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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与快速多极算法(FIVIM)~1结合的一种边界类型无网格法——杂交边界点法(HdBNM)，以 

碾压混凝土为例进行多域稳态热传导分析。数值算例表明，快速杂交边界点法(FM．HdBNM)的计 

算精度在2％以内，求解过程效率不低于商业有限元软件。在考虑碾压混凝土中的多尺度构件(如 

冷却水管，其长度为其直径的几千倍)时，快速杂交边界点法因其对复杂几何模型的适应能力强而 

具有明显的优势，避免 了像有限元那样将含有小构件的结构离散为网格模型时增大求解规模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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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ast hybrid boundary node method to heat conduction in concrete dams／／SONG Min ，QIN Xian-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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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boundary type meshless method，hybrid boundary node method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multi．domain 

steady-state heat conduction in roller compacted concrete dams combined wi山 the fast muhipole method ． nle nume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rel~ive elTor of the fast hybrid boundary node method i8 smaller tllan 2％ ．and the efliciency of its solving 

process iS not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ommereial finite element software．As for the multi．scale companents in the miler compacted 

concrete dams(such as the cooling water pipe，its length thousands of times its diameter)，the fast hybrid boundary node method 

has obvious superiority owing to its strong adaptability to complex geometrical models．Accordingly，it Can avoid the additional 

solving task of the fiI1ite elemem methods due to tlle mesh refinemem when the structure contains very small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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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浇筑过程的热传导分析，目前普遍采用 

有限元法。但是有限元法在分析的过程中存在一些 

较难解决的问题。首先，在几何模型上需要生成离 

散的体单元网格模型，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其次， 

简化模型时容易忽略水坝的局部细节结构，而细节 

结构却最有可能产生热流集中并导致裂纹的产生； 

最后，对计算结果进行的后处理过程中采用等效的 

方法，网格需要划分得足够细才能近似模拟出热流 

集中位置。解决上述难题 ，杂交边界点法(HdBNM) 

是一种较好的工程数值计算分析方法。它既具有像 

边界元法的特点，即仅在边界上布点从而降低了求 

解问题的维数，而且是一种纯无网格法_l J，可以直 

接在CAD模型的表面分布离散的点进行数值模拟。 

因此，它可以很方便地模拟大坝的无限域和局部细 

节特征。但是最后得到的方程组系数矩阵是一个非 

对称满秩的矩阵，从而限制了求解规模。1987年， 

耶鲁大学的 Greengard等 J提出了快速多极算法。 

该算法能够快速完成特别密集矩阵与向量的乘积运 

算，并且同时降低空间复杂度 5，使矩阵一向量乘法 

的计算代价从 O(』v )减少到 O(Ⅳ)。已有研究证 

实：能够将该算法用于加速求解边界元的计算l61 J， 

使计算的空间复杂度和时间复杂度均降至 O(Ⅳ)。 

本文将 HdBNM和快速多极算法结合起来实现对混 

凝土进行稳态热传导数值仿真。 

1 HdBNM 

HdBNM建立在修正变分原理的基础上。在稳 

态热传导中，修正变分原理中有 3个相互独立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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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域内温度场函数 ，边界上温度场函数 和 

边界上法向流量场函数厅。对于三维域 ，其边界 

r= + ， 和 分别表示温度场和温度法向 

流量的已知边界。相应的修正泛函为 

r 1 r r 

口 一
． 
专 ，idg2一j ( 一 )dr—J r@dF 

q 

(1) 

其中， 满足强制边界条件，即在 上 = 。 

考虑局部子域周围的每个节点，变换式(1)可得 

到驻值条件。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 肺  (2) 

Qx=H0 (3) 

其中 c，，Q，日 的公式参见文献[8]。 ， 分别 

为边界上各个节点的温度值和法向流量值。对于给 

定问题，在边界上节点 sI的 】或 值已知，因而联 

立式(2)和式(3)就能解出未知量 。再将 x回代入 

式(2)和式(3)，用系数矩阵 日求解式(2)和式(3)，求 

得边界上未知的温度值或法向流量值。系数矩阵 

和 Q都是非对称满秩矩阵。直接迭代求解将是满秩 

矩阵与稠密向量的乘积，它需要运算量的数量级为 

O(N2)。快速多极算法能够高效地实现矩阵一向量乘 

积。根据快速算法的基本思想，将边界单元进一步形 

成边界叶子和边界簇结构。由 Taylor级数的多极展 

开式对核函数进行多极展开，推出快速多极杂交边界 

点法的多极矩阵系数(式(4))。矩阵系数中各量和该 

算法的具体推导过程参见文献[9]。 
∞ n 

(O )：∑∑R⋯m-~, ( )，J (Q )(4) 
n--O =一 

式中：R为实体球谐函数；L为局部扩展系数。 

2 数值算例与分析 

数值算 例使用 的快 速杂交 边界 点法 (FM． 

HdBNM)采用C++编写。 

以混凝土重力坝的一个坝段为例，其结构如图 

1所示。水坝共分7层，自上而下每层厚度分别为： 
20m 

— —'J 

4HI，8I13，12ITI，20ITI，30m，40m，100ino 

2．1 单域稳态温度场 

在混凝土模型中，设每层的材料相同，热导率 

= 2．437 8 W／(In·℃)，假设表面温度边界条件为 

F( ，Y， )=X3+ Y +Z3—3yx —3xz 一3zy 。 

FM．HdBNM直接在混凝土 CAD模型上布点，节点个 

数分别为27 100，15384，8492，其中节点数为8492个 

的模型如图2所示。对相同的模型有限元商业软件 

MSC．Patran／Nastran进行网格划分的节点个数分别 

为：121023，69679，33386，其中节点数为 33 386个的 

模型如图3所示。对水坝每层取平行于端面的中心 

线位置上点的热流密度 q 进行对比，并估计其相对 

误差，误差估计公式为 

． 厂■— ———————一  

e ： ／̂ ∑(g 一 (5) 。 √一n g；～一q ， 

式中：q 。)为精确解；q 为数值解。 

图 2 混凝土的FM-HyBNM模~0-1(8492个节点) 

图3 混凝土的 FEM模型(33386个节点) 

精确解为表面温度边界条件 F( ，Y， )，数值 

解分别为 FM．HdBNM和 FEM计算所得到的结果，如 

表 1所示。 

表 1 FM—HdBNM与 FEM计算 q 的结果对比 

图 1 混凝土模型 注：FM—HfIBNM包括分布节点时间和求解的时间；FEM只包括 

Nastrm~的求解时间，不包括 Patran的前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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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可以看出，在同一台个人计算机上 FM— 

HdBNM的整个计算时间(包括前处理和求解时间) 

少于 FEM的计算时问(仅包括求解器求解时间)。 

FM．HdBNM在节点不过少的情况下，其计算精度比 

FEM更好。本算例说明 FM．HdBNM在单域稳态温 

度场热传导分析中具有很高的精度和效率。 

2．2 多域稳态温度场 

对图 1中的混凝土各层区域设置不同的材料参 

数，自上 而 下 各 层 区 域 的 热 导 率 分 别 为 

2．575 W／(In·℃)，2．475 W／(1／1·℃)，2．375 W／(In·℃)， 

2．325w／(m·℃)，2．275W／(I13·cc)，1．275W／(IYI·℃)， 

2．437 8 W／(in·℃)。与 轴垂直的两界面设定为绝 

热边界条件，其他所有表面给定边界温度条件，其值 

如图4所示。然后分别用 FM—HdBNM和 FEM软件 

MSC．Patran／Nastran进行热传导分析。计算完成后 

取第 5层与第 6层平行于端面的中心线位置上点的 

q 进行对比，如图5所示。从图5中可以看出，FM— 

HdBNM(22072个节点)在模拟混凝土多域稳态热传 

导中，仿真计算所得的结果与 FEM(121 023个节点) 

的仿真结果基本保持一致。数值算例表明在稳态温 

度场中进行多域的热传导分析能够获得与 FEM计 

算结果相同的精度。为进一步模拟含有水管的混凝 

土稳态温度场的热传导分析提供了可信的基础。 

一 37 4l℃ 

v 
33．I~C 

26 63℃ 

℃ I8~C 

T=18+0．03Y T=40+0 25Y 

15℃ l 5℃ 

图4 混凝土表面边界条件 

2．3 加入水管多域稳态温度场 

对于含有水管的混凝土，常规的 FEM需要将网 

格模型的单元划分到足够小才能较好地模拟水管周 

围的热流情况。但是网格单元划分过细对水坝而言 

将大幅度增加求解规模。FM—HdBNM不需要划分网 

格，只需在水管边界上布置离散的点，从而很好地克 

服了上述缺点。例如：在图 1中的混凝土第 6层埋 

人5根水管，长度为 65 in，直径为 0．03 m，壁厚为 

0．01 nl。钢管内壁的温度给定为 l0℃，计算模型如 

图6所示。然后用 FM．HdBNM进行计算。完成计算 

后，在第 6层域内平行于水管位置附近取一系列点 

对应的 qx，并与未加入水管时相同点对应的 吼进 

行比较，如图 7所示。从图7中可以看出加入水管 

后，在其端部位置热流密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 

符合实际。该算例表明FM．HdBNM具有处理含有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2010，30(1) Tel：025—83786335 

一 FM．HdBNM(节点数=22 072个) 
一 FM—HdBNM(节点数=12 256爪) 
— 一 FM—HdBNM(节点数=8 492爪) 

一 FEM(节点数=12l 023爪1 
+ FEM(节点数=69 679爪) 
一 FEM(节点数=33 386爪) 

x／m 

(b)第6层域 方向 卜的q 

图 5 FM—HdBNM与 FEM在 方向上的q 

图 6 在混凝土第 6层埋入 5根水管 

图7 第6层域内平行于水管位置附近的点在 方向上的 吼 

水管的混凝土多域稳态温度场热传导问题的能力。 

3 结 论 

在上述 3个数值算例中，FM．HdBNM都是直接 

在 CAD模型上进行布点，无需像 FEM一样在 CAD 

模型上再生成网格模型。数值算例的结果表明：结 

合快速多极算法的杂交边界点法在混凝土的稳态热 

传 导分析中保持 了计算效率高和(下转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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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高的优点，其次是前处理比FEM软件方便，克 

服了FEM软件对细小特征采用等效方法将网格划 

分得足够细才能近似模拟的缺点。该法在边界上增 

加或减少节点非常容易，所以适用于解决 自适应问 

题、裂纹问题及接触问题。但是目前本文仅局限于 

模拟稳态热传导，下一步结合双向互异法可推广到 

非稳态的热传导以模拟实际混凝土的热传导问 

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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