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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粒子力学性能的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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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弹性膜理论结合三角网格动力学模型模拟研究了平行板压缩软粒子的过程, 仔细考察了压缩过程中软粒子

的形状变化、应力响应、力学松弛和粘弹行为. 模拟结果与已有的实验基本一致.
关键词

模拟; 软粒子; 压缩变形; 力学性质

Computer Simulati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oft Particle
Li, Ting

Li, Jianfeng

Zhang, Hongdong*

Yang, Yuliang

(Department of Macromolecular Science, Key Lab of Molecular Engineering of Polymer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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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riangulated-mesh model, combined with elastic membrane model, was developed to simulate
the soft-particle compression, which involves two parallel plates squeezing a soft particle. With this model,
we studied a range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ft particle including the deformation (shape profile,
which was visualized through our simulation) of the membrane, the strength response, stress-relaxation and
viscoelastic behaviors of the particle. These results obtained by our model were compared with some existing experiments, indicating excellent agreements.
Keywords simulation; soft particle; deformati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近年来, 对生物纳米软粒子[1]和人造纳米软粒子的

粒子的形变来研究粒子的力学性能[9

～12]

. 尽管有这些方

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 因为它们在生物医学和制

法, 但在研究纳米软粒子的力学性质时还是存在诸多限

、细

制. 如, 由于其微小尺寸和易碎性, 测量和控制软粒子

、以及化妆品和食品工业中微胶囊化合控制染

的力学性质受到了阻碍. 因为尺寸太小很多实验装置无

药方面都有着日渐重要的应用, 比如在药物传输
胞疗法

[2,3]

[4,5]

料、香精等活性物质释放等诸多领域

. 人们发现这

法达到足够的灵敏度. 此外, 在实验中我们也无法测得

些软纳米粒子的力学性能会直接影响到上述体系的稳

诸如粒子形变能、粒子体积等量, 而这些量对深入研究

定性及流变、粘附行为. 因此近年来, 表征软粒子力学

软粒子的力学性能有重要的作用.

[3,5,6]

性质的技术成为活跃的研究课题 .
[7]

为克服实验上的种种限制,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模拟

这些粒子中很多都近乎球形, 普遍认为这种微型球

方法来研究上述粒子压缩过程, 此方法忽略了粒子内部

的形变行为和力学行为对上述材料产品性能的实现至

结构把软粒子近似成弹性封闭膜, 然后用三角网格动力

关重要. 因此近年来, 很多学者致力于用各种方法研究

学模型来离散模拟整个压缩过程. 基于此方法, 当前的

这些软粒子的力学行为, 但这些方法的原理大同小异,

研究工作主要致力于模拟一个软粒子的压缩实验, 并辅

皆属压缩变形法 . 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方法是用两块

以相应的理论解析分析.

[8]

光滑硬质平行板挤压软粒子, 通过同时测量板的位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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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

离散空间变分法的基本思想是为了避免由于对连续动
力学方程直接离散化而产生的“连续变分对离散动力学

为简单起见, 我们假设:

程”不匹配性, 而采用如下步骤: 首先将能量函数写成

(1) 软粒子表面各项同性、均一.

离散的形式 , 再对这个离散的能量直接进行离散变分 ,

(2) 粒子的表面积恒定不变, 但体积可变.

由此得到离散的动力学方程. 具体而言, 就是先对式(1)

(3) 压缩仅沿着 z-轴, 即该压缩过程为单轴压缩.
(4) 假设粒子内部在压缩过程中不会发生化学反
应,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软粒子表面的性质足够
反映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即可用粒子表面平均曲率、高
斯曲率和体积来完全地描述整个粒子的状态. 换言之,
可用弹性膜模型来近似软粒子.
根据上述假设及 Helfrich 弹性膜模型

, 软粒子的

[13]

自由能可写成:

进行离散得到离散的能量, 然后再用离散变分技巧计算
式(2)右边的变分直接得到离散化的动力学方程(2).
我们用已被广泛用于诸多研究领域的三角网格划
分离散粒子表面[18]. 基于此划分, 很多几何量, 如面积
元、体积元、曲率等皆可用离散量表示. 需特别指出的
是, 本工作中的离散平均曲率的定义由 Julicher[19]给出,
被认为是目前最精确的离散曲率形式:

(1)

此处 H 表示粒子表面局部的平均曲率; P 表示压力,

这些离散的量, 可用公式精确地表达出离散的自由能.
而对于一个离散的能量 E(r(k)), 有两种方法可对之
进行离散变分: 离散数值变分:

δ E (r (k )) E (r (k )＋Δu )－E (r (k )－Δu )
≈
δ r (k )
2Δu

由其内部结构构象重新调整而产生, 本文假设该压力恒
定; V 代表粒子的体积; κ 为膜的弯曲模量, 它在此处只
是个表观参数, 用于描述软粒子内部的复杂相互作用
力; 而拉格朗日乘因子 λ 用来约束总面积.

(4) 式中 Δu 是个小的常向量 ( 非无限小 ). 以及离散

软粒子在溶液中的形变动力学过程可用耗散动力
∂r
δ
＝－M
[ E＋∫ U (rz－zup )dA＋∫ U (rz－zlow )dA]
∂t
δr

δ E (r (k ))
E (r (k )＋Δu )－E (r (k ))
＝ lim
Δu → 0
δ r (k )
Δu

压缩一个软粒子的过程, 故需增加两项来说明软粒子和
上基板及下基板间的相互作用. 在这些项中, r 代表软粒
子表面的位置, z 是基板的单位法向量, zup , zlow 则分
别代表上基板和下基板的位置. 在一个普通的压缩过程
中, 下基板固定而上基板逐渐下降, 这对应于我们模拟
中 zup 的值以恒定速率的减少. 其中排斥势能 U ( x－x')
定义为:

(5)

由于数值变分对应的模拟计算比解析变分要慢许

(2)

其中 M 是动力学系数.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两块平行板

多 ( 约慢一倍 ), 因此本文采用了离散解析变分 . 然后 ,
将这些离散变分结果代入动力学方程 (2), 得到离散的
动力学方程, 此方程便可直接用于计算机模拟.
然而, 由于表面或膜的变形(尤其在形变很大时)会引
发很多数值问题, 仅仅依靠 DSVM 尚不足以应付. 幸好,
以擅长解决曲面问题而著称的 Surface Evolver 软件[15]可
帮助我们解决模拟过程中的诸多数值问题, 比如, 保证
软粒子在压缩模拟过程中不至于因为剧烈形变而破裂.

Surface Evolver 有很多模拟曲面形变的数值技巧, 本工

if | x－x'|>δ
if | x－x'| ≤ δ

(3)

δ 和 ε 乃两常数, 可通过仔细调节这两个参数来防
止软粒子穿透基板 . 由 (3) 式可知除体积排斥作用力之
外, 目前的模型还没考虑其它相互作用, 如基板和粒子
表面之间的粘附作用; 但若要加入这些项亦相当简单方
便, 只需在(3)式加入相应的作用势即可. 此外, 鉴于我
们仅关注压缩过程的动力学而非热力学, 因此在动力学
方程中没有考虑热涨落.

作借用了其中的二个技巧. 一个是等三角化, 主要是用
来调整网格小三角形边的长度 , 以保证在曲面变形中 ,
三角形的每条边都基本相等; 另一个是顶点平均化, 用
来保证每个小三角形的面积基本相等. 这两个数值技巧
已足够保证本工作中数值模拟的稳定性.

2 模拟结果
2.1

然而, 由于(2)式的解析解难以得到, 因此需用离散
数值方法解方程 (2). 本文主要采用了离散空间变分法
[15～17]

和开源软件 Surface Evolver 的数值技巧

[14]

(4)

解析变分:

学来描述,

⎧0
U ( x－x')＝ ⎨
⎩ε (δ － | x－x'|)

因为它在网格

被无限细化的极限下, 能迅速被还原成连续形式. 根据

κ
E＝∫ ( H 2＋λ)dA＋PV
2

(DSVM)

467

.

慢速压缩过程
通过在两块平行板间挤压软粒子[20,21], 是当前研究

软粒子力学性质的一种新方法. 我们可通过如上所述的
模拟方法来再现该实验[11]和整个压缩过程, 如图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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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软粒子的初始形状是个球, 在模拟中用 642 个顶点

Vol. 69, 2011

2.2.1 扁椭球模型

的三角网格表示, 这个数量的顶点已经可以提供足够的

一

个

扁

椭

球

可

表

示

为

:

分辨率来描述压缩过程. 该初始球的直径为 D0, 能量尺

r＝[b cos θ cos φ , b cos θ sin φ , a sin θ ] , 此处 b 是沿着压缩

度可用弯曲模量 κ 来设定. 在压缩中, 上基板以恒速 ν

方向的短半径, 而 a 是平行于平板的长半径. θ 和 φ 分别

－

＝4×10 5D0/M, 向下基板移动. 该速度非常小, 因此可

为倾斜角和方位角 . 面元和局部平均曲率可分别表示

近似认为粒子在每个时刻都处于平衡态; 而进一步减慢

为:

压缩速度也不会改变模拟结果 , 说明此速度已经足够

dS (θ , φ )＝b cos θ b 2 sin 2 θ＋a 2 cos 2 θ dθdφ

小. 另外, 将粒子内外的压力差△P 设为零.
图 1 展现了单个粒子被压缩的一系列侧视图, 可见

H (θ , φ )＝

压缩过程大体上可分成三个阶段. 一开始, 当位移小于

ab
＋
(b 2 sin 2 θ＋a 2 cos 2 θ )3/ 2

约 0.12D0 时, 压缩所形成的形状看起来像个扁椭球(见
靠近基板的区域逐渐变得平坦, 整个软粒子的形状因此
板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小时 (0.92D0), 粒子的形状就不
可回复, 这可能就对应着实验上粒子的破裂[22

～24]

.

压缩过程中软粒子的能量可通过 (1) 式计算得到 ,
能量对位移求导可得到如图 2 所示的力-位移曲线. 从
图 2 可看到: 首先, 随着上基板(探针)向下移动, 施加于
粒子上的力从点 A 缓慢升高到点 B; 接着它稍微减少到

求出椭球体的总面积来重新调节 a 和 b 的长度. 通过将

(7) 式代入 (1) 式 , 可轻松得到能量的积分 . 而位移则可
表示成 D0－2b .

2.2.2 鼓状扁球模型
通过被半径为 r 的曲形半圆柱(鼓侧面)包围的两块
平行的半径为 R 的圆板(上下鼓面)来近似表示鼓状扁球:

r＝[( R＋r cos θ ) cos φ , ( R＋r cos θ ) sin φ , r sin θ ]

的破裂点, 因此此点的力即为所谓的破裂力. 值得注意
是为什么在此点后力会快速增加. 总的来说, 模拟得到
了定量的力-位移曲线, 与实验得到的曲线取得良好一
致[10,11], 说明我们的模型尽管忽略了软粒子的内部结构

中被压缩的粒子的模型是一个没有球冠的不完整的球.
该差异反映了我们没有考虑除排斥相互作用力之外的
其它相互作用力. 鼓的总面积为:
S＝2πR 2＋∫

2π

0

压缩能的解析解法

dφ ∫

π /2

−π / 2

dθ [r (r cos θ＋R)]＝2πR 2＋

(9)

2π2 Rr＋4πr 2

为了考察粒子在形变过程中的哪个阶段是鼓状(或

局部的平均曲率为:

碟状 ) 占主导 , 还是扁椭球状占主导 . 仅凭肉眼很难确
切地在图 1 中将鼓状从扁椭球中区分出来, 尤其是当形

H (θ , φ )＝

状介于两者之间时更难分辨. 本文通过解析计算被压缩
成扁椭球和鼓状的粒子在不同的位置时的能量, 来决定
哪种形态占主导.

(8)

以上的近似与文献[25]中的球形模型不同, 该文献

但却已经抓住了其力学的基本特征.
2.2

2

因为我们将总面积固定成了 πD02 , 故需要首先积分

了点 C, 最终又快速增大到点 D. 拐点 B 对应着实验上
的是, 点 C 对应着实验中探针几乎触碰到基板, 这也就

(7)

a
b(b sin θ＋a 2 cos 2 θ )1/ 2
2

图 1 的 0.04D0 和 0.12D0). 然而当上基板进一步下压时,
看起来像一个鼓(见图 1 的 0.32D0 到 0.72D0). 当上下基

(6)

cos θ
1
＋
r cos θ＋R r

(10)

类似于扁椭球的情况, 此处的两个半径也需要重新
调整, 能量也可相应获得, 对应的位移是 D0－2r.

侧视图
位移

0.04 D0

0.12 D0

0.22 D0

0.32 D0

0.42 D0

位移

0.52 D0

0.62 D0

0.72 D0

0.82 D0

0.92 D0

Figure 1

图 1 软粒子压缩过程的典型示意图(压缩速度极慢, 压力为零时)
A typical compression process of a soft particle (when the compressing speed is extremely slow and the pressure is set to zero)

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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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软粒子压缩的典型力-形变曲线示意图
Figure 2 Typical force-displacement curve of a soft particle
compression

图 3 能量的模拟和解析结果对比图
Figure 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imulation and the analytical
result of the energy

图 3 展示了软粒子自由能的理论预测和通过我们模

的状态, 这种情况对应上下对称的形状. 相反当压缩过

拟获得的实验数据之间的对比. 方块代表模拟所得的能

快时 , 上表面将会迅速变平而下表面却仍然基本为球

量, 黑色粗实线代表鼓状的解析能量, 而黑色细虚线代

形. 或者可以说下表面对于压缩的响应比上表面有一些

表扁椭球体的解析能量.

延迟. 因此粒子上下部分之间的镜面对称随着压缩速度

从图 3 可清楚看到当位移小于 0.12D0 时, 扁椭球体
的能量比鼓状的能量稍小一些, 表明软粒子在压缩的初
始阶段其形状与扁椭球的差异不大. 然而当上基板进一
步往下压时扁球体的能量将显著增加, 鼓状模型的能量
曲线与模拟所得的数据可以很好地吻合. 因此, 在大形
变时, 粒子更倾向于鼓状扁球模式.
2.3

增加将会被破坏.
2.4

加载/卸载测试
软粒子的粘弹性行为可由加载-卸载测试来研究 ,

所谓“加载”即先加载一定的力让软粒子压缩到一定的
程度(0.6D0), 而“卸载”是指再撤掉这个力让软粒子自
由回复或松弛. 图 4 展示了不同速度下压缩一个粒子的

压缩速度的影响

典型的加载-卸载图, 其中实线代表力-位移曲线, 而虚

为研究压缩速度对于压缩过程的影响, 我们将速度

线则代表体积-位移曲线; 同时粗线表示加载过程, 细线

在 ν, 5ν, 10ν, 50ν 到 100ν 范围之间进行调整, 相应结果

则为卸载过程. 如图 4(a)所示, 在慢速(0.5v)压缩时加载

如表 1 所示. 表 1 展示了不同速度下的压缩过程. 可清

和卸载的力学曲线和体积-位移曲线均重合地非常好, 无

楚看到: 压缩速度越慢粒子的上下对称性越好. 当压缩

明显滞后, 这表明当加载移除后粒子可以完全恢复球状.

速度减慢时就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让粒子达到能量最小

说明粒子在慢速压缩下可视为理想弹性体. 且

Table 1
creases
位移

0.12 D0

0.22 D0

0.32 D0
0.62 D0

表 1 软粒子上下部分之间的镜面对称随着压缩速度增加而被破坏
The mirror symmetry between the upper and the lower part of the soft particle is being broken as the compressing speed in速度
ν

10ν

50ν

100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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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速度越慢能量损失越小. 而如图 4(b)所示的在快速

基板从而引起力的显著增加. 软粒子的上下部分之间的

压缩时(50v)的加载-卸载曲线, 具有典型的滞后环, 加载-

镜面对称随着压缩速度增加而被破坏. 加载-卸载测试表

卸载的力-位移曲线和体积-位移曲线都没有重合, 出现

明慢速压缩时表现出弹性, 而快速压缩时则表现出塑性.

永久的变形, 表明在经历了快速压缩后粒子再也无法恢

本文的模拟结果与已有的实验事实基本一致.

复到原先对称的形状, 说明粒子在快速压缩下并非理想
弹性体, 表现出了塑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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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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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了一种弹性膜理论结合三角网格动力学模
型的方法, 模拟实验中的微压缩法来研究了平行板压缩
软粒子的过程, 从而得到了软粒子的一些力学性质, 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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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理解了软粒子的形变行为.
我们当前的工作得到了球形软粒子在压缩过程中的
力-形变曲线, 测得了使软粒子破裂所需的力, 这可用来
确定粒子药物释放动力学及预测粒子在加工使用过程中
的坚固性. 软粒子的压缩行为经历了如下变化: 压缩的
开始、粒子的破裂、对粒子碎片的压缩、及探针触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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