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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Ｐｅｔｅｒｓ 模型模拟线性气动力，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模拟由于动态失速引起的非线性气动力，
通过耦合结构运动方程，建立了状态空间（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ｃｅ）形式的气动弹性控制方程。 采用欧拉预估－校

正方法对该方程进行时域推进求解，采用特征根轨迹分析技术在频域内对气动弹性系统进行稳定性

分析。 基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ＥＲＡ 气动力模型对动态失速现象进行模拟，结果表明该气动力模型可以准确地

捕捉动态失速气动力的主要特征。 采用该气动弹性模型对亚松弛迭代（ｕｎｄｅｒ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方法

在静气动弹性求解稳定性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亚松弛迭代可以增强静气弹求解的稳

定性。 分别采用频域和时域方法对失速颤振中的颤振临界特性和分岔（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现象进行了研究，
并分析了初始扰动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研究发现：①在大攻角下，非线性气动力模态与结构模态的耦

合可能导致结构模态的失稳，从而诱发系统的单自由度颤振；②初始攻角的改变会显著影响系统的分

岔特性；③在不同的扰动范围内，气动弹性系统对扰动的敏感度不同，扰动增强可能会使系统原先稳

定的状态被激发为极限环振荡（ｌｉｍｉｔ ｃｙｃｌ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ＬＣ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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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速颤振是一种气动弹性失稳现象，常见于高

空长航时（ＨＡＬＥ）飞行器的大柔性机翼、直升机的

桨叶以及涡轮机的叶片上［１］。 失速颤振现象不仅

会降低飞行器的气动效率，而且会导致结构的疲劳

甚至破坏。 由于失速颤振常常伴随着以流动分离为

特征的动态失速现象，因此具有很强的气动非线

性［２］。 考虑到失速颤振问题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

因素以及研究人员对失速颤振机理缺乏深入的理

解，因此有必要对失速颤振问题开展更加深入的研

究工作，以便为失速颤振主动控制提供理论基础和

技术支撑。
在当今的气动弹性研究领域中，将计算流体力

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ＦＤ）与计算结构力

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ＳＤ）耦合是进

行非线性颤振分析的重要手段之一［３］。 然而由于

实际工程问题的复杂性，所构建的物理模型往往十

分复杂，ＣＦＤ ／ ＣＳＤ 方法存在耗时长、效率低等劣

势［４］，而其中主要的计算代价来源于非线性气动力

的求解。 这使得 ＣＦＤ ／ ＣＳＤ 方法难以广泛适用于失

速颤振的研究工作中。
为了简化气动力，Ｐｅｔｅｒｓ 等人［５］ 基于 Ｇｌａｕｅｒｔ 分

解方法发展了非定常气动力的有限状态 （ ｆｉｎｉｔｅ⁃
ｓｔａｔｅ）理论和入流（ 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ｌｏｗ）理论。 相比其他气

动力模型，该方法计算精度较高，工程实际应用性较

强。 此外，该方法具有时域表达形式，可以加入动态

失速修正项来模拟非线性气动力。 当前针对二维翼

型已经提出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半经验失速模型，例
如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和 Ｂｅｄｄｏｅｓ⁃Ｌｅｉｓｈｍａｎ 失速模型

等。 文献［２］总结了当前工程和研究中常用的失速

模型，其中 ＯＮＥＲＡ 模型形式较为简单，应用较为广

泛。 ＯＮＥＲＡ 模型通过适当的线性有理近似，将动失

速气动力表达为一个二阶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的形

式。 此外，ＯＮＥＲＡ 模型以线化气动力系数和静态气

动力系数之差作为输入量，可以描述气动力的延迟

效应和超调效应。
Ｐｅｔｅｒｓ 等人［６］ 采用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对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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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的动态失速问题展开了研究。 Ｍｃａｌｉｓｔｅｒ 等人［７］

基于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对二维翼型动态失速中的非

定常气动力响应进行预测，并与实验值进行对比。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可以较好地模

拟动态失速中的非定常气动力。 Ｔａｎｇ 等人［８］ 通过

引入小角度假设，将 ＯＮＥＲＡ 模型转化到拉氏域中

获得线性非定常气动力，并从频域角度对失速颤振

问题展开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气动弹性系统在大攻

角下的失稳模态发生了转换，但研究人员并未对此

开展更加详细的机理解释。 Ｌａｘｍａｎ 等人［９］ 基于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对二元机翼的混沌响应特性进行

研 究。 Ｂｅｅｄｙ 等 人［１０］ 基 于 谐 波 分 解 方 法 和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发展了一

种拟合 ＯＮＥＲＡ 非线性参数的新方法，并基于此进

行失速颤振边界的预测。
在国内，刘湘宁等人［１１］ 采用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

型，结合谐波平衡法，研究了大展弦比复合材料机翼

的颤振稳定性。 刘廷瑞［１２］ 采用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
基于 Ｈ∞ 鲁棒控制进行风轮机叶片的失速颤振抑制

研究工作。 任勇生等人［１３］ 采用 ＯＮＥＲＡ 模型进行

了复合材料薄壁梁的非线性气弹稳定性研究工作。
孙智伟等人［１４］ 首次综合考虑了 Ｐｅｔｅｒｓ 气动力模型

和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适用于失速

颤振研究的气动力模型，并结合鲁棒控制开展了颤

振抑制方面的研究工作。
上述大多是基于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开展的失速

颤振边界预测和主动颤振抑制研究工作，鲜有研究

工作者基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ＥＲＡ 模型，对大攻角下的失速

颤振临界特性和不同初始攻角下气动弹性系统的分

岔现象展开研究。 此外，基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ＥＲＡ 模型对

失速颤振中静气弹求解稳定性的研究工作也很少

见。 本文基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ＥＲＡ 气动力模型，建立了系

统的状态空间方程。 首先通过动态失速算例验证了

气动力模型，并研究了亚松弛迭代对静气弹求解稳

定性的影响；其次通过频域方法对大攻角下的失速

颤振临界特性展开研究；最后通过时域方法研究了

失速颤振中的极限环振荡和分岔现象，并研究了初

始扰动对系统响应的影响。

１　 气动力建模

本节基于 Ｐｅｔｅｒｓ 气动力模型和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

型分别对线性气动力和非线性气动力进行建模。 由

于上述气动力模型都具有时域表达形式，因此易于

和结构运动方程耦合，形成完备的状态空间形式。
１．１　 Ｐｅｔｅｒｓ 线性模型

图 １ 展示了一个具有两自由度的典型二维翼

型。 其中 Ｑ 为气动中心，Ｐ 为刚心，Ｇ 为重心。 结构

坐标系参考原点取在刚心 Ｐ 处，浮沉位移 ｈ 向下为

正，俯仰位移 θ 抬头为正。 刚心 Ｐ 在翼型弦长中点

后 ａｂ 处，其中 ａ 为无量纲长度，ｂ 为半弦长。

图 １　 典型两自由度二维翼型

气动弹性系统关于弹性轴的升力和力矩的线性

部分如下［１５］：
Ｌ０ ＝ πρｂ２（ ｈ̈ ＋ Ｕθ̇ － ｂａθ̈） ＋

　 ２πρＵｂ（ ｈ̇ ＋ Ｕ（α０ ＋ θ） ＋ ｂ（０．５ － ａ） θ̇ － λ０）
Ｍ０ ＝ （０．５ ＋ ａ）ｂＬ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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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程（１）中， ρ 代表大气密度，Ｕ 为无穷远来

流速度，α０ 代表翼型的初始迎角。 在线性升力 Ｌ０ 的

表达式中，第一项为无环量升力，其依赖于翼型的速

度与加速度；第二项为有环量升力，其通过 λ０ 考虑

了翼型后缘尾涡的影响。 其中 λ０ 表示平均入流诱

导速度，Ｐｅｔｅｒｓ 将其近似用有限个入流状态量来

表示［５］：
λ０ ＝ ０．５ｂＴλ （２）

式中， λ 满足如下微分方程［１５］：

Ａλ ＋
Ｕ０

ｂ
λ ＝ ｃ ｈ̈ ＋ Ｕ０ θ̇ ＋ ｂ １

２
－ ａ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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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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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１．２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

在 ＯＮＥＲＡ 模型中， Γｎ（ｎ 代表升力 Ｌ 或者力矩

Ｍ） 表示由于失速带来的附加环量，可以通过二阶

常微分方程表示。 需要指出的是，方程（４）的力矩

参考点是翼型的四分之一弦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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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程（４）中，气动力的非线性特性可以通过

输入值 ΔＣｎ（ｎ 代表升力 Ｌ 或者力矩 Ｍ） 得到。 而

ΔＣｎ 是关于攻角 α 的函数，一般通过实验方法或者

ＣＦＤ方法得到。 半经验参数 ξｎ，ωｎ 和ηｎ（ｎ代表升力

Ｌ 或者力矩 Ｍ） 分别代表了气动力阻尼、频率，以及

气动力延迟。 参数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ｎ 代表升

力 Ｌ 或者力矩 Ｍ） ：
ξｎ ＝ ξ０ ＋ ξ２（ΔＣｎ） ２

ωｎ ＝ ω０ ＋ ω２（ΔＣｎ） ２

ηｎ ＝ η０ ＋ η２（ΔＣｎ） ２ （５）
　 　 为了得到方程（５）中各个系数的典型值，必须

基于某个特定翼型的实验结果或 ＣＦＤ 结果进行参

数辨识。 Ｂｅｅｄｙ 等人［１０］ 认为由非定常升力响应数

据拟合得到的非线性参数可以用于非定常力矩的预

测。 如表 １ 所示，给出了部分 ＯＮＥＲＡ 非线性参数

的典型值［１６］，其中 Ｍａ 代表无穷远来流马赫数。
表 １　 ＯＮＥＲＡ 非线性参数的典型值

Ａｉｒｆｏｉｌ ξ０ ξ２ ω０ ω２ η０ η２

０Ａ９（Ｍａ＝ ０） ０．２０ ０．８０ ０．１０ ０．６４ ３．３ －１．６
０Ａ９（Ｍａ＝ ０．３５） ０．２０ ０．８０ ０．１０ ０．６４ ３．３ －３．４
０Ａ９（Ｍａ＝ ０．９０） ０．１５ ０．６５ ０．１０ ０．４２ ３．３ －１．３

０Ａ２１２（Ｍａ＝ ０．３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２０ ５．３ －７．６
ＶＲ７（Ｍａ＝ ０） ０．６０ １．８ ０．３５ ０．６５ ３．３ －０．８

ＮＡＣＡ ００１２（Ｍａ＝ ０） ０．２５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１０ ３．３ －０．３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得到气动弹性系统关于弹

性轴处的总升力和力矩：
ＬＴ０ ＝ ρＵ２ｂＣ ｌ０ ＋ Ｌ０ ＋ ρＵΓＬ

ＭＴ０ ＝ ２ρＵ２ｂ２Ｃｍ０ ＋ （０．５ ＋ ａ）ρＵ２ｂ２Ｃ ｌ０ ＋
　 Ｍ０ ＋ ２ρＵｂΓＭ ＋ （０．５ ＋ ａ）ｂρＵΓＬ （６）

式中， Ｃ ｌ０ 和 Ｃｍ０ 表示在零攻角下翼型的升力和力矩

系数，Ｌ０ 和Ｍ０ 为气弹系统关于弹性轴升力和力矩的

线性部分，具体形式可参照（１） 式。
孙智伟［１７］认为，忽略阻力不会对动力学特性的

定性分析产生较大的影响；张健等人［１８］ 指出，如果

不需要精确地预测颤振边界和系统极限环响应，可
以忽略阻力因素。 本文中没有考虑阻力因素，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简化气动力模型的复杂程度。

２　 气动弹性系统求解方法

对于图 １ 所示的气动弹性系统，基于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方程可以得到结构运动方程的矩阵形式表达

如下［１９］：
Ｍδ̈ ＋ Ｇδ̇ ＋ Ｋδ ＝ ｆ （７）

式中， Ｍ 代表质量矩阵，Ｇ 代表阻尼矩阵，Ｋ 代表刚

度矩阵，δ 代表广义位移，ｆ 代表作用在系统上的广

义力。
为了得到气动力控制方程与结构运动方程的全

耦合形式，便于失速颤振问题的分析，将广义气动力

ｆ 写成如下的矩阵表达形式［１４］：

ｆ ＝
－ ＬＴ０

ＭＴ０
{ } ＝

Ａ１ δ̈ ＋ Ａ２ δ̇ ＋ Ａ３δ ＋ ０．５Ｆ１ｂＴλ ＋ Ｆ２Γ ＋ Ｃ０ （８）
式中， δ 代表广义位移。

为了将方程（７） 写成完备的状态空间形式，定
义状态向量 ｘ ＝ δ Ｔ δ̇Ｔ λＴ ΓＴ Γ̇Ｔ[ ]

Ｔ ，可以得

到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１４］：
ｘ̇ ＝ Ｈ１ｘ ＋ Ｈ０ （９）

　 　 在方程（９）中，矩阵 Ｈ０ 和 Ｈ１ 的阶数和 λ 的维

数有很大关系。 为了保证计算的精度，λ 的维数可

以取 ４ ～ ８［５］，但λ的维数取得过大可能会导致数值

不稳定［２０］。 文献［１４］ 建议取维数 ｎ ＝ ６。
方程（９） 即为气动弹性系统状态空间方程的完

整形式。 从时域分析的角度来说，此问题转化为一

阶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组的求解问题，可以选用多种

求解技术，本文采用欧拉预估 － 校正方法进行时域

推进求解；从频域分析的角度来说，此问题转化为矩

阵特征值的求解问题，本文通过求解矩阵Ｈ１ 的特征

根得到了系统的特征根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矩阵Ｈ１ 是一个非线性矩阵，因此为了进行根轨迹分

析，需要对矩阵Ｈ１ 进行线性化处理。 本文采用雅克

比矩阵法对 Ｈ１ 进行线性化处理。

３　 算例分析

３．１　 动态失速算例验证

Ｍｃａｌｉｓｔｅｒ 等人［７］指出，在减缩频率 ｋ 小于 ０．１５
的情况下，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对非线性气动力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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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对于更高的减缩频率，工程上

一般不给予考虑，因为实际机翼也很难达到如此之

高的振动频率［１７］。
动态失速风洞实验［２１］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

吉尔大学中的气动实验室进行。 该风洞是一个低速

风洞，湍流度达到了 ０．０８％，拥有一个 ０．９ ｍ×１．２ ｍ×
２．７ ｍ 的实验段，风速 ３５ ｍ ／ ｓ，雷诺数 １．３５×１０５。 本

文参考实验件是一个由金属铝材料制成的有限展长

直机翼。 该机翼的剖面采用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 翼型，机翼

弦长为 １５ ｃｍ，展长为 ３７．５ ｃｍ。 翼型在俯仰角满足

α＝ １０°＋１５°ｓｉｎωｔ 的条件下绕 １ ／ ４ 弦长处的固定轴

做强迫振动，其中 ｋ 代表减缩频率。

图 ２　 升力系数迟滞曲线对比图（α＝ １０°＋１５°ｓｉｎωｔ）

本文选用减缩频率 ｋ 分别为 ０．１ 和 ０．０５ 的 ２ 个

算例进行研究，采用欧拉预估－校正方法对气动力

进行时域推进求解。 图 ２ 给出了数值解和实验值对

比图。 由图 ２ 可知，当减缩频率为 ０．１ 和 ０．０５ 时，数
值模拟结果在上、下行与实验值吻合较好。 此外，该
模型对失速攻角位置的预测能力具有一定的可信

度。 这与 Ｍｃａｌｉｓｔｅｒ 等人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然

而，该模型未能很好地捕捉到实验结果中的尖点区

域。 这是因为基于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得到的结果在

数学上是严格的二阶导数连续解，其无法模拟突跳

的尖点等不可导区域。 但从总体上来说，当引入

ＯＮＥＲＡ 失速模型后，失速后气动力的变化趋势和变

化现象都能够被比较清晰地捕捉到。
３．２　 考虑亚松弛迭代的静气弹问题研究

对于非线性颤振问题，无论是在频域内进行特

征根轨迹分析，还是在时域内进行推进求解，首先应

得到系统在某一条件下的初始稳态解，即静气弹求

解问题。 本小节通过一个算例，对比采用不同迭代

方法得到的静气弹结果，以说明亚松弛迭代在静气

弹求解中的意义，并采用亚松弛迭代法，给出不同初

始攻角下，系统的静气弹解随来流速度的变化曲线。

对于图 １ 的气动弹性系统式（９）给出了系统的

状态空间形式。 为了得到系统的静气动弹性控制方

程，只需要将所有关于时间的导数项全部置零，最终

得到系统的静气动弹性控制方程如下［１４］：
（Ｋ － Ａ３）·δ ＝ Ｆ２Γ ＋ Ｃ０

Ｄ２Γ ＋ Ｄ０ ＝ ０ （１０）
式中， Ｋ 为刚度阵，Ｃ０ 为零攻角气动力系数矩阵，δ
为广义位移向量，Γ为失速气动力向量。 需要注意

的是，矩阵 Ｄ０ 和 Ｄ２ 是关于广义位移向量 δ 的复杂

分段函数。 如果在（１０） 式的第二式中直接将 Γ解

出，并带入第一式中去求解 δ ，算式将非常复杂。 故

本文采用迭代方法对两式进行依次间接求解。
以文献［８］中的算例为例，如图 ３ 所示展示出

静态气动力系数随攻角变化曲线。

图 ３　 静态气动力系数曲线

由图 ３ 可知，翼型的静失速攻角为 １３°。 静态

升力和力矩系数曲线的斜率在此处都有突变。 图 ４
展示出采用简单迭代法和亚松弛迭代法得到的结

果，其中亚松弛因子取 ０．４，翼型的初始攻角为 １８°，
图中虚线代表了失速攻角的位置。

图 ４　 静气弹收敛历程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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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简单迭代法，静气动弹性解在来流速度

为 １４．５ ｍ ／ ｓ 和 １５．０ ｍ ／ ｓ 时，均有不同程度的振荡。
这是由于当来流速度为 １４．５ ｍ ／ ｓ 和 １５．０ ｍ ／ ｓ 时，解
在静失速攻角附近反复迭代。 而一旦涉及非线性迭

代，差值过大将导致迭代过程的不稳定。 当采用亚

松弛迭代法时，系统解的稳定性提高，收敛曲线变得

光滑。 在来流速度为 １４．５ ｍ ／ ｓ 和 １５．０ ｍ ／ ｓ 时，解收

敛到一个稳定值。 然而，当来流速度为 １４．０ ｍ ／ ｓ 时

可以看出，当采用简单迭代法时，解在第三步已经收

敛；当采用亚松弛迭代法时，解在第十步才基本收

敛。 采用亚松弛迭代法固然可以提高系统解的稳定

性，但同时也会降低系统解的收敛速度，需要权衡

考虑。
采用亚松弛迭代技术，通过数值模拟预测在不

同初始攻角下，系统静气弹解随来流速度的变化情

况，亚松弛因子取 ０．４。 如图 ５ 所示展示出计算结

果，其中点划线代表了失速攻角的位置：

图 ５　 系统静气弹解变化曲线

由图 ５ 可知，当初始攻角一定时，来流速度越

大，气动载荷越大，系统的静气弹解数值的绝对值也

就越大；在来流速度一定时，初始攻角越大，曲线的

斜率越大，表明静气弹解的发散速度越快。 值得注

意的是：每条曲线在 １３°处的斜率都是不连续的，斜
率有明显下降。 这是因为：当俯仰位移小于静失速

攻角时，系统中的气动力只有线性气动力的参与；当
俯仰位移大于静失速攻角时，非线性气动力将参与

迭代过程，这将导致曲线斜率的突变。 由于非线性

气动力的参与，当攻角增加时，气动力增加趋势有所

减缓，从而减缓了系统静气弹解的发散趋势。
３．３　 失速颤振的颤振临界特性研究

本小节基于文献［８］中算例，进行失速颤振问

题的颤振临界特性分析。 其中以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 翼型为

研究对象，半弦长 ｂ 为 １ ｍ。 计算所用的其他结构

参数为：ａ ＝ － ０． １， ｘα ＝ ０． ０５，ωｈ ＝ ６． ２８ ｒａｄ ／ ｓ，ωα ＝
１２．５６ ｒａｄ ／ ｓ，μ＝ １０，ｒ２α ＝ ０．２５，ζｈ ＝ ０．０１，ζα ＝ ０．０２。 选

用 ＯＮＥＲＡ 非线性参数为 ξ０ ＝ ０．２５，ξ２ ＝ ０．４，ω０ ＝ ０．２，
ω２ ＝ ０．２３，η０ ＝ ０．０，η２ ＝ －２．７。

图 ６ 给出了系统在初始攻角为 ０°时的频域响

应结果。 其中 ａ分支代表俯仰模态；ｂ分支代表沉浮

模态；ｃ 分支代表线性气动力项；ｄ 分支代表尾涡脱

落项；ｅ 分支代表了非线性气动力项。
由图 ６ａ） 中的根轨迹图可知，随着来流速度的

增加，系统的俯仰模态分支 ａ 穿过虚轴，而 Ａ 点对应

的来流速度为 １６．９ ｍ ／ ｓ。 此时系统由于俯仰模态失

稳而发生颤振。 从图 ６ｂ） 可以看出，在颤振临界点

附近区域，系统的沉浮模态和俯仰模态频率在不断

靠近，具有典型的经典颤振特性。 此外，线性气动力

ｃ在Ｂ 点的失稳代表着系统的静气动弹性发散，对应

的来流速度为 ２２．９ ｍ ／ ｓ，即系统静气弹发散速度为

２２．９ ｍ ／ ｓ。
下面研究大攻角下的系统响应。 如图 ７ ～ ９ 所

示，展示了初始攻角为 ２５°，３２°和 ３５°时的系统频域

响应结果。 从图 ７ ～ ９ 可以看出，在大攻角情况下，
系统颤振特性和经典颤振特性是不相同的。

　 　 　 　 　 图 ６　 初始攻角为 ０°系统频域响应结果 图 ７　 初始攻角为 ２５°系统频域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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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８　 初始攻角为 ３２°系统频域响应结果 图 ９　 初始攻角为 ３５°系统频域响应结果

　 　 当翼型的初始攻角为 ２５°时，由图 ７ａ）的根轨迹

图可知，在颤振边界附近，系统的非线性气动力模态

分支 ｅ 有失稳的趋势，系统的俯仰模态分支 ａ 穿过

虚轴失稳。 从图 ７ｂ）可以看出，在颤振临界点附近，
系统的俯仰模态分支 ａ 和非线性气动力模态分支 ｅ
频率在不断靠近，表明系统的俯仰模态和非线性气

动力模态有耦合的趋势。
当翼型的初始攻角为 ３２°时，由图 ８ａ）的根轨迹

图可知，随着气动力非线性的增强，系统的俯仰模态

分支 ａ 和沉浮模态分支 ｂ 相互吸引，根轨迹有相互

靠近的趋势，但此时系统依然发生的是由于俯仰模

态失稳主导的失速颤振。
当翼型的初始攻角为 ３５°时，由图 ９ａ）的根轨迹

图可知，系统的俯仰模态分支 ａ 和沉浮模态分支 ｂ
继续相互吸引靠近，最终发生模态分支交换。 此时

系统从俯仰模态失稳转变为沉浮模态失稳。 由图

９ｂ）可以看出， 在颤振临界点附近，系统的沉浮模态

分支 ｂ 和非线性气动力模态分支 ｅ 频率在不断靠

近，这表明系统的沉浮模态和非线性气动力模态有

耦合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翼型大攻角的失速颤振问题中，非

线性气动力模态与结构模态的耦合作用可能导致结

构模态失稳，从而诱发系统的单自由度颤振。
３．４　 失速颤振的极限环振荡和分岔现象研究

本小节依然采用 ３．３ 小节的结构参数，进行失

速颤振的极限环振荡和分岔现象的研究。 图 １０ 给

出了系统在初始攻角为 １４°，来流速度为 １０．１ ｍ ／ ｓ
和 １０．７ ｍ ／ ｓ 时的时域响应结果。

对于经典颤振问题，当来流速度超过颤振临界

速度时，系统响应幅值为无限大值，此时系统发生了

动气弹发散现象。 对于失速颤振问题，当来流速度

超过颤振临界速度时，系统响应幅值为有限值，此时

系统处于极限环振荡状态，如图 １０ｂ）所示。 极限环

图 １０　 不同来流速度下的系统响应

振荡是非线性系统的典型特性。 当飞行器结构发生

极限环振荡时，虽然不会导致飞机的直接解体和破

坏，但会带来较为严重的飞机结构疲劳问题。

图 １１　 不同初始攻角下的系统分岔曲线

图 １１ 展示了不同初始攻角下，系统俯仰模态幅

值随来流速度变化的分岔曲线，其中取初始静气弹

平衡位置为零位置。 每条分岔曲线都以小振幅的颤

振临界状态为起始端，动气弹发散状态为结束端。
当翼型的初始攻角为 ６°时，俯仰模态振幅在来流速

度超过颤振临界速度后急剧增大，出现超临界霍夫

·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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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岔，幅值范围较小；当初始攻角增加到 ８°和 １４°
时，俯仰模态振幅在来流速度超过颤振临界速度后

增速减缓，同时模态幅值范围变大；当初始攻角增加

到 １８°时，俯仰模态振幅在来流速度超过颤振临界

速度后有一个小的阶跃，此后模态幅值增速略有增

加。 当初始攻角增加到 ２８°和 ３０°时，俯仰模态振幅

的变化趋势和小攻角时十分相似。
综上所述，初始攻角的改变会显著影响系统俯

仰模态的振幅分岔曲线特性。
３．５　 初始扰动对系统响应的影响研究

当考虑失速颤振时，气动弹性系统本身作为非

线性系统，其响应会受到初始扰动的影响。 为此，有
必要研究初始扰动对气动弹性系统响应的影响。 在

本算例中，依然采用 ３．３ 小节的结构参数，通过改变

初始扰动值得到系统的响应情况。 在数值模拟时，
取初始静气弹平衡位置为零位置，初始攻角为 ２５°。
如图 １２ 所示给出了系统在不同初始扰动下俯仰模

态幅值随来流速度的变化曲线。 其中图 １２ａ）为全

局图，图 １２ｂ）为图 １２ａ）中圆圈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图 １２　 不同初始速度扰动下的系统响应

在初始扰动为 ２×１０－３时，系统受到的外界扰动

较小，当来流速度在 ６．３ ｍ ／ ｓ 到 ６．８ ｍ ／ ｓ 范围内时，
系统做小幅值的极限环振荡，而当来流速度在 ６．８
ｍ ／ ｓ 到 ７．３ ｍ ／ ｓ 范围内，系统响应是收敛的，模态幅

值为 ０；当来流速度超过 ７．３ ｍ ／ ｓ 时，模态幅值又迅

速大幅度增加。 当初始扰动为 ０．１，０．０５ 和 ０．０２ 时，
系统受到的外界扰动有所增大，俯仰模态幅值曲线

几乎是完全重合的。 在来流速度为 ６．３ ～ ６．８ ｍ ／ ｓ 范

围内时，系统做小幅值的极限环振荡。 而当来流速

度在 ６．７５ ｍ ／ ｓ 附近时，模态幅值迅速大幅度增加，
此后沿着光滑的曲线逐渐上升，系统响应继续持续

着极限环振荡状态，并未出现收敛现象。
综上所述，当初始扰动在 ０．０２ 到 ０．１ 范围时，系

统对扰动变化的敏感度较弱；而当初始扰动在 ２×
１０－３到 ０．０２ 之间时，系统对扰动的变化非常敏感。
当系统的初始扰动变大时，系统原先稳定的状态可

能被激发为极限环振荡状态。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ＥＲＡ 模型进行了气动弹性

系统的气动力建模，并耦合结构运动方程，建立了气

动弹性系统的状态空间方程，采用时域和频域方法

进行失速颤振特性的研究工作。 研究结果表明：
１） 本文所采用的气动力模型可以准确捕捉动

态失速气动力的主要特征。
２） 采用亚松弛迭代法可以有效地抑制静气弹

解在迭代过程中的振荡现象，增强静气弹求解的稳

定性。
３） 在大攻角的失速颤振问题中，非线性气动力

模态与结构模态的耦合作用可能导致此结构模态的

失稳，从而诱发系统的单自由度颤振。
４） 在失速颤振中，初始攻角的改变会显著影响

系统的分岔特性。
５） 在不同的初始扰动范围内，气动弹性系统对

扰动的敏感度是不同的。 当系统的初始扰动变大

时，系统原先稳定的状态可能被激发为极限环振荡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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