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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逆流色谱仪行星架结构设计与拓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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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速逆流色谱技术在解决生物医药领域活性成分分离纯化的瓶颈问题上具有无不可逆吸附、样品回收率

高、耐受性好等独特优势，因此十分有必要提升现有小型高速逆流色谱仪的分离纯化效能，开发具有高效、快速、
大容量制备能力的工业型高速逆流色谱仪。作者以大容量高速逆流色谱仪的行星架结构为研究对象，首先在3维
软件中设计行星架结构，并以仿真软件HyperWorks为平台，建立有限元模型，根据行星架上主要负载的受力特点
施加载荷及约束条件，进行了静力学分析及模态分析，发现其最大变形和最大等效应力都较小，1阶模态频率较
高，可进一步优化结构。基于变密度法中的SIMP（solid isotropicmaterial with penalization）插值模型，利用折衷规划
法建立了提高刚度并减小柔度的多目标函数的数学模型，对行星架进行结构拓扑优化，寻求材料更合理分布，并
得到了优化结构。在优化结果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新行星架，再次进行动静力学性能仿真分析，确保行星架结构
改进设计的合理性。研究表明：仿真分析结果验证了结构的安全可靠性，优化后的行星架的各项性能都能满足要
求，并且质量降低了13.1%，得到了比原始结构更加优良的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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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Design and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Planet Carrier of
High 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
YIN Guofu，CHEN Jianfeng，CHEN Haijun*，WU Yuxuan，LIU Haiso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 Sichuan Univ.,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High 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resolving the bottleneck of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active
ingredients in the field of biomedicine, such as no irreversible adsorption, high sample recovery and good tolerance.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existing small high 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 and develop an industrial high
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 with high efficiency, fast and large capacity.The structure of planet carrier of large-capacity high 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ly,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he planet carrier was designed in the software. Secondly,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on the platform of hyperWorks. Static analysis and modal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by
applying loads and constraint conditions on the planetary fram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c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ximum deformation and maximum equivalent stress are both small, and the first order natural frequency is high.The structure can be further optimized. Based on
the SIMP interpolation model of variable density method,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multi-objective function for improving stiffness and reducing
flexibility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compromise programming method. The structural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the planet carrier was carried out,
the material distribution was more reasonable, and the optimized structure was obtained. Based on the optimization results, the new planet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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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redesigned, the dynamic and static simulat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again to ensu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improved design of planet carrier
structure. The research showsed that results of simulation analysis validat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tructure.The optimized planet carrier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in various performances, and the quality was reduced by 13.1%.A new structure that is superior to the original structure was obtained.
Key words: HSCCC; planet carrier; static analysis; topology optimization

高速逆流色谱技术HSCCC是一种连续的液–液

心轴、行星轴、电机、同步带轮、V型带轮。左右中心

萃取分离技术，通过在两个不混溶液相之间反复分

轴通过轴承与机架装配，行星架通过两边中心轴安

配溶质来实现分离 [1]。HSCCC具有适用范围广、无污

放在水平中央位置，两个质量一样的分离柱对称地

染、高效和分离量大等优点，并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

装在行星架的两边，在每个分离柱的行星左轴上都

食品、天然产物、有机合成等多个领域。在色谱柱内，

装有1个同步带轮，它们与固定的中心同步带轮通过

其中一个液相作为固定相，通过行星运动中分离柱内产生

双面齿同步带相啮合，这3个同步带轮的尺寸和齿数

的流体动力平衡而保持静止，而另一个作为流动相，通

是一样的 [3]；分离柱内部螺旋软管的端口通过小通管

过高压泵连续不断地输入到管路中，用作溶质载体。

引出，与外面的输液泵、检测器相连接。

色谱柱的每一圈螺旋管内存在着一个混合区与一个

1

2 3 4 5

6

7

8

9

分层区，并且沿着管的长度方向是连续存在的，这种
交替的过程对色谱分离尤其重要。例如在1 200 r/min

10

转速下，注入流动相的样品可以在1秒钟内经历20次
重复混合和分层过程，由于不同物质在互不相溶的

11

两相溶剂中的分配系数不同，分配系数的大小影响

12

洗脱时间的长短，分配系数越小就越早洗脱，所以高
速逆流色谱能够实现高效分配 [2]。
自逆流色谱仪被发明以来，Ito等 [1–2] ，曹学丽 [3]

13

开发了一系列逆流色谱装置，常见的逆流色谱仪类

14

型有I型和J型，由于J型CCC装置设计巧妙、分离效果
15

好，所以在实验室与商业上得到了较广泛的运用。J
型逆流色谱为平行轴同步行星式运动色谱，主要由
装置结构和分离柱结构组成，分离柱安装在行星架
上，当分离柱绕公转轴公转的同时，也会绕自转轴同
向高速自转。所以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这种行星传

1.机架；2.中心左轴；3.行星同步带轮；4.双面齿同步带；5.行星左轴；
6.中心同步带轮；7.分离柱；8.行星右轴；9.电机；10.V型带轮；11.V型
皮带；12.行星架；13.中心右轴；14.小通管；15.钢管。

图1

动有很多优点：结构紧凑，承载能力大；传动效率高；
运动平稳、抗冲击和振动能力较强。

Fig. 1

色谱仪主体结构

Main structure of chromatograph

工作原理：电机通过V型皮带带动行星架旋转，

目前,国内对逆流色谱仪器系统研发较少，且色

则行星架上的分离柱绕中心轴进行公转，同时分离

谱仪多为分析型。李振帅等 [4]对分析型高速逆流色谱

柱自身也会绕行星轴进行自转，从而色谱仪在公转

的中心轴进行了动静态性能研究。陈箭峰等 [5]对大容

与自转运动中产生了关键的离心合力场。当分离柱

量高速逆流色谱的关键核心零件分离柱设计与性能

获得高速转速时，便能得到快速、制备量大的分离

进行了相关研究。作者将在此基础上设计J型大容量

效果。

高速逆流色谱仪行星架。行星架是让分离柱稳定工

通过对色谱文献[6–7]的研究，得知 β 值（ β =r/R）

作的重要部件，所以保证行星架的刚度、强度以及稳

为一个重要的参数，r为分离柱中螺旋管的自转半径，

定性非常重要，通过有限元方法对其进行静强度分

R为分离柱的自转中心到公转中心的距离。当 β ≥ 0.5

析和模态分析，并使用HyperWorks的拓扑优化功能，

时，对于一些溶剂体系来说，能获得较高的固定相保

对行星架进行结构优化。

留率。所以为了保证得到较好的分离效果，同时考虑

1 色谱仪机械传动系统

零件的大小与安放位置，设计分离柱自转中心到公
转中心的距离R为122 mm，分离柱上螺旋管的缠绕厚

色谱仪主体结构如图1所示，其机械传动系统主

度范围为61～100 mm，使得β范围由0.50到0.82。行星

要包括行星架、分离柱、V型皮带、双面齿同步带、中

板的4个边孔里放宽度为21 mm的滚动轴承，同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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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轴承挡圈宽度，所以设计行星板的厚度为27 mm，

星板接触的地方施加位移约束，行星架主要受扭矩、

行星结构主要参数如表1所示。

分离柱的公转离心力和组件重力的作用。所选电机

表1

的功率为1.5 kW，额定转速为2 850 r/min，通过设计

Tab. 1

行星结构的主要参数

Main parameters of planetary structure

电机轴上的V型带轮与中心V型带轮的大小，使其传

序号

项目

数值

动比为2∶1，当中心右轴获得的转速为1 425 r/min，算

1

行星板高度/mm

272

得中心右轴的扭矩为10.1 Nm。则此时行星架角速度

2

行星板长度/mm

376

为149.2 rad/s，且每个分离柱的质量为9 kg，使用式（1）

3

行星板厚度/mm

27

可计算公转离心力。

4

钢管直径/mm

36

5

钢管长度/mm

180

6

分离柱自转中心到公转中心的距离/mm

122

7

行星架总质量/kg

7.88

F = Ma = Mω2 R

（1）

式中：F为分离柱的公转离心力，N；M为分离柱质量，
kg； ω 为为行星架的角速度，rad/s；R为分离柱自转中
心到公转中心的距离，m。
计算得到每个分离柱所受的公转离心力为

2 行星结构的静力分析

24 442 N。且行星架上的组件总质量为22 kg，其重力

2.1 建立有限元模型
采用SolidWorks建立行星结构的3维模型，并对
一些小特征进行简化，能有效得到收敛计算结果。根

为216 N。把受力施加在行星架上，行星架的约束与
载荷加载如图3所示。

据实际工作情况，选择行星板材料为超硬铝7075，钢
管选用结构钢Q235，材料属性如表2所示。将简化的
有限元模型导入HyperMesh中，检查模型的边、面缺

F1=12 221 N

陷，进行几何清理；为保证网格质量，先进行2D网格
划分，再划分3D网格，行星板的单元尺寸选择4 mm，

F2=54 N

钢管的单元尺寸选择2 mm，最后生成四面体单元，并
检查网格质量。模型网络划分的结果如图2所示。
表2
Tab. 2

材料属性

图3

Material properties

Fig. 3

约束与载荷

Constraints and loads

材料

密度/(kg·m–3)

泊松比

弹性模量/GPa

抗拉强度/MPa

7075

2 810

0.330

71

560

均分而得，F 2 由216 N在4个分离柱安装孔上均分而

Q235

7 860

0.288

212

407

得。水平方向的力施加为F1，竖直方向的力施加为F2，

图3中，F 1 由24 442 N在分离柱的一对安装孔上

每个分离柱安装孔均施加相同的F 1 和F 2 。各螺栓孔
周围所有的节点使用RBE2单元连接。
2.3 静力分析
通过上述的加载约束，求得行星架的变形和应
力情况 [8]，如图4所示。从图4（a）可得，行星架的最大
变形为0.010 mm，发生在行星板的边缘处；从图4（b）
可得，行星架的最大等效应力为10.74 MPa，由表2知
7075的抗拉强度为560 MPa，故强度远远满足要求。
结果分析表明：行星架的结构还可以进一步优化，以
图2
Fig. 2

网格划分的行星架有限元模型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planet carrier with mesh
generation

2.2 施加约束和载荷
两侧的行星板通过4个螺栓孔与4根钢管相连接，

得到更优的模型。

3 模态分析
模态分析是整个动力学分析的基础，通过模态
分析可识别出结构的固有频率与振型，对行星架进

在HyperMesh中，在螺栓孔周围将所有的节点使用

行约束模态分析。求解得到其前6阶固有频率 [9] ，如

RBE2单元连接，以模拟螺栓连接；在中心左轴与行

表3所示。行星架的1阶振型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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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材料模式采用SIMP法，假定材料的材料弹性

1.000E−02
8.892E−03
7.781E−03
6.669E−03
5.558E−03
4.446E−03
3.335E−03
2.223E−03
1.112E−03
0.000E+00

位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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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量与密度有关，将设计空间每个单元的“Density”
作为设计变量，0～1之间连续取值，通过引惩罚因子
对中间密度值进行惩罚，使中间密度向0～1两端聚
集，这样就将拓扑优化问题转化为单元材料密度的
最优分布问题。图6为基于HyperWorks的行星架结构
优化流程图。
(a) 变形
开始
结构拓扑优化

应力/MPa

1.074E+01
9.551E+00
8.357E+00
7.163E+00
5.970E+00
4.776E+00
3.583E+00
2.389E+00
1.195E+00
1.867E−03

建立有限元模型
设置边界条件

是

否
基于优化结果
重建模型

结构动静力学分析

定义优化问题

动静力学分析

(b) 等效应力

图4
Fig. 4

行星架静力分析结果

Static analysis results of planet carrier
表3

Tab. 3

设计满足要求？

结束

行星架的固有频率
图6

Natural frequency of planet carrier
Fig. 6

拓扑优化流程

Topology optimization process

固有频率/Hz

模态阶次

固有频率/Hz

1

262

4

863

2

296

5

1 049

提高低阶固有频率能改善模态特性，减小共振

3

512

6

1 258

概率。考虑结构柔度是为了提高刚度，柔度越小则刚

应力/MPa

模态阶次

4.1 确定拓扑优化数学模型

度越大，柔度是用单元应变能来定义的。所以综合考

1.346E+01
1.196E+01
1.047E+01
8.973E+00
7.477E+00
5.982E+00
4.486E+00
2.991E+00
1.495E+00
0.000E+00

虑提高低阶固有频率和最小化柔度的多目标优化，
能提高行星架整体的动静态性能。能实现这种目标
可采用折衷规划法 [11]，其思想是多目标问题转化为
求解Euclidean距离最小，从而得到多目标函数的折
衷解（即全局最优值），此时单目标能获得较优值。则

振频率为23.75 Hz，而行星架1阶固有频率高达262 Hz，

行星架多目标拓扑优化数学模型为 [12]：

  m
2





 2 ∑ Ck (ρ) − Ckmin 


min F(ρ) = 
φ  wk max
+




 
Ck − Ckmin 


k=1






1/2
 n
2 




∑ λmax
 
(ρ)
−
λ

j

j
2



(1 − φ)  w j max min  
,





λj − λj



j=1





findρ(x),






 s.t.V(ρ)/V0 ≤ η。

远大于分离柱工作时的最高激振频率，所以发生共

式中， F(ρ) 为多目标函数， ρ(x) 为设计变量即材料相

振的可能性很小。

对密度， φ 为柔度目标函数的权重，wk 为第k个子目标

图5
Fig. 5

行星架的1阶振型

First-order mode of planet carrier

由表3可知，行星架各阶模态下的固有频率随模
态阶次的升高而逐渐增大，在机构正常工作过程中，行
星架的最高转速为1 425 r/min，可知它转动时最高激

4 行星架拓扑优化
拓扑优化技术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结构优化设计

的权重， w j 为第j阶频率的权重，m为柔度子目标的总
数， n为考虑频率的总数，Ck (ρ) 为第k个子目标柔度目
标函数，Ckmax 、Ckmin 分别为第k个子目标柔度优化的最

方法，能够在给定的设计空间内寻求最佳的材料分

大值和最小值， λ j (ρ) 为第j阶频率的目标函数，λmax
j 、

布，以此得到优化结构的良好性能 [10]。OptiStruct拓扑

λmin
j 为第j阶频率优化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V(ρ) 为结构

第5期

殷国富，等：高速逆流色谱仪行星架结构设计与拓扑优化

优化后的体积， V0 为结构最初的体积，η 为设计体积

213

率目标函数变量。
再进行多目标拓扑优化分析 [14–15]，约束为不超

约束的百分比。
4.2 单目标拓扑优化

过优化设计区域体积分数0.3，目标为使带权重系数

在第2、3节动静力学的基础上，再进行单目标拓

的多目标函数最小化，经过20次迭代后收敛，结果如

扑优化 [13]，优化设计主要包含3个要素：设计变量、设

图9所示。目标函数值为归一化的Euclidean距离，其

计约束和设计目标。在优化前先要将结构划分出设

迭代收敛过程如图9（a）所示，目标函数由0.58最终收

计区域和非设计区域，根据行星结构的特点以及外

敛到0.1；频率和柔度优化结果如图9（b）和（c）所示，

观要求，将行星板划分为设计区域，其余为非设计区

最后第1阶频率稳定在307 Hz。第2阶频率稳定在367 Hz，

域。第1个单目标优化对象是前两阶频率，约束条件

柔度降到了215 N·mm。
0.6

率最大，优化结果如图7所示，第1阶和第2阶优化频率

0.5

分别为343、421 Hz。第2单目标优化对象是柔度，约
束条件为体积分数上限为0.3，设计目标为柔度最小，
优化结果如图8所示，柔度由733 N·mm下降至最小值
99 N·mm。

多目标函数值

为优化设计区域体积分数上限为0.3，设计目标为频

0.4
0.3
0.2

450

0.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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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目标频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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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目标柔度优化

Single objective flexibility optimization

4.3 多目标拓扑优化

柔度值/(N·mm)

柔度值/(N·mm)

4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4

经静力学分析，得出最大变形量较小，所以设置

(c) 柔度迭代过程

第2阶频率稍重要，设置第1、2阶频率权重分别为0.6
f (x) =rss (0.35 × (x1 − 99) /634, 0.39 × (343 − x2 ) /
217, 0.26 × (421 − x3 ) /268) 。

12

迭代次数

柔度权重为0.35，频率总权重为0.65，因第1阶频率比
与0.4；利用单目标优化数据，设置多目标函数为：

8

图9
Fig. 9

多目标函数优化

Multi-objective function optimization

4.4 优化结果
图10描述的是拓扑优化结果，灰度浅部分表示

式中， rss为求各变量平方和再开方， x1为柔度目标函

该单元体的密度接近0，灰度深部分表示该单元体的

数变量， x2 为第1阶频率目标函数变量， x3 为第2阶频

密度接近1；当取单元密度阈值为0.25时，即去除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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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值低于0.25的区域，可以很清楚显示行星架的主体

1.370E−02
1.218E−02
1.065E−02
9.132E−03
7.610E−03
6.088E−03
4.566E−03
3.044E−03
1.522E−03
0.000E+00

位移/mm

1.000E+00
8.900E−01
7.800E−01
6.700E−01
5.600E−01
4.500E−01
3.400E−01
2.300E−01
1.200E−01
1.000E−02

(a) 变形

图 10
Fig. 10

7.947E+00
7.064E+00
6.181E+00
5.299E+00
4.416E+00
3.533E+00
2.651E+00
1.768E+00
8.854E−01
2.725E−03

拓扑优化结果

Result of topology optimization

4.5 二次建模及静力学分析
基于拓扑优化所得到的结果，将优化结果与制

应力/MPa

密度

轮廓。

造工艺要求相结合，对行星架进行重新设计，在设计
过 程 中 进 行 一 定 的 调 整 。 基 于 以 下 原 则 ： 在 SolidWorks中重建实体模型，新模型如图11所示。

(b) 等效应力

图 12
Fig. 12
Tab. 4

图 11

行星架的新模型

New model of planet carrier

1）保持优化后结构的轮廓，灰度浅部分区域可
合理去除；
2）考虑易加工性原则，用规则平面和圆滑曲面
替换不规则面；

Numerical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状态

总质量/kg

最大应力/MPa

最大变形/mm

初始

7.88

10.74

0.010

优化后

6.85

7.95

0.013

5 结
Fig. 11

新模型的变形与应力

Deformation and stress of new model
表 4 优化前后的数值对比

论

设计了一种高速逆流色谱仪行星架结构，并利
用HyperWorks软件对其进行了动静态性能研究和拓
扑优化，最后对优化后的模型再进行验证。得到以下
结论：
1）对行星架进行了有限元静力学分析和模态分
析，得到了行星架主体的变形和应力情况，以及前6

3）在受力较小区域可适当加沉槽。

阶模态参数。对这些特性进行了评估，得到动静力学

得到新模型，将优化后的行星架赋予材料属性，

基本满足要求。

得到其质量为6.85 kg；将模型导入到HyperWorks中，

2）为避免单目标拓扑优化的缺陷，因此对模型

约束和载荷与前文相同，再求解计算，观察其变形和

进行了多目标优化，从而保证一定的刚度和模态性

应力情况。优化后行星架的变形和应力云图如图12所示。

能条件；再根据优化模型重新设计，通过有限元分析

从图12中可知，优化后的行星架最大应力为7.95

的对比，优化后行星架的整体性能有了一定的提升，

MPa，最大变形量为0.013 mm，其强度和刚度都能满

质量也得到了减轻。结果显示得到了一个材料分布

足要求。

更优、性能更好的行星架结构。

性能数值对比如表4所示。从表4得知：与初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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