 (BIEM) ，又钩:边界甩出 (REM) , "fV).

itt iJJ' ~&l rol l;界i正域的二三纬"先 ·:，m电磁场问题!0 边界It:泌的突出优点J止 "lrH措绍，闪此只;日

，也I 'l，;且界 ，"， I I:， It求解!H ..l、刘i放大大减少. J!;-;.III iII !"j~ .'lH1; 量IJ 格体负脉的交换， f~史 '·j ，[Li ll r
z '



边界的区域，而边界条件隐含在飘分过程中，无稽特殊处理.应用电子计算机配以梢巧的软

件，用筷分方程法的计算费用可能比其官数值计数方法更节省.然而这种方法的优点过去在

运用中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现在该法在科学实践中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预 il 今后在也磁场

数伍解法中，能占有极高的地位.

在介绍识分方f£ j";去之前，我们不妨把磁场中位函数的微分形式的i自怯Jn'Elm以概1R: 报

分方位;去从麦克19i韦工i恒的微分形式出发，通过一定的数学代换，可以把磁场的矢势必 E磁

场或 fIT.场的标量位表示为微分形式的泊松方徨.它的通式s

Y'uw= ο

对于不间的位、势、场、源，具有袤 1 所示的意义.

1. -6: 均 U 。

简化作祉~! HaH..+Hs ' 恤 V"μH.

{~括电t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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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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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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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L.VX Ar=1
III

A"
11

V '0-1)
u

目前，几乎所有被采用的织分方程法部把磁场分成两个部分z 由于电流的存在所产生的

磁场拍l由于跌区的磁化所产生的碰场.总的场值就是这两部分的费加.线性电流区域可以宣

接求解，而镜区是非线性的，把它制分为许多小区娥，在每个小区域内认为吻理参数有I t-奇强

都是均匀的，并以它的童心处的值为翼小区域的代表值.显然每个小区域的场强除了取决 r

电流场对该区的磁ft以外，还要考虑到第它每个小区的磁化对该区的影响.这就可以对每个

区域列出一个方程.但是每个区城存在两个未知数，磁场强度和磁ft强度，即"和 M. 如果

引入材料性能;与稳M =f(H) ， 就可以求解了.由于方惶M =f(H) 是非线性的，因此}j W11

求解是一个选代i孟德.

挟IK(H~饱相或过饱和的情况 f. 呵近似地被认为是线性区域.目前多数采用边界，¥'-;t

法ii" 算.实践证明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大大地节省 ii-算时间，也能满足相当的情理E要求.

i自松方格的，、分形式通式可表示为

vv
』
a

}
→
叫

"ORF··Ed
-al

π-4=、
，
，

R
，
E
、

U

Jt中R为场点. r为赢点.不同的位.势.场. .具街 &2 所水的意义.

除 f上面所介绍的微分方但法彻夜分方耀捷以外，拖补回论J去"场也在发展 III。阔论场

院型 (GTFM) ;}.;也是- .神筋的簸。监计算}j 'tt. m~汁"场相连续域问题时，直接从物f费用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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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失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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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VXAl A , u J(曹)

B ,,=VxA., A" u VxM(r)

H=-V4I 申 M'V( 丁F订)

建象立代数方程组，所以可称为"直接禹 1ft模型" (DDM). 显然，这与目前采用的一些

其它近似方法不同。如差分法、有限元法、边界 j[;法等等，官们都有共同的步骤 B 从一寇的

物理问题出发，根据某个数学说达式{如偏微分方程，能幢楼函，积分方程等}建立离散后

的一组代数方程，然后用也 hi 算机求解.

图论场模型直接禹放 i去向理论基础是同恪拓忡学，所以是场理论与路理论的有机结合.

也可以认为这是用电路 7[; 阿三间协模拟场的新发展，是理论电℃学中"场'与"路'两个体系

综合统一的必然结果。毅近几年来用这种因论模型计算电磁场，取得了帽当成功的结果，也

显示了一起的优越性，目前这种工作还在不断地得到诞化和推 t· •
我们在设计加速器、束流锚i豆系统磁铁时， !~采用哪一种方法呢?采用什么位函数呢?

是识分 }ji1.t压 j£攒分力·位法?笼统地回答这些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我们弄清楚了它

们各自在特:4::情况下的优缺点，那么在:扣·;~nJH，t就能达到扬长Jf远的效果，编制出理想的程

序.

一般说来，识分jj位法从宏砚的角度来捕述电磁场的性质时，场L至中每一点的物理量都

与所奋的场 i原育足，也插也沈阳被催化 f的统介质.一封.考虑到这些源医牵:ti麦场点的各种影

响，边界条('I:也就小 (Uf.了.因此离放只;AI步在源区进行，减低 rM网怖gil 分的第求.喜l分

为'程it采 mat主解场，只!要剖分的树理阁象正确，就不会出现象微分方佳中所仔在的截断误

差，事!5j- ]j轩[it;!" 元源如:J>d[]jll!.仍然把场的 j!叶if乍为连续啤数处即，.因此再!分}j桂法通常能

给出比较好的悄 f立。 i萄 1 ):] 寸、二二慑储铁的剧，毒囚~ 1 • :我们采用TRIM佳序 t微分启程it) ，

GFUNf't\序(磁化强度的职分jj位丛:)和J81M 2 D程序{地界事!分it) 对官进行 f计算.因 2

是三种f{序的 ~I'算结果与安 i!J!lJt，卢呆的比较. "f以岳出对 r开l次式的k~~)确 jJJ 界的工作磁铁，

积分;与缸fL 占 f.JII. 1 1.l \巨大的优点。 a们认为对于二极磁铁，A;谁 C 型还是HI里，官们挪县青大

的问隙，有的还具有'X;方边界的锚钩，虽然磁铁中的场不饱和，世{足远不是足心的盈点，因

此事!分方位it在说 d'111~)JU街放肩Ij垂 HI. 特别是当考虑J维肘， ;t.j 于那些具有比往小的间随

和明确的边界，儿何形状 :J.比较短杂的磁铁，比如旋转也机，采用以分方位法就不能发为民

优势.因为采ffI在!分jj程沾 ~I 算这种俗铁时， tf.铁匠必须离融为相当多的同格，而事J )1方程

搓，离放后的每一单尼参数.Ji.接与J.t官所布的单元;街元，形成的属敬方但具布-~短阵结

构，必须满矩阵贮If， 这件解}j位就溺爱付出且LI旬的代价，安求大的内存以及民时间的

计算。此时j生 III~ )f )j rw;统具 (j!l!.乡的民她.因此，徽)1 }j位 i.t ~j垂月1 -r l!镜储妹的民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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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磁铁截面因 1

阁 z 不同程字的计算结果与实测约果的比较曲线

O 为测 hUll.， X 为BIM2D计算侦; j;"，为GFUNH 算{il; lIN为 TRJMit篝((i.

选用忏么位作为未知参 filMT能否编 ~iIJW比较理想的软件包也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所采

用的位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夜 1 平日在 2 所示。在主维场iHl的情况下，无论是平行平面场还

是轴对称场，矢势A只有一个方向分茧，可以当作标ill处理，因此结计算带来很大方便.但

是场的计算一旦发展到三维，名'仍采用矢锺位，那么对每一单元节点，就产生了三个未知

量，未知数增加到三倍，内存就增加到九倍，解方程的时间就为 (3N户，其中N为节点

数.如果此时采用标量位，就可以太太提高效率.

在-定的范围内，边界元法正在取得进展，其主要优点在于降低了问题的结数，只倚在

边界上进行剖分.官适用于线性和近似于线性的区城，因此在磁场饱和程度比辘低的二极磁

铁设计时能达到榈当好的效果.

. s •



• f •

I.

凭帽

O.

18
\ ! -→出庇!债
飞 O"c 。在回国 iii

、 i\-ryJ…

i、\
o. 2t- I 曰I、l

布啦地边怦 I 0'\ 、

《边坪坝叶法 1-0.川 II 0次飞

。.1← t 实11I11) 叶.051、刘 ..A;.125 飞、
/(设计值，

O.

。 .61

AU

M
B尊
富
国
骨

0.41

O.

~.O

因町的 Q3Di汗仪中D，1if.钱只有恶 j予钱 jrt;时的边绿场分布

O.

'晦章。.51

霉

。'

O.

AW

。 .11

汇 11-- 1. 0 2.B 3.1' 4.u
相对圃'离付国攘1J ~~{i~'

阿以b) Q3Df自仪 rflD，磁铁i5l:H在!ι作铁蛇时的边缘场分布



总之，发展完整的电磁场数值计算软件，巳给加速器的磁铁场设计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但合理地E确地使用巴有的程序和方榕在某些意义上将对设计结果的好坏产生相当大的影

响.因 3 给出了不同方法计算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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