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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3Sn 复合超导股线的临界电流密度预测
毛文玉 1，2，陈建桥1*，何凯 1，竹園茂男 3
（1.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武汉，430074；2.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201800；3.日本 丰桥市，441-8152）
摘要：超导磁体线圈中，铠装式电缆导体(cable-in-conduit-conductors，CICC)的结构形式得到了大量应用。Nb3Sn 复合材料的超
导股线由于其良好的载流能力使得其在 CICC 超导线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Nb3Sn 超导股线从生产到工作运行要经历一个大
梯度温度差的冷却过程，且超导线缆运行在大电流和强磁场的环境中，致使股线将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应力系统中。由于
Nb3Sn 超导股线的载流能力对应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对超导股线在工作历程中的应力应变状态进行准确分析计算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已有相关文献成果的基础上，在 Ansys 中对股线进行有限元建模与计算，综合考虑了冷却过程的
温度结构耦合和等效电磁力的加载问题，使得对股线的力学行为预测更加准确。以此为基础，对超导股线的临界电流密度进
行预测，同时对结构参数提出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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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Critical Current Performance in
Compound Nb3Sn Superconducting St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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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Nb3Sn superconducting material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able-in-conduit-conductors (CICC), which have
been universal applied in superconducting coils. Since the critical current of the Nb3Sn are highly sensitive on the strain state that the
highly current capacity of the strand will be degraded due to the large temperature gradient during the cooling process and the large
Lorentz force during the operation.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quantitatively clarify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conditions. In this study, the ANSYS Parametric Design Language is applied to specify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strand. Both the cooling
process for a strand and the running process for a cable are simulated. A parametric scaling law relating the critical current transport
properties with the strain, the magnetic field and the temperature is used for the calculation of critical current density. Degradations
of the current density for the different structure strands with varied magnetic field and fluctuant temperature have been discussed.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d possible route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capacity of the strand.
Keyword: Nb3Sn Strand, Residual Stress, Equative Electromagnetic Force, Critical Current, Optimization Design

料。
Nb3Sn 是 A15 结构的化合物材料，它具有较高

当前股线制备的工艺主要有：青铜法、内锡法、

的超导转变温度 Tc(18.3K)、较高的上临界磁场 Hc2(~

MJR（The modified jelly roll）法、粉末装管法等，在

22T)和较高的临界电流密度 J(106A/cm )，是制作

诸多方法中相对而言，青铜法的生产工艺较为成

10T 以 上 超 导 磁 体 的 理 想 高 场 超 导 材 料 之 一【1】。

熟，达到了大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水平【2、3】。青铜法生

Nb3Sn 股线通常由铜(Copper)、青铜(Bronze)、Ta/Nb

产的超导股线中，在初始状态下股线中并不存在

2

Nb3Sn，而是 Nb 和 Sn 的复合体，形成 Nb3Sn 要经过
隔离层和 Nb3Sn 细丝束构成，是一种典型的复合材

一个高达 923K 的热处理，而运行环境中的导体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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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液氦中，温度在 4.2K 左右。整个冷却过程由于构

结构形态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股线截面图如图 1.

成股线不同材料间的热收缩系数不同，造成了股线

所示【5】，分别为青铜法与粉末装管法制备股线的截

内残余应变的存在使得 Nb3Sn 处于收缩状态。进入

面图。

大电流强磁场的环境后，由于受到横向洛伦兹力股

与纯粹的单根股线相较，由于股线在形成电缆

线又将受到周期性的横向电磁力作用。超导股线

导体过程中会经过多级绞缆的程序，所以在股线的

载流临界参数受外界环境如温度、磁场等的影响，

最终长度方向上会呈现出一个周期性的波状形

同时，Nb3Sn 的超导性能对自身应变也极为敏感【4】。

态。在没有外载的情况下，股线的形态主要由绞缆

为了维持超导股线的稳定安全运行，确定超导体在

角度与形式所决定，同时，电缆中的股线受到封装

所处环境下的应力应变行为显得尤为重要。本文

铠甲的周向挤压会产生挤压应力，挤压载荷主要作

笔者也正是通过考察超导股线在热冷却过程和大

用在股线与股线的接触点上，股线两个支撑点之间

电流强磁场环境下股线内的复杂力学响应，结合已

的距离由绞缆角度θ决定。事实上，由于各级绞缆

有的相关应变和临界电流比例模型，从而实现对超

的相互耦合以及生产中的压缩过程，会使得股线的

导股线临界电学性能的预测和评估。

形态比周期性波状复杂的多。

1 股线结构及其载流模型

1.2 应变和临界电流比例模型

1.1 股线结构

为了定量地描述股线临界电学特性表征参数
中，临界电流密度 J C 和 V-I 相变指数 n 对应变的敏
感性以及与特征环境的数值关系，已经有许多科研
工作团队先后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多个关于J C 或

IC 与温度、磁场、应变的参数化模型得到了很大的
发展。其中用得最为广泛的有 Durham scaling law
[6]

，Twente scaling law[7]，Markiewicz strain function[8]，

ITER-2008 scaling law[9]这几种模型。其基本的思想
都是通过有限个数的待定参数去模拟广泛的磁场
及温度条件和受载情况，利用真实试验结果拟合得
出相关参数值，从而达到将一部分的实验结果推广
运用到大范围的预测中去。
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 Durham scaling law 来
对超导股线的载流特性进行相关计算研究。Durham scaling law 计算方程如下：
J C ( B, T , e ) = A ( e ) éëTC* ( e ) (1 - t 2 ) ùû
´ éë BC* 2 (T , e ) ùû

n -3

2

b p -1 (1 - b )

q

n = 1 + ( 7.5 ´ 10-4 e + 1.6 ´ 10-4 ) J C 0.607

图 1. 青铜法(上)与粉末装管法(下)制备股线截面图
Fig1. Photographs of the cross-section of the VAC 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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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2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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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and SMI-powder in tube processed strands strand
(down)

工程用股线直径一般在 0.80mm 左右，每根股
线由许许多多根 Nb3Sn 超导细丝构成，单根超导细
丝的直径在 3-5 微米左右。单纯以股线而言，从微
米到毫米已经跨越了多个数量级，构成了股线问题
的多尺度效应，而且不同的生产工艺对最终股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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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 为磁感应强度，T 为温度，e 为总体应

期生产过程中股线内部力学状态的变化，到进入低

变（不仅包含工作应变还应包含前期热残余应变），

温工作温度 4.2K 环境下，对股线进行热载荷加载，

J C 为当前B 、T 、e 下的临界电流密度，TC 和BC 2 分

计算股线从高温到低温下其体内产生的残余热应

别为临界温度和临界磁感应强度，其余均为与试验

变。

相结合拟合而得的参数，本文中所进行的计算等均

2 结果与讨论

是采用文献[6]中拟合得到的参数。

2.1 股线温度加载结果分析

1.3 股线有限元计算模型
在本文进行的研究计算中，选取青铜法制备的
单根股线为研究对象。整个股线直径为 0.81mm，
Copper、Nb3Sn、Barrier（Ta）、Bronze(含 2.5%的 Sn)的
面积分别为：0.309，0.0763，0.0206，0.1092，铜与非
铜区域的比例为 3:2，扭节距为 10mm[10]，股线有限元
计算模型的横截面及其纵向直观图如图 2. 所示。

青铜法生成的超导线残余应力通常在 200Mpa
左右，热结构分析显示股线在冷却到 4.2K 时，残余
应力为 173Mpa，正常情况下青铜法制备股线应变
范围应在-0.25%～0.38%之间。运用理论计算的方
法，将股线的形态用正余弦函数来简化描述，采用
股线一端完全固定，释放股线另一端中截面处垂直
方 向 的 自 由 度 的 计 算 模 型 ，设 轴 向 压 缩 力 定 P=
2000N 来等效温度梯度在股线内产生的残余应力，
股线的特征波长设为 10mm，股线整体杨氏模量采
用均匀化的结果 117Gpa，计算得到的残余应变为
0～0.6%之间，股线 Nb3Sn 区域及整根股线截面上的
应变值如图 3. 所示，可见计算得到的残余应变与理
论计算结果基本相符。

图 2 青铜法制备股线有限元模型截面图(上)纵向直观图(下)
Fig2. The cross-section (up) and the longitudinal shape
(down)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for bronze process
strand

股线从热反应温度 923K 到工作温度 4.2K 的降
温过程中，由于其组分各种材料的热收缩系数并不
相同，所以股线内必将存在热残余应力。四种材料
的热参数参见[10].假设 Nb3Sn 股线初始应变为 0，
既 Nb3Sn 股线在形成温度 923K 状态下不考虑其前
. 379 .

图 3. 纵向 Nb3Sn 丝(上)与股线全截面(下)应变图
Fig3. The strain state for longitudinal direction of the
Nb3Sn (up) and cross section of the strand

为了进一步验证最终结果的准确性，文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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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例模型反测得当前各种材料比例下 Nb3Sn 的

和 Ta 层共同完成。当加载电磁力达到 6 KN/m 后，

理论应变值应为-0.31%，在本文对股线的温度加载

从图中可以看到，之后的曲线斜率并没有明显的增

中，股线 Nb3Sn 平均残余应变为-0.3137%，文献参照

加迹象，分析可知，此时整个结构的铜和青铜区已

值与仿真计算值相对误差为 1.2%，计算结果的可信

基本屈服，股线对载荷的力学响应呈现出近似的线

度较高。

性关系，其比例主要由 Nb3Sn 和 Ta 的刚度决定。

2.2 等效电磁力下股线的力学响应

2.3 环境参量及结构参数对股线载流特性的影响

在计算等效电磁力的作用中，所用到的有限元

在 1.2 中所述比例模型的表达式中，可以清楚

模型与温度加载中的模型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

地得到超导体临界电流密度与温度、磁场强度的相

约束，由于股线的直径/长度比较大，选取的分析股

关性。股线在等效电磁力作用下，当处于小幅度温

线模型仅为整根股线的一部分，故对股线两端采用

变和不同磁场环境下的临界电流特性如图 5. 所

周期性约束。股线的结构参数如扭节距、材料比例

示。在实际的电缆导体运行中，在电缆内部甚至股

等取为一致，Nb3Sn 的弹性模量为 100 Gpa，铜、青

线不同的位置常常会因为液氦冷却和本身散热的

铜 、Ta 选 取 4 K 时 材 料 的 参 数 。 对 股 线 施 加 0~

非均匀性和不及时性，股线本身就处于一个变化的

10000 N/m 的向下均布载荷来等效股线正常工作运

温度范围内。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载荷作用

行条件下的电磁力，载荷节距选为 5mm。最终股线

下，较高的温度会导致超导体的临界电学特性衰减

挠度及总体应变随载荷的变化如图 4. 所示。

更加剧烈，同样，磁场强度的差异性也将较为显著
地影响着股线最终的临界电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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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股线整体挠度(上)及股线中 Nb3Sn 应变(下)随电磁力的
变化曲线
Fig4. The deflection of whole strand (up) and the strain of
the Nb3Sn (down) versus the applied electro-magnetic

从图 4. 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等效电磁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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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变温度(上)及变磁场强度(下)下标准化临界电流密度与
磁场力的关系

长初期，股线的挠度和 Nb3Sn 部分的总体应变的增

Fig5. The normalized critical current density versus the

长速率在不断增大。就整个结构而言，随着电磁力

applied electro-magnetic at varied temperature (up) and in

的增加，结构中铜和青铜屈服的比例不断增大，由

varied magnetic field (down)

于设定 Nb3Sn 为脆性材料且不发生破坏，Ta 的结构

CICC 导线的绞缆形式会直接决定单根股线的

刚度又相对较大，故后期结构的承载主要由 Nb3Sn

绞缆节距及载荷节距等参数，股线在不同的绞缆节
. 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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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P 及不同的载荷节距 L 下，其标准化临界电流密

程度上缓解 Nb3Sn 超导股线载流性能的衰减。但在

度与电磁力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图 6. 所示。

实际的股线生产中，由于股线的直径总是维持在

由于在实际工作中 L 并不为固定常数，L 越小，

0.8 mm 左右，同时又要保证股线超导部分和铜区的

则意味着接触点越多，股线的挠度和弯曲应变越

面积比，所以一般的 Ta 层厚度总是维持在数十微米

小，整个电缆的变形趋于均匀化；L 越大，支撑点的

内，通过改变 Ta 层厚度来对股线的临界电学性能进

载荷更加集中，弯曲应变增大。为验证 L 对股线载

行优化仅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

流性能的影响，笔者选取 L 分别为 2 mm、3 mm、5

Normalized Critical Current Density Jc/J0

1

mm、10 mm，得到的临界电流密度差异性非常显
著。一般地，在电缆中股线之间的接触尚未饱和之
前，载荷增加，股线与股线之间的接触点和接触面
积将会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在股线上形成更多
的支撑点，从而分散掉一部分载荷增加所导致的更
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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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 Ta 层厚度下标准化临界电流密度与磁场力的曲线
Fig7. The normalized critical current density versus the
applied electro-magnetic at different thickness of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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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给出了复合材料股线在温度加载和等效
电磁力作用下的有限元模型，计算得到了复合材料
股线中的热残余应变以及等效电磁力作用下股线
的应变。基于此，通过已有的股线临界电流比例模

0.8

型，对股线的载流性能进行了预测。主要结论如
0.6

下：
（1）建立了青铜法制备股线的三维有限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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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从股线从热反应温度 923K 到 4.2K 的冷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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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模拟，得到了股线内部各个部分的应力应变
值。并将计算结果与理论计算和与已有模型实验
8

10

图 6. 变绞缆节距及变载荷节距下标准化临界电流密度与磁
场力曲线图

结果相比对，充分验证了有限元计算得到结果的有
效性。
（2）对建立的股线有限元模型在等效电磁力作

Fig6. The normalized critical current density versus the

用下的力学响应进行了计算分析。同时综合考虑

applied electro-magnetic at different twist patches (up) and

了影响股线临界电流密度的各个环境变量和结构

different load pitches (down)

参数，分别对股线在变温度、变磁场、变绞缆节距、

显然，除环境参量及绞缆形式影响股线载流性
能外，股线自身的结构参数也将影响其载流性能。
在股线各个组分材料中，Ta 具有最高的杨氏模量，
其抵抗变形的能力更大。Ta 层厚度增加实质上即
是增加了整个结构的刚度，股线在不同 Ta 层厚度下
的临界电流密度与电磁力的曲线如图 7. 所示。
从图 7 中明显可见，Ta 层厚度的增加会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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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载荷节距及变 Ta 层厚度下的临界电流密度进行
了研究。结果显示，温度降低、磁场强度减弱、载荷
节距减小、Ta 层厚度增加、绞缆节距增大均能在一
定范围内实现对股线临界电学性能的提高。同时
分析结果也显示，在股线的限制性制造因素和环境
因素下，各个参数仅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对临界电
学性能的提高。

Nb3Sn 复合超导股线的临界电流密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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