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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高能量密度物理 (HEDP) 中广泛存在流体力学不稳定性，比如，

烧蚀 Rayleigh-Taylor 不稳定性 (ARTI)和烧蚀 Kelvin-Helmholtz
不稳定性(AKHI)。

尖钉型细长射流广泛出现在激光核聚变 (ICF) 实验和天体物理

中，比如，激光烧蚀RTI实验中的细长型尖钉 (Spike)，以及天

体物理中的射流 (Jet)，等。



问题的提出 (I：ICF)

长久以来流体不稳定

性，特别是烧蚀RT 不稳定

性(ARTI)一直是 ICF 一个很

大的挑战。不论直接驱动还

是间接驱动 ICF，加速和减

速阶段要经历 ARTI 的考

验。成功 ICF 要把ARTI 控

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传统中心点火ICF的四个阶段



I: 加速阶段。激光将烧蚀层物质离化，形成向靶外侧喷射的低密度等离子

体，由于“火箭效应”会加速靶，这个“加速” ICF 期望的，但是这时等离子

体和烧蚀面形成的“外界面”是 RTI 的，此时，RTI 首先会降低靶的对称度

和激光能量的沉淀，其次会限制内爆速度，甚至，加速阶段如果不能较好

地控制 RTI，RTI 的 Bubble  会冲破主燃料靶壳，导致点火失败。

II: 减速阶段。当芯部受压缩的燃料开始减速靶壳时，这时芯部低密度热斑

和靶壳内侧组成的“内界面”同样是 RTI 的，这个阶段的 RTI 首先会减缓热

斑的形成，其次会影响热斑的大小，这个阶段的 RTI 如果不能得到较好的

控制，RTI 冷的主燃料 Spike 可能会破坏热斑的形成，导致点火失败。



问题的提出 (II：实验室天体物理)
天体物理中，射流(喷流，Jet)类结构在天体观测中到处可见。 Eagle 星
云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的“创造之柱”(象鼻子)的形状，它展现了恒星诞

生的早期图像，其柱状结构被认为是由辐射烧蚀 RTI (ARTI)引起的, 是
尖钉(Spike)的遗迹，已得到近来一些观测的证实。

天体物理中的“射流”类结构是流体力学“不稳定”的，但是天文观测中是

“相对稳定”的，背后应该会有一些机制来抑制流体力学不稳定的发展，

特别是要抑制射流头部 KHI 的发展。目前辐射致冷和磁场，以及相对

论效应被认为是其中主要的稳定机制，我们的模拟结果表明，烧蚀(热
传导)效应也同样会强烈地抑制KHI的发展。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烧蚀对

RTI和KHI的影响。将来的工作会考虑含辐射，磁场，和相对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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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阶段，密度和速度过渡层对RTI
和KHI的影响(解析研究)

线性化

得到包含 RTI 和
KHI 二阶常微分方
程(ODE)

扰动形式

物理背景：实验和数值模拟表明, 射流的两侧存在平滑的密度和速度过渡层，

需要研究“过渡层”效应。控制方程式：质量方程，动量方程和不可压缩条件。



采用 ICF 中常用的双曲剖面密度和速度过渡层，和近似本征函数，得到色散关系

线性阶段“纯”密度过渡层对 KHI 的影响：增加 KHI 的线性增长率，降低频率



L. F. Wang,  C. Xue,  W. H. Ye,  Y. J. Li, Phys Plasma 16,   112104 (2009)

L. F. Wang,  W. H. Ye,  Y. J. Li, Phys Plasma 17,   042103 (2010)

KHI 的线性增长率和频率，随无量纲化密度和速度过渡层宽度的变化

结论：(1) 密度过渡层效应增加 KHI 的线性增长率而降低 KHI 的频率

(2) 速度过渡层降低 KHI 的线性增长率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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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非性阶段界面宽度对RTI的影响

我们2009发展的任意
Atwood数下，经典弱非线

性理论给出的前三次谐波

1988年Jacobs和
Catton给出特殊情况

Atwood=1

为了研究弱非线性阶段
的RTI，定义前三次谐
波产生系数C，D，E。

J. W. Jacobs and I. Catton, J. Fluid Mech. 187, 329 (1988);
L.-f. Wang, W.-h. Ye, and Y.-j. Li, Chin. Phys. Lett. 27, 025203 (2010)

包含密度宽度的RTI解析理论目前还没有，解析研究存还在很大的困难。这里

我们使用自己开发的二维(三维)数值模拟程序来研究界面宽度效应下弱非线性

纯流体 RTI(CRTI)，主要研究前三次谐波产生系数。模拟使用5阶WENO 格式

求解纯欧拉(Euler)方程。网格分辨率是1000*512 或2000*256。初始给单模界面

扰动。重力方向采用零流边界条件，波长方向采用周期边界条件。



不同界面宽度下RTI的线性增长率和前三次谐波产生系数

模拟中采用的基本流场分布(三个不同宽度密度过渡层)，对应的线性增长率



L.  F. Wang,  W. H. Ye,  and  Y. J. Li, Phys Plasma 17    052305 (2010)

界面宽度效应降低RTI的线性增长率 (ICF希望)，但同时会增加 RTI 的非线

性阈值 (不利于 ICF，因为增加非线性阈值有利于形成大尺度射流状结构)。

界面宽度效应降低二次和三次谐波产生系数 (不利于 ICF，因为会抑制高次谐

波小尺度结构的发展，促进大尺度结构的发展，可能会形成射流状结构)。



L.  F. Wang  et al,  EPL. 90,   15001 (2010)

界面宽度下RTI非线性阈值研究

结论：密度过渡层宽度效应强烈地改

变 RTI 的非线性阈值，在 ICF 关心的

区域内，密度过渡层效应会增加非线

性阈值到经典预测 0.1λ的几倍左右。

这是 ICF 靶设计值得注意的问题。

数值模拟(LD→0)和我们解析理论的对比

不同A数下的ηs随界面宽度LD的变化

定义：基模增长偏离线性增长10%时, 对应的线性幅值

为非线性阈值，ηs。我们的三阶展开解析理论给出：

。

不同界面宽度LD下的非线性阈值ηs随

扰动波长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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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非线性阶段烧蚀RTI(ARTI)
控制方程：二维欧拉方程加电子热传导和加速度源项

这里使用我们自己开发的二维(三维)数值模拟程序来研究弱非线性阶段ARTI。
这部分模拟使用5阶WENO格式求解欧拉方程，用4阶中心差分离散热传导并用

隐格式求解能量方程。网格分辨率是1680*256 。初始给单模扰动。重力方向

(x)采用零流边界条件，扰动波长方向(y)采用周期边界条件。

(MK)

(CH材料, 理想气体)

(总能量)



ARTI 和 CRTI 一维无扰动稳定流 (二维模拟的初始基本流)

一维稳衡流

我们知道，烧蚀效应会形成一个平滑密度剖面，即，烧蚀效应会引起密度梯度

效应。为了分离烧蚀效应，来单独研究烧蚀对RTI的影响(ARTI)，我们同时采

用烧蚀形成的密度剖面，研究对应纯流体(CRTI)的情况。CRTI中，压力采用

静压平衡条件： 。注意我们这里的研究中，CRTI
和ARTI的压力剖面有所不同。将来的工作会考虑这个差别。



弱非线性阶段ARTI 和 CRTI的对比

烧蚀效应降低 RTI 的线性增长率，特别是短波长，并存在一个截止波长(cut-off)。
烧蚀效应增加短波长的三阶反馈，对短波长扰动有强烈的致稳效果。

烧蚀效应降低 RTI 的二次谐波产生系数，特别是短波长。出乎意料的是烧蚀增加

三次谐波产生系数。下面我们通过研究前 6 次谐波的演化来理解这个现象。



结论：烧蚀强烈影响弱非线性阶段烧蚀RTI的模耦合过程

三次谐波先下降后上升的原因分析：

四次谐波等高次谐波的发展超过三次谐波产生和发展

ARTI 和 CRTI 中前 6 次谐波的幅值随时间的变化



结论：烧蚀，密度过渡层宽度，同时影响弱非线性阶段 RTI 的模耦合

L.  F.  Wang,  W.  H.  Ye,  and  X.  T.  He et al,  Phys Plasma (to be appeared)

界面宽度对CRTI前6次谐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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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非线性阶段烧蚀KHI(AKHI)
控制方程：二维欧拉方程加电子热传导

使用我们自己开发的二维(三维)流体模拟程序来研究弱非线性阶段 AKHI。模

拟使用高精度5阶WENO有限差分格式求解欧拉方程，用4阶中心差分离散热传

导并用隐格式求解能量方程。网格分辨率是2000*256或2000*512。烧蚀方向(x)
采用零流边界条件，波长方向(y)采用周期边界条件。初始给单模界面扰动。



L.  F.  Wang  et al,  Europhys. Lett. 87,   54005 (2009)

结论：热传导效应稳定

KHI。烧蚀抑制二次和

三次谐波产生和发展。

(类似 ARTI)

一维计算的初始流场分布

AKHI 和 CKHI 的线性增

长率曲线

t =3 ns, 4 ns and 4.6 ns 时刻

AKHI 和 CKHI 密度场分布
AKHI 和 CKHI 中，前三次

谐波幅值随时间的演化

不同压力和密度分布下，

烧蚀面最小密度梯度标长

L 随时间的演化，由于没

有绝对的稳衡态，这里我

们选取密度梯度标长变化

不太大时刻的密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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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非线性阶段烧蚀RTI(ARTI)

使用我们自己开发的二维(三维)数值模拟程序

来研究强非线性阶段 ARTI。数值方法和边界

条件同弱非线性阶段 ARTI 的模拟。

(MK)

(1)
(2)

一维稳衡流场分布



弱预热，强预热，和强预热对应纯流体情况的线性增长率，以及相
应的气泡和尖钉的幅值，速度，和加速随时间的演化



强预热情况下非线性RTI的密度和涡的演化

在强非线性阶段的 ARTI 中，我们发现“Spike 减速”和“Bubble 加速”演化现象，以及

“Spike 速度饱和”现象。其中，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 Spike 减速和 Spike 速度饱和的概

念。模拟结果表明：强非线性阶段，Bubble 顶端涡的运动形成的离心力导致气饱加速，

非线性过压效应(Overpressure)导致尖顶减速。这些现象和 CRTI 完全相反。CRTI 中，

Spike 一直保持加速，Bubble 先加速后减速，存在一个 Bubble 饱和。此外，我们的模

拟中射流 (Jet) 的长宽比也能接近10左右，这是是典型天体射流的参数。

气饱加速最早由Betti 和Sanz报道见参考文献



强预热情况下非线性RTI的热流和压力的演化

模拟表明：Spike 头部热流会形成“锥”型高温区，同时，Spike 头部的压力会有所

升高 [Overpressure 效应, Sanz, Betti, Goncharov, et al，Phys. Plasmas (1996)]。



采用强预热密度剖面的非线性CRTI的密度和涡的演化

CRTI 和 ARTI 最大的区别: (1)  CRTI 中 Spike 头部的次级 KHI 得到充分

的发展有明显的 Mushroom 结构，而 ARTI 中次级 KHI 被有效的抑制，

Spike 头部没有明显的卷曲。(2)  CRTI 中的大尺度射流会断流，ARTI 中

的射流可能会保持很长，特别是强预热的情况。



比较两种预热，表明强预热更能有效抑制 Spike 头部 KHI 的发展。比较两种不同的

预热和无烧蚀的情况，发现预热烧蚀强度和 Spike 头的 Mushroom 结构直接相关。

弱预热情况下非线性RTI的热流和压力的演化

W. H. Ye,  L. F. Wang  and  X. T. He,  Phys Plasma 17,  12270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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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非线性阶段烧蚀KHI(AKHI)
控制方程：二维欧拉方程加电子热传导

这部分模拟仍然使用我们自己开发的二维(三维)数值模拟程序。模拟方

法和条件同弱非线性阶段 AKHI 的模拟。

主要研究初始单模 KHI 的非线性演化(50微米)和初始两模 KHI (100微米和

50微米)的合并 (Pairing) 现象。为了得到“纯”烧蚀效应对 KHI 的影响，我

们同样研究 CKHI 和 AKHI (物理思想类似 CRTI 和 ARTI)，通过比较

AKHI 和 CKHI 得到纯烧蚀效应对 KHI 单模非线性和两模合并的影响。



50 微米单模界面扰动下，CKHI 和
AKHI 的非线性演化



两模扰动下（基模和二次谐波合并），
CKHI 和 AKHI 的非线性演化

L. F. Wang et al, Phys Plasma (to be 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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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烧蚀RT实验中射流的形成

本研究使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叶文华研究员的平面二维

LARED-S 程序。 LARED-S 程序求解二维可压缩流体方程并考虑激光能量沉

淀和电子热传导。其中，电子热流采用限流模型和热传导系数预热函数。本研

究不考虑辐射，采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网格分辨率 700*200。激光方向和扰

动方向分别采用零流边界和周期边界。

Wenhua Ye, et al,
(MK)



GEKKO XII 激光器上的非线性 ARTI 实
验 (典型的长 Spike 结构)

CH靶厚：

扰动幅值和波长：

激光强度和波长：

模拟中使用预热参数：

ARTI 非线性演化，GEKKO ＸII 实验

结果(1994, ILE)和LARED-S程序的比较

实验参数：



流场的密度和速度分布

我们选取 Spike 不同高度处流场的密度和速度分布，引入 50 微米的扰动来模拟烧蚀

KHI，模拟表明：50微米的扰动被我们选择的流场完全抑制。进一步模拟正在进行。



Spike头部热流分布

模拟表明：Spike 头部的热流形成一个高温的“锥”，这个锥包围着尖顶。由于热烧蚀作

用，KHI 被有效的抑制，“低温”的 Spike 头部很难形成经典的 Mushroom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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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蚀流体中尖顶型射流形成机制初
步探索

早期，预热烧蚀效应显著地增强密度梯度致稳和烧蚀

致稳，单模扰动产生的高次谐波被有效地抑制，基模

(主模)的增长占统治地位。

中期，预热烧蚀效应有效地抑制非线性 ARTI 和非线

性 AKHI 的发展。在 RTI 和 KHI 的竞争中，纵向(激光

方向)发展的 ARTI 占统治地位。

晚期，由于气泡顶端涡的运动导致气饱加速(虽然尖顶

增长会饱和)以及气泡顶端由于“薄壳”效应引起气饱的

加速，会导致尖钉型细长“射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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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首先，采用解析方法，研究了密度和速度过渡层对的 RTI 和
KHI 的影响。解析结果表明：密度过渡层稳定 RTI；密度和速

度过渡层综合效果也是稳定KHI；RTI 和 KHI 存在相互竞争。

其次，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密度过渡层宽度对弱非线性

CRTI 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密度过渡层稳定 RTI，有效抑

制二次和三次谐波等高次谐波的产生发展。

再次，研究了烧蚀对 RTI 和 KHI 的非线性演化的影响。模拟

表明：烧蚀有效的抑制 RTI 和 KHI 的线性和非线性发展，特

别是抑制高次谐波小尺度结构的发展，促进大尺度结构发展。

最后，初步研究了激光烧蚀流体中尖钉型细长射流的形成机

制。数值模拟表明：预热烧蚀是尖钉型射流形成的主要原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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