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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瘤破裂是引起蛛 膜下腔出血的一 主要原因。 合COMSOL Multiphysics 活的 何建模特
性以及强大的流
求解能力，本文分
不同大小 系的MCA 瘤理 模型 行了 建模
分析。通 模 分析， 得了 瘤球囊 度和 度
瘤基底 度不同比例 件下的 瘤速度、
力、壁面切 力（WSS）等 的 化 律，分析了 何形
力
之 的 系。模 果 示：1、
瘤，瘤 部旋流强度 之窄
瘤更强，中心 流速更低，更有利于形成血栓而且 点
力更大，更易破裂。2、增大 瘤 度 基底直 的比 ， 点 WSS呈非 性增 ，但最大 低
于WSS安全范 的下限 ，破裂危 性依然 高；3、 瘤 度 基底直 不同比例下的最大
的WSS均是主要集中在 瘤 瘤血管 合 （第一剪 力集中 ）， 血管壁生物 力 特性影
重；WSS其次集中在面向血液 流方向的 瘤瘤 一 （第二剪 力集中 ）， 考文 究可知
，此 的WSS 于 持健康血管生物 特性的合理 范 ，因此瘤
不 于 瘤破裂的危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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