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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代超薄玻璃面板溢流工艺的三维仿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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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 FLUENT 软件，采用压力修正法和流体体积法对溢流砖表面玻璃液的分布状态进行三维数值模拟。研究了溢流

砖长度、溢流砖上表面倾斜角度、入口压力、玻璃液黏度对溢流砖表面玻璃液分布均匀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高世代大尺
寸玻璃面板溢流工艺的溢流砖设计中，在加长溢流砖时，需增大溢流砖上表面倾斜角度，适当降低入口压力和增大玻璃黏度，
使玻璃在溢流砖上表面分布更加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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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Simulation of Overflow Process of Advanced–Generation Ultra–Thin Glass Sheet
HOU Yansheng1, CHENG Jinshu1,2, KANG Junfeng1, CHAO Hua1, CUI Jing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licate Materials for Architectur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2. Hebei Shahe Glass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Shahe 054100, Hebe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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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molten glass flowing over the trough was carried out using FLUENT software based on the
semi–implicit method for pressure–linked equations and the volume of fluid method. The effect of trough length, upsurface tilt angle
of trough as well as inlet pressure and viscosity of molten glass on the flow patterns during overflow process was investigat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design of advanced generation isopipe, with the increase of trough length, increasing the tilt
angle of trough surface and the viscosity of molten glass, appropriately reducing the inlet pressure, could obtain a desired overflow
mass distribution.
Keywords: ultra–thin glass sheet; overflow process; 3D simulation

玻璃面板是液晶显示屏的关键部件，占液晶显
示屏成本的 20%左右，在平板显示产业链中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随着大尺寸超薄平板电视技术的成熟
和市场需求的增加，大尺寸高世代液晶面板玻璃的
生产和开发成为玻璃厂商研究的热点[1–4]。
目前，玻璃液在溢流砖上均匀分布是溢流法生
产大尺寸超薄玻璃的技术难点。玻璃液的分布，与

溢流砖槽内玻璃液流动特性密切相关[5–7]，受玻璃液
的势能(压力)差、黏度、温度、热量交换的影响[8]。
小型物理实验及生产线实验，不仅耗时费力，成本
高，其有效性也存在不足。而计算机模拟仿真可以
方便、快捷的研究相关问题。建立合适的模型，通
过计算机模拟仿真，研究溢流机理是一条合理的途
径。尽管 Corning 公司从物理模型到计算机模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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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料，但鲜见具体的报道[8]。台湾
联合大学林慧娟等[9–12]通过 VOF(volume of fluid)
法，研究了在非定常状态下溢流槽下倾角对玻璃液
二维分布状态的影响，提出溢流砖的下倾角应在
5°~7°为佳。但这种非定常的模拟，仅局限于玻璃液
流入溢流槽初始阶段的状态，且采用的是二维模拟，
不能反应玻璃液在溢流砖溢出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考虑，结合我国液晶玻璃面板实际生

图 2 溢流砖内部槽体建模示意图
Fig. 2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trough

产情况，采用 FLUENT 软件对溢流槽内玻璃液进行
三维数值模拟，通过 VOF 界面体积跟踪算法，计算
了定常状态下玻璃液的三维流动情况，研究了溢流
砖槽长、玻璃液黏度、入口压力、溢流砖上表面倾
斜角度对玻璃液溢出质量分布均匀性的影响。通过
定常状态模拟连续生产中的玻璃液流动状态，对高
世代液晶玻璃面板工艺技术研发具有指导意义。

1 模拟方法
1.1 模型建立
工艺说明：图 1 为溢流成型法溢流砖结构示意
图。溢流成型法采用长条形、下部收敛的溢流砖，
将熔化好的玻璃液从入口输送到溢流砖槽内，玻璃
液灌满溢流槽后从顶部两侧溢出。在重力的作用下，
玻璃液沿溢流砖外表面向下流动形成 2 片玻璃，最
后在该溢流砖下方再结合成单片玻璃。
3D 建模：图 2 为溢流砖内部槽体建模示意图。
使用 GAMBIT 软件对溢流砖内部的溢流槽划分网
格。溢流槽尺寸参照生产实际，使用六面体结构单
元格，
网格数量 50～100 万，
平均网格体积 2×10–7 m3。
槽内壁面用无滑移平面。玻璃液在溢流槽内流动方
向包括 X、Y、Z 三个维度。为便于分析，将溢流砖
的出口侧面均分成 10 对，设置为自由压力出口。初
始状态时，溢流槽内全部为空气相，压力入口为玻
璃液相。

h—depth of trough; α—tilt angle of trough bottom; θ—tilt angle of trough
up surface.

Fig. 1

图 1 溢流砖结构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sopipe for the overflow
process

1.2 计算方法
使用 FLUENT 软件进行计算时，选择压力耦合
半隐式(SIMPLE，semi–implicit method for pressure–
linked equations)算法，空气和玻璃液两相流动选择
VOF 法。计算使用定常条件，即玻璃液的流动与时
间无关。
玻璃液的传热和流动非常复杂，为方便模拟作
下列假设：
(1) 玻璃液为低 Reynolds 数运动，为稳定的层
流运动；
(2) 玻璃液性质稳定，无成分不均匀、化学反
应、气泡、结石等；
(3) 玻璃液为不可压缩 Newton 型流体；
(4) 玻璃液近似看做恒温体，无传热现象，即
Q
 0 (Q 为热量，T 为温度)；
溢流槽内没有热传导
T
(5) 玻璃液的部分物理性质近似为常数，包括：
密度 ρ、黏度 η、膨胀系数。
控制方程采用 Navier–Stokes 方程，令 ρ=常数，
连续方程为：
(1)
V  0
进一步假设整个流动过程中黏度 η=常数，得到
X、Y、Z 方向的动量方程：
du
p

    2 u   f x
(2)
x
dt
dv
p
     2 v   f y
(3)
dt
y
dw
p

    2 w   f z
(4)
dt
z
由于假设温度 T=常数，导出黏度 η=常数(因为
η 是 T 的函数)。
由于 ρ=常数和 η=常数，能量方程解耦，所以求
解玻璃液流动的问题只用到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
VOF 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玻璃液流动问题，通
过求解动量方程组和跟踪两相边界区域体积分数求
解互不相容的两相流体模型。体积分数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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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  m pq  m qp ]
n

其中： q 为体积密度；v 为速度；αq 是 q 相的体积
分数；mpq 和 mqp 分别是 p 相对应于 q 相和 q 相对应
于 p 相的质量流速。
二次相的体积分数由下式计算：

 q 1 q  1
n

(6)

Table 1

2017 年

1.3 模型几何参数和材料性能参数设置
溢流槽几何尺寸参数分为：入口端槽深 h、槽
宽 w、槽长 l、底面倾角 α、溢流面倾角 θ。
研究表明，入口端槽深 h、槽宽 w 以及底面倾
角 α 对溢流分布影响较小[13]。参照经验设定所有模
型 h=0.45 m，w=0.15 m，α=0°。本文分别模拟了不
同槽长 l(模型 1)、溢流槽上表面倾斜角度 θ(模型 2)、
玻璃液黏度 η(模型 3)和入口压力(模型 4)对玻璃液
流动状态的影响。具体参数列于表 1 和表 2。

表 1 4 种模型的建模参数
Parameters of four model for simulation

Model

Trough length l/m

Trough surface tilt angleθ/(°)

Viscosityη/(kPa·s)

1

1.5, 2.0, 2.5, 3.0

5

2

24.5

2

2.0

5

2

14.7, 19.6, 22.05, 24.5, 26.95

3

2.0

5

1.0, 1.5, 2.0, 2.5, 3.0, 3.5

24.5

4

2.0

1, 2, 3, 4, 5, 6

2

24.5

Table 2

表 2 玻璃液和气体的物理性质
Physical properties of Molten glass and air

Physical property

Molten glass

Air

Density/(kg·m–3)

2500

1.225

2

1.784×10–5

Viscosity/(kPa·s)
–1

Surface tension/(N·cm )
Contact angle/(°)

3×10

–3

Inlet pressure /kPa

2.5 和 3.0 m，研究不同 l 和玻璃液分布状态的关系。
图 4 为计算得到的不同槽长时 X=0 处中心面速
度矢量图。从图 4 可见，4 个 l 值的溢流槽内，玻璃
液的主要流动区集中于溢流槽入口近端 1 m 以内，
远端的流动速度非常缓慢。

45

2 结果与讨论
每个模型的计算采用定常条件进行迭代计算，
当残差稳定不变，进、出口质量差小于 0.01%时确
认计算结果，求得不同初始条件的流体稳定状态，
结果如图 3 所示。
2.1 槽长对玻璃液流动行为的影响
实际生产中，液晶玻璃面板尺寸大小取决于溢
流槽的长度 l，而改变 l 的大小会影响玻璃液在溢流
砖表面的分布状态。为验证此影响，并根据表 1 中
模型 1 的建模参数，假定不同 l 分别为：1.5、2.0、

Fig. 4

Fig. 3

图 3 残差曲线示例图
The diagram of residual curves

图 4 不同槽长 l 时 X=0 处中心面速度矢量图
Velocity vector diagram at X=0 for different trough lengt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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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包括：溢流槽几何尺寸参数(槽深 h、槽宽 w、
槽长 l)、流量 q、玻璃液的黏度 η 和溢流槽上表面
倾斜角 θ。确定溢流槽几何尺寸参数后，还需研究
以下 3 个影响玻璃液均匀分布的因素：流量 q(玻璃
液入口流量 q 是池炉与溢流砖入口玻璃液高度差的
函数，模拟时以入口压力 P 替代入口流量 q)，玻璃
液黏度 η 和溢流槽上表面倾斜角 θ。
2.2 不同入口压力对溢流质量分布的影响
入口压力 P 是池炉与溢流砖入口玻璃液的高度
图 5 不同槽长 l 时溢出质量分布图
Fig. 5 Overflow mass distribution with different trough length l

将每个溢流槽从入口近端到远端等分 10 份，等
比例绘出不同槽长时溢出玻璃质量分布图(图 5)。由
图 5 可知，在前 1 m 的范围内不同 l 值时的溢出玻
璃液质量曲线基本重合，槽长 l 越长，距入口远端
的溢出玻璃质量越少。
以上结果表明，溢流砖槽长增加后，玻璃溢出
流量分布变得不均匀。因此，在增加溢流槽长度时，
为改善玻璃液在溢流砖表面分布状态，必须调节其
他相关参数。
Dockerty[13]的研究表明，影响玻璃液溢流分布

差决定的。一般来说，玻璃熔窑设备建成后不能做
太大的调整，相对于玻璃液黏度 η 和溢流槽上表面
倾斜角 θ 来说，需要优先确定。
根据表 1 中模型 2，模拟了 5 种入口压力：14.70、

19.60、22.05、24.50 和 26.95 kPa(对应的池炉与溢
流砖入口玻璃液高度差为 0.6、0.8、0.9、
1.0 和 1.1 m)，
得到 X=0 处中心面速度矢量图(图 6)。
由图 6 可知，随入口压力 P 增加，玻璃液在入
口近端和远端的速度差距加大。因为压力的增加，
使入口速度、黏度阻力都随着增大，导致玻璃液上
升动力增大，玻璃液的速度矢量方向在入口近端由
水平流动方向转为垂直向上的趋势更明显。

图 6 不同入口压力 P 时的 X=0 处中心面速度矢量图
Fig. 6 Velocity vector diagram at X=0 for different inlet pressure

2.3 不同黏度对溢流质量分布的影响
黏度 η 是高温玻璃液的本质属性，需要考虑其
对玻璃液在溢流槽内流动行为的影响。根据表 1 中
模型 3，模拟了 6 种黏度时玻璃液流动，得到 X=0
处中心面的速度矢量图(图 7)。
观察图 7 发现，不同黏度 η 得到的速度矢量图
形状基本相同，表明 η 只改变速度矢量大小，但不
影响速度矢量分布。

2.4 溢流槽上倾角对溢流质量分布的模拟结果
溢流槽上倾角 θ 是影响玻璃液溢流质量的关键
因素，根据表 1 中模型 4，模拟不同 θ 时玻璃液的
流动，得到 X=0 中心面速度矢量图(图 8)。
由图 8 可知，随 θ 增加，距溢流槽入口远端
的玻璃液速度矢量颜色变浅，说明远端的玻璃液
流动速度加快，导致玻璃液溢出质量分布向远端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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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图 7 不同玻璃液黏度时 X=0 处中心面速度矢量图
Velocity vector diagram at X=0 for different viscosity of glass melt

Fig. 8

图 8 不同上倾角时 X=0 处中心面速度矢量图
Velocity vector diagram at X=0 for different trough surface tilt angle

2.5 压力、黏度、上倾角对质量分布影响的特点
Dockerty[13]研究表明，一个确定的溢流槽，若
要使玻璃液均匀地分布于溢流槽上表面，流量 q、
黏度 η 和上倾角 θ 需要满足下述公式：
(q   ) / tan   constant
(7)
在溢流槽上表面倾斜角度 θ 固定时，玻璃液流
量 q 和玻璃液的黏度 η 之乘积应该恒定不变。为验
证此公式，调取不同 η 时的玻璃液总流量，得到 η
与玻璃液总流量的乘积表(表 3)。由表 3 可见，随着
η 的增加，玻璃液的流量 q 逐渐降低，但流量与黏
度乘积保持恒定。
数据表明，玻璃液分布受上倾角、压力、黏度
的影响，但是每种因素独立引起的变化效果不同。
将每个模型溢流砖的出口侧面划分成 10 对均布出
口，分别作出压力、黏度和上倾角不同时各出口处
的溢出质量分布图(图 9~图 11)。

Table 3

表 3 不同黏度与玻璃液流量乘积
The product of viscosity and overflow mass

q/(kg·h–1)

η/(kPa·s)

q×η/103/(kg·N·m2·s2)

965.27

1.0

268.1

643.50

1.5

268.1

481.96

2.0

267.8

385.57

2.5

267.8

321.84

3.0

268.2

276.52

3.5

268.8

q—Flow of glass melt; η—Viscosity of glass melt

由图 9 所示，随入口压力 P 增加，溢流砖不同
部位向外溢出玻璃质量都增加，但入口近端的溢出
量增加较多，特别在出口 1~出口 5 处。这表明，改
变压力对溢流槽近端玻璃液溢出质量调节效果大，
对远端调节效果小。这是因为，压力的增加使入口
处玻璃液的水平速度增加，
但受到玻璃黏度阻力的阻
碍，玻璃液的水平流动动量(Y 方向)转向为垂直方向
(Z 方向)，玻璃液在溢流槽入口近端被溢出流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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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比例降低的，高黏度引起玻璃液整体速度差比
例减缓，有助于减缓溢流质量在不同部位之间的速
度差。
图 11 是溢流砖上倾角对溢流质量分布的影响
规律。随着上倾角的增加，入口端的玻璃液溢出量
减少，远端溢出量增加。上倾角对溢流砖上表面溢
出量的均布分布有较好的调整作用。这是因为，上
倾角的增加使得溢流面从入口近端到远端高度改
变，随角度增加，玻璃液在溢流砖入口近端高度增
加，相当于减缓了由黏度阻力对玻璃液升高的影响，
Fig. 9

图 9 不同压力的溢出质量分布图
Overflow mass distribution with different inlet pressure

近端的溢出量降低。另一方面，虽然改变溢流砖上
表面倾斜角度对溢流分布有调节作用，但随角度增
加，入口近端的出口 1 和 2 处玻璃液的溢出动力减
小，导致出口 1 和 2 处的溢出量降低过快。
由图 9~图 11 可见，玻璃液向外溢出的分布普
遍具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再上升的变化趋势。
这是因为玻璃液最初的前进方向为入口处的 Y 方
向。随着玻璃液前进，后面的玻璃液被前面玻璃液
阻挡，速度方向由 Y 向朝着 Z 向改变，但 Z 方向动
量的增加也在消耗着玻璃液 Y 方向的动量，所以之
后的玻璃液上升动力又变得不足，因此离开入口位
置后，玻璃液溢出分布先升后降。当玻璃液接近溢

Fig. 10

图 10 不同黏度的溢出质量分布图
Overflow mass distribution with different viscosity

流槽尾端时，在尾端有一个垂直的挡板阻挡玻璃液
在 Y 方向流出，因此此时的玻璃液 Y 方向动量必须
全部转成 Z 方向动量，玻璃液在溢流槽尾端的溢出
量再次呈现上升的趋势。

3 结论

Fig. 11

图 11 不同上倾角的溢出质量分布图
Overflow mass distribution with different trough
surface tilt angle

端的玻璃液速度变化较小。
另外，如图 10 所示，随着黏度增加，溢流砖从
入口近端到远端均布的 10 个出口段溢出玻璃质量
均下降。表明黏度增加引起的流动阻力(剪切力)增
大，导致玻璃液内部各点的速度按比例降低，且各
点速度降低比率相同。而且黏度增加后玻璃液流量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及分析，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 增加溢流砖槽长，玻璃液在溢流槽距入口
远端的溢出质量很小，溢出分布变得不均匀，必须
改变入口压力 P、黏度 η 和溢流砖上表面倾斜角度
θ 来改善玻璃液的溢出分布。
(2) 入口压力 P 变化引起玻璃液流速的变化对
溢流槽前半段的影响较大，后半段影响很小。结合实
际生产，考虑到入口近端溢出量多的问题，可以适当
减少熔炉和溢流砖入口的液位差以降低入口压力。

(3) 黏度 η 的调整不改变玻璃液在溢流槽内的
流动分布比例，因为黏度变化引起玻璃流速的对应
变化，始终保持了流速与黏度乘积满足恒定的条件。
但是增大黏度可以减缓溢出质量的差值对改善溢流
质量分布有好处。
(4) 溢流砖上表面倾斜角度 θ 可以调整溢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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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如果增加溢流砖长度，应适当增大溢流砖
上表面的倾斜角 θ 以改善溢出质量分布；但过大的
上倾角也会造成入口近端溢出量的迅速降低。因此，
应综合平衡溢流砖长和上倾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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