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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 Polyflow——专业聚合物成型模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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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FLOW是基于有限元法的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专用于粘弹性材料的

流动模拟，集成了当今最新、最完善的运算法则。POLYFLOW具有强大的

解决非牛顿流体及非线性问题的能力，拥有多种粘性模型、包含内容丰富的

粘弹性材料库，可以解决聚合物、玻璃、食品等加工过程中遇到的多种等

温、非等温；两维、三维；稳态、非稳态的流动问题。

POLYFLOW适用于塑料，树脂等高分子材料的挤出成型、吹塑成型、热成

型、纤维纺丝、层流混合、涂覆成型、模压成型等加工过程中的流动及传热

和化学反应问题。如可进行聚合物熔体、石油、洗涤剂、印墨、悬浮物、泥

土、液态食品原料、熔融玻璃及生物流体的流动模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

来，POLYFLOW软件在工程中的应用得到快速发展，应用涉及到汽车、建

材、包装、电子电气、化工等诸多工业部门，在工业设计中获得越来越广泛

应用，大大促进聚合物加工行业的发展。作为一个专业的聚合物加工和玻璃

成型模拟软件，多年来POLYFLOW在模拟粘弹性流动方面始终领先于其他

软件，得到全球众多知名企业的认可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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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流体动力学软件能减少聚合物、玻璃、金属、混凝土加工费用

你可以模拟制造工艺和虚拟测试包装

来评估和优化性能并减少浪费。

ANSYS Polyflow在加速设计同时能节省能源，减少对材料的需

求，使得制造更加具有成本效益和环境可持续性。

聚合物、玻璃甚至是食品和金属材料在

加工成型过程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非线

性行为。在制造开始之前，精确评估每

种材料的性能，需要量身定做的软件，

能包含适当的材料属性模型，有能力

精确捕捉流体域的变形，有稳健的求解

器。全球有很多在聚合物、玻璃、金

属、混凝土等加工行业的商业企业公司

通过运用ANSYS POLYFLOW来减少

制造风险，并将ANSYS POLYFLOW

作为他们的产品设计和优化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企业利用这个被

证实的技术来优化挤出成型工艺、优化

热成型、吹塑成型、玻璃成型、纤维制

造和混凝土成型。

研发更好的包装

包装对保护产品受损坏很重要，同时

对货品供应商来说它又是一个持续

的问题，增加了额外的费用。借助

POLYFLOW展开虚拟样机试验能模拟

制造工艺过程。通过这个运算结果配

合A NSYS显示动力学软件和ANSYS 

Mechanical，研发团队能评估和测试一

个设计行为和耐久性。这样就可以在设

计或制造阶段或在这两个阶段能采取正

确的行动来快速和经济的设计更轻和性

能更好的包装。

增加挤出生产线效率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更高更严的标准，

一些公司借助反复试验方法来挤出、共

挤出塑料和橡胶异型材。这种方法耗时

太长，时间成本太大，并且能对环境产

生较大负面影响。通过工程仿真，包含

POLYFLOW独一无二的逆向口模设计

能力，可以让挤出生产线大大地减少反

复试验的次数。很多公司通过运用我们

的解决方案已将反复修模-开模次数由七

次减少到两次。通过对聚合物在模具内

部的流动可视化分析可以快速诊断不愿

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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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材料库改善性能  

POLYFLOW帮助我们分析在各种工艺中应用

到的新塑料和橡胶的行为，如挤出成型、吹塑

成型、热成型、纤维拉丝、薄膜流涎等。仿真

可以让我们测试加工成型新树脂的能力即使他

们之前从来没有被生产过。通过对不同材料原

型进行比较来考查它们中哪些能匹配或超过现

有或竞争性材料。你可以反向设计一种树脂材

料能最大化终端产品性能并且最小化成本和对

环境的影响。

共挤出软 (绿色)和致密（灰色）

橡胶汽车工业应用  

Polyflow使得研究塑料和其他材料的行为成

为可能。比如采用壳单元来模拟注-拉伸-吹

模拟瓶子成型。图示产品厚度分布。

仿真帮助企业在设计周期的早期阶段通过提供对关键参数

和特征的分析来减少产品设计失败风险。比如材料分布

（左），顶部加载应力分布（中），在一个五加仑吹塑成型

水冷瓶中（右）。

3-D前炉和单个玻璃料滴成型瞬态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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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级、应用特制的求解器和广泛的模型传递给你优化制造加工所需的能力

网格技术

支持从G A M B I T、G e o M E S H、

F I D A P、H y p e r M e s h、A N S Y S 

MESHING、ICEM-CFD、FIGEN、

POLYMESH、POLYM3D、I-deas、

PATRAN导入网格，支持多种类型的网

格，如四面体、五面体、六面体、三角

形、四边形，组合网格等, 支持非共形

网格，几何尺度不同的网格在交接面处

的网格接点不需要重合，简化和加快网

格的生成。

求解器和数值算法 

复杂的流变学行为，热相关性材料行

为，大变形行为（如口模膨胀、吹塑成

型、热成型、玻璃模压成型等）都是

固有的非线性。为了满足这些挑战，

Polyflow采用有线元算法和稳健的求解

器。软件通过随意的欧拉-拉格朗日变

形网格技术能容易的调整适应变形边

界。计算效率高，数据存储简洁。基于

完全非结构化网格的有限元方法，直

接耦合求解器，动态内存分配，温度和

（或）坐标耦合或退耦选择；适用于粘

性问题的Newton-Raphson和Picard 迭

代方法；EVSS(弹性粘性分离应力)和

DEVSS算法；ILU和iterative solvers

使得规模很大的计算任务更加高效；网

格细化时自动插值方式：包括常数、线

性、线性不连续、二次方程、小元素，

2×2, 4×4等，这些都保证求解的快速

和准确性。

 粘弹性和复杂流变

诸如塑料、橡胶、玻璃、金属、食品材

料和混凝土的流动特性跟材料本身和其

加工特性相关，比如剪切速率和受热历

程。POLYFLOW提供了很过材料特性

模型，包括广义牛顿流体Power、Bird-

Carreau、Cross law和粘弹性模型，如

Giesekus–Leonov、PTT 、 pom-pom

等。这些模型能精确模拟在一些挤出成型

工艺中的大口模胀大现象或在成型薄膜流

涎和纤维拉伸应用中遇到的拉伸行为。

●  剪切速率依赖模型：

- Power-law                                     

- Bird-Carreau                                   

- Carreau-Yasuda                                

- Log-Log     

- (Modified)-Cross                                 

- (Modified)-Bingham                              

- (Modified)-Hershel-Bulkley                        

- Newtonian (constant)

Polyflow在优化设计中能考虑材料接触，比如

在柱塞辅助热成型杯子工艺中确定最终产品的

材料厚度分布。

复杂的PVC挤出模具 Polyflow模拟非线性效应，尤

其温度分布不均时很重要

Polyflow模拟非线性热效应，尤

其当温度分布不均匀时特别重要

Polyflow高级数值技术能模拟非线性行为，比如在轮胎工业中口

模处速度分布和大的由于应力松弛导致的口模胀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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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表面模拟

P O L Y F L O W 通过拉格朗日 - 欧拉

（Arbitrary Lagrange-Eulerian）方法

能够处理复杂的2D、3D自由表面变形

问题，吹塑、热成型过程中的壳变形问

题。强大的网格重置技术和自适应网格

技术确保网格变形甚至在剧烈变形时能

得到高质量的网格单元。

接触侦测

制造成型工艺常常包含发生在工具和材

料之间的接触行为。所以模拟必须能精

确侦测在变形材料和模具或其他工具之

间的接触，以及在接触前后在力学和热

条件上的变化。POLYFLOW结合了高

级非线性接触侦测算法和一个稳健的自

适应网格重划分技术来自动解决这些挑

战。它也计算模具的运动。能考虑压力

相关的滑移效应，具有高级的非各向同

性的网格自适应技术。

网格重叠技术 

力学交互作用对获得高质量挤出机是非

常重要的。我们的软件包含一个有效地

网格重叠技术(MST)能非常方便地建立

一个虚拟挤出机，然后在3D环境下模拟

完全填充得螺杆机，且能考虑滑移和消

除漏流现象。分散式和分布式混合模拟

加上粒子追踪和统计分析能定量比较不

同的挤出机和混合设备性能及效果。

非线性热效应包含辐射

POLYFLOW包含考虑粘性生热模型能侦

测聚合物材料的材料降级恶化和橡胶硫

化的不良状态。能定义考虑接触时间相

关的对流换热，精确模拟高温成型工艺

过程，如玻璃成型，需要用到高级非线

性材料特性，精确的辐射预测（如DO辐

射模型）和Narayanaswamy模型来考虑

材料在冷却过程中的应力松弛现象。

在单、双螺杆挤出机应用中MST能考虑复

杂的热和力学交互作用

在ANSYS Workbench环境下用户能耦合ANSYS和ANSYS Mechanical来进行力学分析

●  温度依赖模型：

- Arrhenius

- Arrhenius shear stress

- Arrhenius approximate

- Mixed-Dependence

- Fulcher

- WLF (WLF shear stress)

- No dependence

●  微分粘弹性模型：

- Maxwell

- Oldroyd-B

- White-Metzner

- Phan-Thien-Tanner 

- Giesekus

- FENE-P

- POMPOM [DCPP]

- Leonov

●  积分粘弹性模型：

- KBKZ

- Lodge- Maxwell

- Doi-Edwards

PVC管

单螺杆和双螺杆挤出机是几何形

状很复杂的设备，在其内部流体

区域连续发生着变化。发生在流

体与料筒或旋转螺杆之间的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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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移网格技术（Sliding Mesh）

网格滑移技术（Sliding Mesh）作为网格重叠技术（MST）的有效替代方法来模拟网格运动模型。对于运动件和静止区域各有独立网格

时，网格滑移技术非常实用，比如单螺杆挤出机等包含旋转运动部件的模型，设置过程更精简，计算结果更加准确。

内嵌专家系统

软件中内嵌式专家系统能对模型的问题的设置和收敛提供数值指导方案，当一个计算一旦完成，专家系统将对失败的分析进行诊断，指

出错误的原因和改善建议；对计算成功的分析，提供若以后遇到类似问题计算时能促进收敛，加快计算速度的相关建议或提示。

在ANSYS Workbench环境下用户能耦合ANSYS和ANSYS Mechanical来进行力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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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流体动力学工具是ANSYS工具包中的一部分。ANSYS工具包传递高级

功能性，在宽度、深度上其先进性能和完整多物理学，确信你的分析结果反映

真实世界结果。全面的求解范围提供访问在设计过程中任何需要的工程模拟物

理场的能力。遍布全球的众多机构相信ANSYS能帮助他们实现产品承诺。

吹模成型、热成型

通过对吹模成型和热成型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可以看到材料随时间推移的

演化过程以及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得到成型制品的厚度分布预测，利用

预测结果优化成型工艺参数，提高制品厚度均匀性。

挤出成型及逆向挤出功能

POLYFLOW用于挤出方面的数值模拟主要有两类。一：对于给定口模，可以

利用POLYFLOW来分析不同工艺条件下制品的挤出成型，由此来确定最佳工

艺条件；二：根据制品的形状，利用逆向挤出功能来设计口模。所谓逆向挤

出是指在口模设计中，为了得到已知所需挤出制品的形状，来预先设计口模

的形状，在确定制品形状后，用POLYFLOW的网格重置功能和渐变法对制品

的自由表面和口模内的固定部分及自适应部分进行设计，并对其进行迭代计

算，得到合适的口模形状和尺寸。

剪切速率场 混合指数

 螺杆挤出机

求解高聚物熔体流动过程中的温度场、速度场、压力场、剪切应力场、粘

度、流线的分布，可以动态、在线实时、定量地反映熔体的流动过程，为科

学制定工艺条件、优化成型设备的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Polyflow 和其他ANSYS工具通过仿真驱动产品发展加速你的设计周期

Polyflow 在汽车仪表盘设计辅助优化热成型工艺。蓝色区

域显示出厚度比较薄，预示出在设计中的潜在缺陷。

压力场  速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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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模拟

能模拟具有自由表面问题，熔体在腔体内的填充过程，比如模具填充，胎面成型，注射填充过程，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流体

前沿的流动过程。

集成的公共环境

Polyflow软件已经完全融合到ANSYS Workbench平台下，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设置任何问题，从标准流体流动分析到复杂的耦

合系统分析，通过简单的托拽方式来实现。在Workbench平台内多物理学应用能通过公共ANSYS工具，如CAD链接，几何工

具和网格工具完成。利用ANSYS CFD-Post可以对比计算结果和执行最终数据分析处理。这些功能使仿真驱动产品发展变得

可行，让我们可以以一种可缩放和经济有效的方式执行虚拟样机分析、加工工艺优化和虚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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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固耦合

Poly f low包含一个固有的流固耦合FSI能力用通过一种完全耦合方式来分析在流动材料和周围固体之间的热机械交互作用。如果在

弹性区域内发生大变形情况时，网格分辨率能自动细化一提高计算结果精度。

优化和设计优化

设计最佳的设备和成型工艺包含对多重设计的评估和对流动参数和几何参数的优化。借助ANSYS Polyflow我们可以将任何一个标

量声明为一个优化变化，这些量可以是流变参数，边界条件和网格位移。然后利用内置的优化算法来最小化或最大化基于输入参数

定义的目标函数实现优化。   

CAD设计 虚拟制造 虚拟测试（隐式、显式）

仿真驱动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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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 网格 多相流 材料反设计 后处理

CAD 集成 多物理场 HPC 设计优化 数据管理

流体区域自动提取

ANSYS Design Modeler 

和 ANSYS SpaceClaim直

接建模为流体动力学分析

提供了建模和几何创建功

能。整个ANSYS软件包

都是CAD无关的，数据

可以从不同的源导入。另

外，ANSYS可以与前列

的CAD软件协作确保一个

高效的工作流。

多域网格方法结合各

种网格工具的优势来

自动产生混合网格

ANSYS Workbench是

一个为工业最有宽度

和深度的高级工程模

拟技术的软件包的框

架。它传递了空前的

生产率，赋予仿真驱

动产品发展。

水罐的吹塑成型

为了确保获得一个成

功的产品，研发团队

必须精确预测在真实

世界环境下产品行为

到底有多么复杂。

ANSYS软件能精确

捕捉多物理场的相互

作用：结构、流体、

电磁和系统耦合。一

个单个的统一的平台

来管理各物理学和它

们之间的协同工作。

考虑所有变形后得到

预期形状异型材自动

计算得到的模唇

高性能计算使大规

模、高忠诚度模拟及

得到精确和详细结果

得到可能。ANSYS提

供可缩放解决方案和

硬件供应商合作让你

可以得到你期望的计

算能力和速度。

丰富的材料属性和流

变模型

完美的设计从确定性

能与设计变量之间

关系开始。ANSYS 

DesignXplore让工程

师能在最佳设计候选

量间做实验设计分分

析，研究响应面，分

析输入约束。

仪表盘部件热成型后

最终产品厚度分布

ANSYS EKM存储处

理与仿真数据关联

的关键结果，包含备

份、存档和追溯能

力和索引、工序自动

化、协作和获得工程

专门知识和IP保护。

其它ANSYS工具

前处理 仿真 后处理 数据库

�ANSYS Poly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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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25-84677573

重庆分公司

电话: 023-63106775
传真: 023-63106773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
莱锦TOWN园区Cn08座

电 话：010-52167777       

传 真：010-52167799

官 网：www.peraglobal.com  

邮 箱：Info@peraglobal.com

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