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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动力学模拟氘泡在钨中的演化过程
刘升光，王艳芳，孙继忠，王德真
（大连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辽宁大连

116024）

摘要：采用分子动力学方法研究在高通量的氘辐照下氘泡在钨中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在气泡周围的钨原子
首先呈无序状分布；并且在钨表面出现了屋顶形状的凸起，同时晶界被清楚地观察到；随着气泡的生长，氘
泡内的氘分子数目迅速增加，而且气泡弛豫时氘泡内的分子数目远大于连续轰击时氘泡内的分子数目；氘泡
破裂时会有钨原子飞出，同时在钨表面形成了明显的钨裂纹，在进一步的轰击下，钨裂纹将是钨碎片的主要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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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of the deuterium
bubbles evolution in tungsten
LIU Shengguang, WANG Yanfang, SUN Jizhong, WANG Dezhen
(School of Physics and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China)
Abstract: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are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 of deuterium
bubbles in tungsten exposed to the irradiation of high deuterium flux. It is found that tungsten bulk
becomes disordered in bubble region. The simulation displays the development of a dome-shaped
structure at the tungsten surface and the formation of grain boundaries.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deuterium molecules increases as the bubble grows, and the number of molecules in bubbles under
relaxation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number in bubbles under cumulative bombardment. In company with
the blister bursting, tungsten atoms are ejected into the free space and obvious crack forms subsequently.
The crack may be potential sources of tungsten flakes if they are under further bombar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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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金属钨因其高熔点、良好的热传导率、低的溅射系数及低的氚滞留量，而被选为当前国际热核聚变实

验堆计划（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ITER）装置中的偏滤器靶材料，并且钨也是
未来 DEMO 反应堆的主要候选材料[1]。但是，当钨靶被高通量的氢同位素粒子和氦粒子轰击时，仍然会面
临很多挑战性的问题。实验研究表明，当钨被低能量高通量的氘等离子体辐照时，会在钨的表面产生气
泡[2~3]，气泡的存在会降低钨的热传导率，破坏钨的机械性能；同时伴随着气泡的破裂，会从钨表面飞出
钨碎块，当这些碎块飞到核心等离子体区域时，会严重污染等离子体，甚至会导致放电的熄灭[3

～4]

。因此，

研究气泡在钨中的演化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结果试图阐明气泡在钨中的演化机制，例如大量的第一原理计算研究了氢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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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氦在钨中的迁移扩散过程[5~7]。但是，成泡过程是一个动力学的演化过程，第一原理计算并不能很好
地描述这一与温度相关的动力学演化过程。因此，分子动力学方法被大量用于研究气泡在钨中的演化过
程 [8~12]，例如最近 YANG 等 [11]研究了在不同温度下低能氘粒子轰击钨时的气泡形成和生长过程；LIU
等 [12]在更大尺度上研究了氘泡在钨内的形成、合并及破裂过程。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在超高束流下模拟
的，无形之中会加快气泡的形成和生长过程。这里进一步研究气泡形成后的热弛豫过程，以期更真实地
反映气泡在钨内的动力学演化过程。

1

模型
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关键是势函数的选取，这里选用 JUSLIN 的键序势[8]，该势函数可以很好地描述

W—C—H 组成的三元系统。并利用大型分子动力学模拟程序 LAMMPS [13]，在大尺度上研究氘原子持续轰
击钨的过程。
模拟过程主要分为两步，首先构建体心立方结构的钨衬底，晶格常数 a 选为 0.316 5 nm，初始元胞
尺寸为 10a×40a×30a. 原子的初始速度遵从 Maxwell-Boltzmann 分布，利用 Nosé-Hoover 控温[14]方法弛
豫 10 ps 以使衬底完全达到热平衡。其次，氘原子对钨衬底的（001）面进行连续轰击，氘原子的轰击位
置在 x、y 方向上是随机的，初始氘钨之间的距离远大于其相互作用的距离。钨衬底在 x、y 方向上是周
期性的边界条件，但是在 z 方向上，钨表面是自由边界，钨底部的 3 层钨原子始终保持静止不动。除钨
表面以外，钨衬底四周 0.5 nm 的原子层利用 Berendsen 控温[15]方法进行控温，以保证衬底维持在恒定的
温度。氘原子轰击的时间步长选为 0.4 fs，在热弛豫过程中，为得到更为微观的信息，选取更小的时间步
长来研究系统的动力学演化过程。

2

结果与讨论
由图 1 可以看出，当轰击时间为 2.50 ns 时，在钨块中

出现一个氘泡，气泡周围的原子偏离了原来的格点，呈无
序状分布，而且在钨块表面出现了一个圆形的突起；随着
轰击时间的增加，在钨块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气泡，并且
第一个气泡也生长得更大，这时候可以在钨块表面看到更
为明显的突起；随着轰击时间的持续增加，2 个氘泡的体积
继续增加，当 2 个氘泡生长到它们的边界相接触时，合并
为一个更大的气泡，这时候会发现在钨块表面的突起处产
生了晶界。从氘泡的演化图像中可以发现，钨块表面的凸
起随氘泡的生长而变大，这是当氘泡内部的压强大于钨块
的应力时，氘泡的持续生长所造成的。从 LIU 等[12]的研究
中可以看出，氘泡的生长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和氘泡周围
的结构密切相关，只有当氘泡周围的结构被破坏时，氘泡
才会迅速生长，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准平衡。为更详细地分
析氘泡的演化过程，下面将进一步统计氘泡内氘分子数目
的演化情况。
通过理论计算 [7]和实验研究 [16]发现氘分子的键长分别
为 0.075 3 nm 和 0.074 1 nm. 图 2 给出了运用 JUSLIN 的键

注：绿色和红色圆球分别代表钨原子和氘原子

图1

钨衬底被 80 eV 氘粒子轰击时
氘泡在钨块中的演化图

Fig. 1 Snapshots of deuterium bubbles during their
evolution in the tungsten bulk exposed to the
flux of 80 eV deuterium a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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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势计算的 2 个氘原子的势能随其距离的变化曲线，运用该势函数计算得出对应氘分子最小势能的键长
为 0.074 nm. 由图 2 可以看出，只要 2 个氘原子落入到氘分子的势阱当中，都有可能形成氘分子，考虑
到氘原子的振动，认为只要 2 个氘原子的距离小于 0.08 nm，就会形成一个氘分子。
图 3 给出了钨块被连续轰击和钨块仅弛豫时氘泡内氘分子数目随时间的演化规律。由图 3 可以看出，
随着轰击时间的增加，氘泡内的氘分子数目初始开始增加，这是由于气泡内的压力增加所造成的，随着
氘原子的持续轰击及氘泡气压的升高，会导致氘泡发生破裂，当氘泡发生破裂时，氘分子会被迅速释放
掉。当氘泡不遭受进一步的轰击，而仅随着时间的演化进行弛豫时，可以发现氘泡内的氘分子数目在迅
速增加，在同样的时间内，仅弛豫时氘泡内的氘分子数目要远高于氘泡被轰击时泡内的氘分子数目。进
一步统计发现，在氘泡被连续轰击时，氘泡内的氘粒子以分子和原子的形态共存，而且大部分粒子是以
单个原子的形式存在的，这是由于入射的氘原子通量太高所造成的，在高通量氘原子的轰击下，气泡内
的氘原子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弛豫，所以会造成氘泡内有大量的孤立氘原子。由图 3 可以看出，当增大
氘泡内氘粒子的弛豫时间时，氘泡内的氘分子数目在迅速增加，这直接证实了为什么实验中发现氘泡内
的氘粒子都是以分子形式存在的。

图2

2 个氘原子之间的势能随其
距离的变化曲线

Fig. 2

Interaction energy between two deuterium
atoms versus their separation

图3

钨块被连续轰击和钨块仅弛豫时氘泡
内分子数目随时间的演化规律

Fig. 3 Number of D2 molecules in the bubble
as a function of time when the tungsten bulk is
under cumulative impact and relaxation

由图 3 得知，氘泡内氘分子数目的减少是由于气泡生
长到表面发生破裂所造成的。在实验中发现，氘泡的破裂
存在多种形态[17~18]，有的气泡是在顶部发生破裂；有的气
泡是在泡的一侧发生破裂；还有的气泡是在晶界处发生破
裂。为研究气泡的破裂形式，研究对比了 2 次不同入射情
况下钨表面气泡的破裂形态。2 次不同的入射是指采用不
同的随机数种子产生氘原子在 x、y 方向上的轰击位置。由
图 4 可以看出，对于 2 次不同的入射，气泡的破裂都发生

图4

在气泡的一侧，但是，气泡破裂的大小明显不同。对于第
一种破裂情形，只有一个很小的孔洞形成，这是由于气泡
内的压力升高所导致的钨原子飞出而留下的孔洞，随后，

2 次不同的随机入射所造成的
氘泡破裂形态图

Fig. 4

Snapshots of bursting for deuterium bubble
under two different random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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氘分子沿着此孔洞释放掉；对于第二种破裂的情形，由图 4
可以看出，巨大的气泡压力造成了在气泡的一侧出现了很
大的一个裂口，随后氘分子被迅速地释放掉。根据 SHU 等[3]
的解释，气泡周围弱点的存在导致了气泡以不同的形态进
行破裂，弱点可能位于气泡的顶部，也可能位于气泡的一
侧。在当前的模拟中，可以判断出弱点位于气泡的一侧，
一旦气泡内的气压值超过某个临界气压时，在弱点附近的
钨表面就会首先发生破裂。
由图 5 可以看出，钨块裂口的大小决定着氘分子的释
放速度，裂口越大，氘分子释放的越快。由图 5 还可以看
出，氘分子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大约需要 2 ns

图5

2 次不同的随机入射模拟下气泡内氘

的时间氘分子才开始形成，一旦氘分子形成以后，气泡内

分子数目随时间的演化图

氘分子的数目开始快速增加，当气泡内氘分子的数目增加

Fig. 5 Number of D2 molecules in the bubble as a
function of time under two different random impacts

到某一临界值时气泡破裂，此时氘分子会在瞬间被释放掉。
图 6 给出了在气泡的 2 种破裂形态下，钨块中钨原子
的减少情况。可以看出，第二种破裂情形下飞溅出的钨原
子数目要远高于第一种破裂情形下飞溅出的钨原子数目。
钨原子被氘原子溅射的阈值能量为 209 eV[1]，因此，通常
仅通过物理溅射，是很难让钨原子脱离衬底表面的。但是
正如图 6 所示，一旦钨块中包含氘泡，伴随着气泡的破裂，
就会有大量的钨原子从衬底飞溅出去，并且留下的钨块衬
底的机械特性和力学特性也将会受到破坏。由图 4 可以看
出，随着进一步的载能粒子轰击，很有可能会有更大的钨
碎块从衬底飞溅出去，这将严重影响聚变装置的正常运行。

3

结论
采用分子动力学方法，利用大型并行分子动力学程序

LAMMPS 研究了氘泡在钨块中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随
着气泡的生长，气泡周围的钨原子偏离了格点位，呈现无

图6

2 次不同的随机入射模拟下钨块内钨
原子数目随时间的演化图

Fig. 6 Number of W atoms in the bulk as a function
of time under two different random impacts
a—模拟情形 1；b—模拟情形 2
a-Simulation 1; b- Simulation 2

序的分布状态；并且在钨块表面出现了明显的凸起，在凸起的钨块中可以清楚观察到晶界的存在；气泡
中的分子数目会随着气泡的生长逐渐增多，气泡仅弛豫时泡内部的氘分子数目要远大于连续轰击时气泡
内部的氘分子数目，因此可以预测出在低的入射通量下，气泡内部的氘原子主要以分子的形式存在；伴
随着气泡的破裂，会有钨原子从钨块的表面飞出，并且破裂后的钨衬底也更容易被溅射出钨原子或钨碎
片，这将会成为聚变装置中潜在的等离子体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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