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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RF 活动光子挡光器的模拟与实验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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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上海光源插入件光束线前端区高热负载元件活动光子挡光器热缓释设计的数值模拟和实验结

果。数值模拟与实验测量结果在 10℃的误差范围内一致，且数值模拟结果都高于测量值。测量结果证明了挡
光器热缓释设计中采用的数值模拟方法在直接冷却高热负载部件的应用中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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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光 源 (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SSRF)作为一个高性能的第三代中能同步
辐射装置 (电子储存环能量 3.5 GeV，流强 300 mA，
自然发射度 3.9 nm·rad)，其辐射的 X 射线光谱具有
很高的亮度和通量，垂直入射最大峰值功率密度高
达数百 W/mm2(距光源点 10 m 处) [1]。为确保高热负
载的光学元件不受损伤并能输出高品质的光，必须
对元件进行充分的冷却。高热负载光学元件主要包
括前端区的活动光子挡光器、固定光栏、光子吸收
器和铍窗等，以及光束线上的晶体单色器和反射镜
等。
活动光子挡光器是前端区最主要的保护性光
学元件，为确保其热安全性，我们在设计加工前用
有限元分析(FEA)软件 ANSYS 对其热缓释效果进
行数值模拟。为验证数值模拟的可靠性，在上海光
源调试期间测量了挡光器运行时的温度分布。同时
通过对实验数据和模拟结果的比较分析，得到更为
准确的模拟流程，为以后设计过程中的理论分析提
供准确的参数和近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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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光子挡光器的结构

光束线前端区活动光子挡光器的作用是在储存
环运行时阻挡高功率密度的同步光，使光束线后端
能够进行设备维护。实际上，活动光子挡光器是一
个光子吸收器，在超高真空中做在线升降运动以开
启和关闭同步光。在关闭状态时承受很大的热负载，
要求热负载通过水冷释放，其冷却结构主要由受光
面上的功率密度大小、吸收体材料和冷却方式等因
素决定。
降低同步光照射在吸收体上的功率密度一般有
两种方法：一是使同步光掠入射到受光面上(图 l)，
即受光面与同步光入射光轴成一很小的夹角，以增
大吸收体的受光面积；另一种是选用轻金属(如 Be)
作吸收体，使同步光在较大的体积内被吸收。SSRF
扭摆器前端区水冷活动光子挡光器采用侧向掠入射
(掠入射角 2.8 ° )的方式降低吸收体承受的最大功率
密度，结构见图 2。

掠入射模型示意图（H, 宽度; V, 垂直高度; α, 掠入射角）

Fig. 1 Schematics of glancing incidence photon shutter (H, width; V, height; α, incidence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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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活动光子挡光器的结构图(a)和挡光器内吸收体结构示意图(b)

Fig.2 Structure of the water-cooled photon shutter (a) and schematics of the absorber(b).

2

数值模拟

水冷活动光子挡光器的吸收体在使用过程中挡
光时承受高热负载，通光时不承受热负载，其设计
须确保其受热时不受损坏，还须考虑挡光器吸收体
热循环低周疲劳对材料的损伤。因此，吸收体在受
热时所能允许的最高温度和最大热应力，由挡光器
设计使用寿命所对应的疲劳特性决定。目前尚无国
际统一的X射线高热负载部件的设计准则。美国APS
光源的设计准则是对Glidcop材料，同步辐射作用的
极限温升小于300℃[2]。文献[3]提出了一个材料失效
准则：结构的最大Von Mises应力小于2倍的材料抗
拉强度，但尚待国际同步辐射界的公认。从工程实
际出发，我们采用较保守的设计准则，即最大Von
Mises应力小于材料的屈服强度。
光子挡光器的整体机械结构复杂，很多部件对
光子挡光器的热应力分析结果影响很小。在对光子
挡光器建立有限元分析模型时，用了一些合理的简
化，主要有：忽略支撑升降机构、腔体外面冷却铜
管、两头的真空连接法兰。光子挡光器受热体采用
Glidcop-ALl5材料[4]。
为进行光子挡光器的热应力分析，首先得计算
从插入件光源发出的同步辐射功率的空间分布。我
们用日本Spring-8开发的Spectra V7.1软件[5]和ESRF
网站提供的XOP V2.1软件[6]计算光源在空间的功率
密度分布（对能谱积分），作为热负载施加在有限元
模型上。SSRF医学成像光束线站多极扭摆器的光源
辐射的总功率为9.5 kW，最大功率密度为10.35
kW·mrad–2 [1,7]。
光源产生的X射线能量，用受热表面全吸收的
近似方法(安全原则)，不考虑X射线的表面反射，不
考虑X射线在吸收体内的体分布(SSRF扭摆器产生

的同步光的绝大部分能量都在受光面的浅层被吸
收)。如此处理吸收体承受的热负载，数值模拟结果
要比实际测量值偏大。
在有限元分析的加载过程中，利用 ANSYS 的
参数化设计语言，从文件中读入功率密度分布数据，
建立以节点坐标(x,y)为索引的 TABLE 表，采用
ANSYS 的表格加载技术直接加载热负载，避免了
函数拟合引起的误差，提高了热负载加载精度。
在数值模拟过程中只考虑对流和热传导两种换
热方式(前端高热负载部件)，忽略热辐射对散热的
贡献(挡光器吸收体外表面的温度在常温范围)，这
也使FEA值高于测量值。对流冷却能力用对流换热
系数来表征，按经典传热经验公式估算[8]，其精度
取决于冷却水的动力学参数的稳定性（流速、紊流
状态、温度等），忽略固液换热表面的加工状态的影
响。有限元分析时冷却管道的对流换热系数取0.015
W·m–2·K–1。
在设计阶段的数值分析过程中，考虑光源与光
子挡光器之间可能的角度相对偏差(其大小由储存
环的轨道稳定性和设备的准直水平决定)，要求在设
计允许的偏差范围内光子挡光器上的最大热应力符
合SSRF的设计判据。目前储存环轨道稳定度5 μm
(RMS)，对光源功率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在对比实验的数值模拟过程中光子挡光器按理论轨
道接收光源发射的能量。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上海光源现处于运行初期阶段，所用的活动光
子挡光器无法在线测量其承受高热负载时的热应
力，也无退役挡光器用以测量残余应力而表征其所
承受的最大热应力。由于挡光器的热应力与其温度
最大值有对应关系，可以通过测量光子挡光器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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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布与储存环电子束流变化的符合程度来检验数
值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挡光器上温度最高点处在超高真空环境内直接
接收 X 射线的表面上，从设备外部无法直接看到，
不能用红外测温仪透过观察窗直接测量其温度；另
外温度最高点是承受强 X 射线辐射的地方，不能使
用接触式温度传感器来测量。考虑到挡光器外部的
温度随热负载的变化不明显，若用于对比实验对测
量精度要求太高而难以实现，把温度测量点安排在
挡光器上的一些深孔内，并在加工过程中使孔的底
部尽可能与受热面理论最高温度处接近。从工程安
全的角度考虑，真空壁最薄处的厚度须不小于 5
mm，测温点与挡光器最高温度点之间存在着较大
的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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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工业级 K 型热电偶作为温度传感器，
以点接触方式安装在挡光器预留的深孔内，通过远
距离传输线把信号从储存环隧道内引出到光束线控
制柜，在此用 MOSA 温度测量模块读出温度值，再
传输到计算机终端显示。
由于隧道内无法长期保证参考冷端的温度，测
量过程中只用 MOSA 模块内的电子参考温度作为
冷端补偿，温度测量系统的误差较大。本文中的测
量温度都是经过温度校正后的值。图 3 是 XAFS 和
STXM 光束线前端区活动光子挡光器测温点温度测
量值和 FEA 值。两图中的极限温度是指设备安全状
态下所能承受最大热负载时测温点的温度，也就是
设备安全保护的上限温度(FEA 值)。

(a)
(b)
图 3 XAFS(a)和 STXM (b)光束线前端区活动光子挡光器测温点温度测量值和 FEA 值
Fig.3 Temperature of photon shutter at the front end of XAFS (a) and STXM (b) beamlines, and the FEA values.

从图 3 可知，数值模拟与实验测量结果存在小
于 10℃的不一致，且所有数值模拟结果都高于测量
值。从工程角度看，测量结果证明了挡光器热设计
中采用的数值模拟方法在直接冷却高热负载部件的
应用中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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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photon shutter temperature measured in the front end of
insertion devices at SSRF with the FEA sim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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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port our work to handle with the heat load of photon shutter in front ends of the Phase I

beamlines at 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SSRF). The heat load had been simulated with the ANSYS
FEA software in designing the beamlines. Efforts were made recently to measure temperature of the photon shutters.
The FEA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compared. The simulated results agree with the measurement data within an
error range of 10°C, with the FEA value being always larger than the measured on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water-cooling design method of photon shutter is correct and the simulation of high heat load components cooled
directly by water can ensure safety of the device.
Keywords Cooling of high heat load, Photon shutter, FEA simulation
CLC TL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