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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增加坐标转换步骤和虚拟框策略，得到适用于圆柱形物体的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ｆｒｅｅ⁃ｆｏｒｍ 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ＣＹＦＦＤ）参数化方法，既可用于轴对称物体，也可以用于非轴对称物体。 ＣＹＦＦＤ 可捕捉圆柱类物

体独特的周向和径向变形特点，并能够保证框边界处曲面的导数和曲率连续。 首先，通过使用坐标转

换方法可在圆柱坐标系下实现沿周向和径向的变形。 其次，由于圆柱形物体的精细外形设计需要，需
要布置为首尾相连的贴近物面的控制框，这种布置形式会导致在圆柱周向出现框的边界与曲面的相

交，难以保持曲面在控制框边界处的导数连续性，因此引入虚拟框方法并选取一些控制点作为虚拟的

控制框点，从而保持导数和曲率连续。 使用圆柱外形示例对比了 ＣＹＦＦＤ 和传统方法的变形能力、框
边界处的曲率连续特性。 机身头部参数化示例表明 ＣＹＦＦＤ 可以和传统 ＦＦＤ 协同使用从而实现复杂

的变形目的。 短舱变形示例和外形拟合示例表明 ＣＹＦＦＤ 可以用于复杂非轴对称圆柱曲面。 圆柱头

部优化算例表明 ＣＹＦＦＤ 用于优化设计能够得到良好的优化结果，将之用于圆柱类外形的参数化和优

化设计中具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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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波音、空客等飞机设计公司在民用

客机典型布局的设计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和设计实

践，使得这一类布局的气动性能潜力几乎被完全发

掘出来。 同时，航空业对减少燃油消耗和温室气体

排放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促使飞机各部件的设计

愈加精细化，新技术和新布局的研究趋向实用

化［１］。 层流技术作为众多前沿技术的一种，可明显

提高气动性能，有许多学者看好其前景［２⁃３］。 在一

些非升力部件上，层流技术已经实现工程实用，例如

Ｂｏｅｉｎｇ７８７ 的自然层流短舱［４］、ＨｏｎｄａＪｅｔ 的层流机头

设计［５］。 在新布局方面，一些非传统布局性能潜力

较大，也吸引了很多学者。 例如使用边界层吸入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技术的 ＤｏｕｂｌｅＢｕｂｂｌｅ 布

局［６］，其机身复杂曲面、短舱位置和外形都需要进

行精细的设计。 在飞行器设计领域以外，我国大力

发展高铁技术，一些学者在高铁头部外形设计［７］ 中

也使用了气动优化设计方法。 以上设计问题都涉及

到了类圆柱形物体的气动外形设计，体现出了对于

径向变形和精细化设计的特殊需求。 由于这种独特

的设计特征，设计者需要发展更有针对性的设计方

法，尤其是几何外形参数化方法。
作为气动优化设计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参数

化方法在近年来发展出了多种针对机翼类部件的较

为成熟的具体方法［８］，但仍缺少专门针对圆柱类物

体开发的参数化方法，在参数化描述能力、灵活性、
便捷性方面还需要改善。 基于 ＣＡＤ 软件的方法［９］、
基于 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ｓｐｌｉｎｅ（ＮＵＲＢＳ）的曲面参

数化方法［１０］、 ｃｌａｓｓ ｓｈａｐ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ＣＳＴ） ［１１］、
ｆｒｅｅ⁃ｆｏｒｍ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ＦＤ） ［１２］等几种方法得到了广

泛应用，但是将之用于圆柱类问题中仍存在一定局

限性，例如 ＮＵＲＢＳ 方法可以用于圆柱类外形设计，
但是考虑到参数化的发展方向是具备针对全机构型

等复杂构型的参数化能力，而 ＮＵＲＢＳ 需要对复杂

曲面、相交曲面进行处理，因此难以拓展应用于更复

杂的外形中；Ｋｕｌｆａｎ 等人基于 ＣＳＴ 方法研究了机身

气动特性［１３］，Ｆａｎｇ、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等人分别研究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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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Ｔ 的短舱设计方法［１４⁃１５］，参数化能力良好，但是

ＣＳＴ 方法在复杂曲面和相交曲面上应用也有一定难

度；何小龙等人使用 ＥＦＦＤ 方法对单独短舱剖面进

行参数化并进行轴对称自然层流短舱设计，但是缺

少对三维非轴对称短舱外形的研究［１６］。 以上方法

都是在笛卡尔坐标系下进行变形，对于圆柱体径向

变形的处理能力偏弱。 参数化方法的研究还需要考

虑到如何拓展应用于复杂构型，例如对于机翼－挂
架－短舱构型的设计问题，ＦＦＤ 具有使用便利的优

势，因 此 在 此 类 构 型 的 优 化 设 计 中 已 经 有 所

应用［１７］。
ＦＦＤ 最早由 Ｓｅｄｅｒｂｅｒｇ 于 １９８６ 年提出［１２］，早期

主要应用于计算机图形学方面，引入气动优化方向

以后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ＮＵＲＢＳ ｆｒｅｅ⁃ｆｏｒｍ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ＦＦＤ） ［１８］ 是其中应用较多的一种改

进。 虽然 ＮＦＦＤ 可使用圆柱形控制框，但仍然是在

笛卡尔坐标系下进行变形。 一方面，二者对于圆柱

类物体的参数化能力弱，变形特点不适应于圆柱外

形；另一方面，对于框的边界处的导数连续问题的处

理方法难以用于圆柱物体［１２］。 为了得到光滑连续

的外形，导数和曲率连续特性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Ａｈｎ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修改公式的使用圆柱形控

制框的 ＦＦＤ 方法［１９］，在圆柱周向使用二次 Ｂ 样条

以保证周向导数连续。 此方法是在笛卡尔坐标系下

进行变形，变形特点并不理想，而且对公式进行了修

改，只能局限于对圆柱类外形的应用。
本文在 ＮＦＦＤ 方法基础上，增加坐标转换步骤

并使用虚拟框策略，从而将 ＮＦＦＤ 扩展为适用于轴

对称和非轴对称圆柱外形的 ＣＹＦＦＤ 方法，对比分析

了二者的变形能力、导数保持能力，并进行若干参数

化变形、拟合、优化示例研究。

１　 ＣＹＦＦＤ 方法

在圆柱形物体上直接使用 ＮＦＦＤ 方法主要有 ２
个方面的问题：

１） ＮＦＦＤ 的变形方式着重于沿坐标轴方向或

三者的线性组合，在圆周向或直径方向的变形能力

较弱，或者需要繁琐的特殊处理，因此会导致所需要

设计变量的数目较多、适用性较差；
２） 为了对圆柱表面外形进行精细设计，生成控

制框，如何对控制框边界处的外形进行设计并且保

持曲率连续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本文基于 Ｌａｍｏｕｓｉｎ 等人

提出的 ＮＦＦＤ［１８］方法，引入坐标转换和虚拟框方法

得到了 ＣＹＦＦＤ 方法。 本节首先对 ＣＹＦＦＤ 进行介

绍，后文将对二者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 ＣＹＦＦＤ 所

使用的核心公式与 ＮＦＦＤ 类似，其使用步骤与 ＮＦＦＤ
基本相同，主要差异来源于新引入的坐标转换和虚

拟框方法，具体使用步骤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ＣＹＦＦＤ 使用步骤示意图

（１） 建立 ＣＹＦＦＤ 控制框对于表面任意一点的

全局坐标Ｘ，也就是几何外形的笛卡尔坐标。 在全

局坐标下建立一个或者多个 ＦＦＤ 控制框 Ｐ ｉ，ｊ，ｋ ＝
（ｘｉ，ｊ，ｋ，ｙｉ，ｊ，ｋ，ｚｉ，ｊ，ｋ），控制框沿着 ｉ，ｊ，ｋ ３ 个方向分别有

ｌ ＋ １，ｍ ＋ １，ｎ ＋ １个控制点。 另外，还需要为控制框

指定圆柱坐标系的原点和坐标方向。
（２） 坐标转换、虚拟框生成

将控制框的坐标 Ｐ、变形目标坐标 Ｘ 转换到圆

柱坐标系下。 坐标转换公式如公式（１） 所示，其中Ｔ
是坐标转换函数。

Ｐｃｙ ＝ Ｔ（Ｐ）
Ｘｃｙ ＝ Ｔ（Ｘ） （１）

　 　 选取若干个控制点作为虚拟控制点，形成增广

的控制框 Ｐｃｙｅｘ。 坐标转换和虚拟框的具体方法见

下文。
（３） 求解参数坐标

使用Ｐｃｙｅｘ，Ｘｃｙ 形成映射公式（２），并使用牛顿迭

代方法求解得到参数坐标（ｕｃｙ，ｖｃｙ，ｗｃｙ）。
Ｘｃｙ（ｕ，ｖ，ｗ） ＝

·８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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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

ｉ ＝ ０
∑
ｍ

ｊ ＝ ０
∑

ｎ

ｋ ＝ ０
Ｂ ｉｐ（ｕｃｙ）Ｂ ｊｑ（ｖｃｙ）Ｂｋｒ（ｗｃｙ）Ｗｉ，ｊ，ｋＰｃｙｅｘ

ｉ，ｊ，ｋ

∑
ｌ

ｉ ＝ ０
∑
ｍ

ｊ ＝ ０
∑

ｎ

ｋ ＝ ０
Ｂ ｉｐ（ｕｃｙ）Ｂ ｊｑ（ｖｃｙ）Ｂｋｒ（ｗｃｙ）Ｗｉ，ｊ，ｋ

（２）
式中， Ｗｉ，ｊ，ｋ 是每个控制点的权重系数，Ｂ ｉｐ，Ｂ ｊｑ，Ｂｋｒ

分别是 ｐ，ｑ和 ｒ阶（ｐ ＋ １、ｑ ＋ １和 ｒ ＋ １ 次）ＮＵＲＢＳ 基

函数。
（４） 对控制框进行变形

由用户对 Ｐｃｙｅｘ 进行变形，得到 Ｐｃｙｅｘ
ｎｅｗ 。

（５） 得到变形后的曲面

将 Ｐｃｙｅｘ
ｎｅｗ 代入公式（２） 右侧，替换 Ｐｃｙｅｘ

ｉ，ｊ，ｋ，计算得到

等式左侧的 Ｘｃｙ
ｎｅｗ，即变形后的曲面点坐标。

（６） 坐标转换

把 Ｘｃｙ
ｎｅｗ 从圆柱坐标系转换到笛卡尔坐标系下，

得到 Ｘｎｅｗ ＝ Ｔ －１（Ｘｃｙ
ｎｅｗ），其中的 Ｔ －１ 是逆向坐标变换

函数。
１．１　 坐标转换方法

假设生成的控制框如图 ２ 所示，其中的全局坐

标系即笛卡尔坐标系 ｏｘｙｚ，与框固连的笛卡尔坐标

系 ｏ′ｘ′ｙ′ｚ′，以及图 ３ 显示的基于圆柱框建立的圆柱

坐标系 ｏθｒｈ。

图 ２　 ＣＹＦＦＤ 控制框示例

图 ３　 圆柱坐标系布置

笛卡尔坐标系转换到圆柱坐标系的过程可分为

２ 个步骤：① 从 ｏｘｙｚ 向 ｏ′ｘ′ｙ′ｚ′ 的转换，包括平移和

旋转；② 从 ｏ′ｘ′ｙ′ｚ′ 向 ｏθｒｈ 转换。 该转换过程以及

逆向转换过程见公式（３）定义。
Ａｃｙ ＝ Ｔ（Ａ） ＝ Ｔ２（Ｔ１（Ａ））

Ａ ＝ Ｔ －１（Ａｃｙ） ＝ Ｔ －１
１ （Ｔ －１

２ （Ａｃｙ）） （３）
其中点 Ａ ＝ （ｘ１，ｙ１，ｚ１） Ｔ 是 ｏｘｙｚ 坐标系下任意一点，
Ａｃｙ 是 Ａ 在 ｏθｒｈ 坐标系中的坐标，ｏ′ｘ′ｙ′ｚ′ 的坐标原

点在 ｏｘｙｚ中的坐标是 ｏ′ ＝ （ｏｘ１，ｏｙ１，ｏｚ１） Ｔ。 公式（３）
中的坐标转换函数 Ｔ 及其反函数 Ｔ －１ 的定义如公式

（４） 所示：
Ｔ１（Ａ） ＝ Ａ′ ＝ Ｐ －１（Ａ － ｏ′）

Ｔ２（Ａ′） ＝ Ａｃｙ ＝ Ｑ －１（Ａ′）

Ｔ －１
１ （Ａ′） ＝ Ａ ＝ ＰＡ′ ＋ ｏ′

Ｔ －１
２ （Ａｃｙ） ＝ Ａ′ ＝ Ｑ（Ａｃｙ） （４）

式中， Ａ′是Ａ在 ｏ′ｘ′ｙ′ｚ′中的坐标，Ｐ －１，Ｑ －１ 分别是Ｐ
和 Ｑ 的逆。 Ｐ 的定义如公式（５） 所示：

Ｐ ＝
ｅ１·ｆ１ ｅ１·ｆ２ ｅ１·ｆ３
ｅ２·ｆ１ ｅ２·ｆ２ ｅ２·ｆ３
ｅ３·ｆ１ ｅ３·ｆ２ ｅ３·ｆ３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５）

式中， ｅ１，ｅ２，ｅ３ 是 ｏｘｙｚ 的坐标轴方向单位矢量，ｆ１，
ｆ２，ｆ３ 是 ｏ′ｘ′ｙ′ｚ′ 的坐标轴单位矢量。

Ｑ 是变换函数，其作用是实现公式（６） 所示的

映射：
Ａ′ｘ ＝ ｃｏｓθ·ｒ
Ａ′ｙ ＝ ｓｉｎθ·ｒ
Ａ′ｚ ＝ ｈ （６）

式中， Ａ′ ＝ （Ａ′ｘ，Ａ′ｙ，Ａ′ｚ ） Ｔ。
１．２　 虚拟框方法

为了获得光滑连续的几何外形，导数和曲率连

续是外形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此需要一种方

法既能够实现对圆柱类外形的变形，同时保持导数、
曲率连续。 根据 ＦＦＤ 理论，在控制框边界处，如果

想要保持导数和曲率连续，则需要保持边界处和相

邻的一些控制点坐标不变［１２］，这一要求会使得这些

控制点无法移动，也就无法作为参数化的设计变量。
图 ４ 显示了一种针对圆柱类外形的控制框布置

形式，图中实线是控制框边界，虚线是控制框内部，
粗线是首尾重合的两端边界。 如果框包裹着圆柱类

外形，粗线就必然和外形相交。 如果使用 ＮＦＦＤ 并

移动粗线上的控制点，曲面和粗线相交的位置就会

·９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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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导数连续性问题。 虚拟框方法就是针对这一问

题提出。

图 ４　 圆柱框拓扑示意图

虚拟框方法利用一些控制点作为虚拟控制点，
从而形成一个增广框，也就使得曲面外形被完全包

裹在控制框中。 图 ５ 显示了一个控制框示例和虚拟

框点的选取方式，其中包裹着一个圆形作为变形目

标。 其中 Ｃ，Ｄ，Ｅ，Ｆ，Ｇ，Ｈ，Ｉ，Ｊ，Ｋ 是人工布置的控制

框点，Ａ，Ｂ，Ｌ，Ｍ 是取 Ｉ，Ｊ，Ｄ，Ｅ 的周向坐标，然后叠

加 ２π 得到。 这些点在笛卡尔坐标系下会重合，而
在圆柱坐标系下会分散开来，如图 ５ 下方的直线

所示。

图 ５　 周向虚拟框控制点选取示例

图 ６ 显示了虚拟控制框在圆柱坐标系下的情

况。 沿着角坐标 θ，阴影区域对应着用户生成的控

制点坐标，而浅色区域是虚拟控制点覆盖的区域。
虚拟控制点的数目会影响在边界处的连续性的阶

数，如采用一个虚拟控制点，则可保持导数连续，此
处示例采用 ２ 个虚拟控制点，可以保证曲率连续，这
一点可以类比 ＮＦＦＤ 的导数连续性条件。

图 ６　 圆柱坐标系下三维虚拟框示例

虚拟框方法要求在框变形的步骤中进行特殊处

理：如果 Ｉ，Ｊ，Ｄ，Ｅ 的点坐标发生变化，Ａ，Ｂ，Ｌ，Ｍ 也

随之移动。 例如保持 Ｉ和Ａ之间的２π角坐标差量不

变，以及径向、周向坐标保持相等，在笛卡尔坐标系

下 Ｉ 和 Ａ 会始终保持重合。
另外，虚拟框方法也可以用于多个控制框交界

处，用于保持多个控制框之间的导数或曲率连续。

２　 ＮＦＦＤ 与 ＣＹＦＦＤ 对比分析

本节通过理论和变形示例的分析，对比 ＮＦＦＤ
和 ＣＹＦＦＤ 在变形能力、导数保持特性两方面的

异同。
２．１　 坐标变换的意义

本节通过分析参数空间的形状，分析坐标变换

方法对 ＣＹＦＦＤ 变形能力的影响，并与 ＮＦＦＤ 进行对

比分析。 图 ７、图 ８ 中的阴影区域是参数坐标 （ｕｃｙ，
ｖｃｙ，ｗｃｙ） 各自取值为［０，１］ 所覆盖的参数空间，这个

空间的外表面就是 ｕｃｙ ＝ ０，ｕｃｙ ＝ １，ｖｃｙ ＝ ０，ｖｃｙ ＝ １，ｗｃｙ

＝ ０，ｗｃｙ ＝ １ 的 ６ 个曲面。 此处基函数都使用了均匀

节点矢量，并在节点矢量起始和结束位置使用多重

节点。 在这个空间中，控制点与曲面点的距离越近

则影响越大。 其中的粗实线表示框的边界，虚线表

示框的内部线。 假设 θ 为顺时针方向，如图 ７ａ）
所示。

图 ７　 ＮＦＦＤ 控制框的数目对参数空间的影响

图 ７ 显示了 ８ 个、４ 个、２ 个、１ 个 ＮＦＦＤ 控制框

的情况。 图 ７ｂ）中，θ ＝ ０°和 θ ＝ ４５°这 ２ 个位置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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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点的控制能力明显不同。 图 ７ｃ）、图 ７ｄ）分别显

示了 ２ 个及 １ 个控制框的情况，如果 θ ＝ ４５°，θ ＝
１３５°等位置的控制点进行径向变形，会导致外形发

生非轴对称的变形，丧失了基础外形的轴对称特性。
另外，这些控制框布置方式都无法保持曲面跨边界

的导数连续特性。
图 ８ 显示了 ＣＹＦＦＤ 的参数空间形状不受控制

框的数目影响，每一个控制点对外形都有着近似相

同的影响。 而且，即使沿着 θ 方向非均匀布置控制

框，其参数空间仍然会是相同的圆形，不过其变形效

果则会是非面对称的。

图 ８　 ＣＹＦＦＤ 控制框的数目对参数空间的影响

从以上观察可以看出，ＮＦＦＤ 用于圆柱外形参

数化时对控制框布置形式非常敏感，各控制点的影

响有所差异，而且边界位置的导数连续性难以保证；
ＣＹＦＦＤ 则对控制框布置形式相对不敏感，各控制点

影响基本类似。
２．２　 虚拟框方法的作用

本节使用圆柱示例来对 ＮＦＦＤ 和 ＣＹＦＦＤ 在处

理框边界处导数连续性的能力进行对比分析。 图 ９
显示了控制框的布置情况，图中与若干控制点重合

的圆形就是目标外形，而四周的圆形点就是控制点。
对于 ＮＦＦＤ，布置多块组合控制框如图 ９ 所示，图中

的阴影区域就是一个块，沿着 θ 方向布置了 ８ 个块。
虚线及其联接的控制点是变形后的控制框点，其 ｚ
方向位移作为设计变量。 而 ＣＹＦＦＤ 和 ＮＦＦＤ 使用

同样的控制点，区别只是把所有块都合并为 １ 个块，
并使用 ２ 个虚拟控制点，拓扑结构类似于图 ４ 所示。

图 ９　 控制框布置

图 １０ａ）显示了控制点的变形量为 ０．１，０．３，０．５
时，ＮＦＦＤ 及 ＣＹＦＦＤ 的变形结果截面，圆形实线是

基础外形。 图 １０ｂ）中显示虚线方框处的放大图，从
中可以看出，随着变形量增大，ＮＦＦＤ 在控制框边界

处的导数不连续问题愈加明显和严重，而 ＣＹＦＦＤ 始

终保持了导数连续。

图 １０　 ＮＦＦＤ 和 ＣＹＦＦＤ 变形效果对比

·１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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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ＣＹＦＦＤ 变形示例

有一些学者进行过 ＦＦＤ 参数化方法等方法的

拟合目标翼型的对比研究［２０］，表明了 ＦＦＤ 方法对

于翼型的描述能力较强。 对于 ＣＹＦＦＤ，每个圆周向

位置都可以视作一个翼型截面，沿着径向进行变形

也就等效于在这个截面内对翼型进行变形，因此

ＣＹＦＦＤ 在这个截面内会具有与 ＮＦＦＤ 类似的变形

能力。 对 ＮＦＦＤ 的拟合测试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代表 ＣＹＦＦＤ 对周向任意截面的参数化能力，亦即轴

对称曲面的参数化能力。
本节通过选取若干变形算例、短舱外形拟合算

例、优化算例测试来说明 ＣＹＦＦＤ 的参数化性能。
３．１　 圆柱示例

第一个示例采用直径为 １ 的圆柱曲面外形进行

变形测试。 控制框布置如图 ２ 所示，周向的首尾各

自使用了 ２ 个虚拟框点，即图 ５ 所示。 从图 １１ｂ）可
以看出 ＣＹＦＦＤ 可以单独进行严格的径向变形，而且

能够保持轴对称特性；图 １１ｃ）表明通过控制点的周

向移动，可以实现扭转变形；图 １１ｄ）表明通过径向、
周向、轴向组合控制方式，能够变形得到复杂的曲面

外形，且变形结果在各个方向都光滑连续。

图 １１　 圆柱变形示例

３．２　 机身参数化示例

机身参数化示例演示了 ＣＹＦＦＤ 变形和 ＮＦＦＤ
变形的组合使用，目的是表明二者可以协同工作，从
而实现复杂的变形目标。 由于 ＣＹＦＦＤ 主要在圆柱

坐标系下工作，因此无法实现平移、缩放、旋转等笛

卡尔坐标系下的操作，所以此算例的目的在于验证

ＣＹＦＦＤ 和 ＮＦＦＤ 协同使用的能力，既具备圆柱坐标

系下的变形能力，也不会损失已有的 ＮＦＦＤ 变形

能力。

这里选用了圆柱加半球的基础外形如图 １２ａ）
所示，布置控制框并使用 ＣＹＦＦＤ 进行变形和拉伸得

到中间结果如图 １２ｂ）所示，然后使用 ＮＦＦＤ 进行变

形，从而得到类似于飞机头部外形的曲面图 １２ｃ）所
示。 需要说明的是：ＣＹＦＦＤ 和 ＮＦＦＤ 可以各自独立

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这里只是用这个例子说明

ＣＹＦＦＤ 具备与 ＮＦＦＤ 组合使用的能力。

图 １２　 机身变形示例

在这个例子中 ＣＹＦＦＤ 及 ＮＦＦＤ 被先后使用，在
其他情况下可以将二者同时使用。 假设存在多个控

制框时，可以对其中一些控制框使用 ＮＦＦＤ，而对另

外一些控制框使用 ＣＹＦＦＤ。 例如对于机身－机翼－
挂架－短舱构型，可以布置多个控制框，机翼和挂架

使用 ＮＦＦＤ，而机身和短舱可以使用 ＣＹＦＦＤ。
３．３　 短舱变形示例

第三个算例是短舱变形示例， 目的是考察

ＣＹＦＦＤ 在工程应用中的效果。 圆形的发动机进气

道有助于实现更高的进气质量，例如发动机设计者

需要考虑总压畸变等指标。 但是在实际工程中，会
由于存在一些其他工程约束导致短舱外形无法制造

为轴对称外形。 例如 Ｂｏｅｉｎｇ７３７ 客机的发动机尺寸

增大导致距离地面过近，因此选用了非轴对称短舱

外形。
此处采用 ＣＹＦＦＤ 进行径向的变形，从而得到类

似于 Ｂｏｅｉｎｇ７３７ 客机短舱的非轴对称外形。 以 ＤＬＲ⁃
Ｆ６ 模型［２１］ 的短舱为基础外形，布置控制框如图

１３ａ）所示，变形结果如图 １３ｂ）所示。 在这个示例

中，ＣＹＦＦＤ 将通过截面控制点进行短舱截面精细变

形，通过若干控制点的平移实现较大范围变形。

图 １３　 短舱变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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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短舱外形拟合示例

本节采用短舱外形拟合算例，以说明 ＣＹＦＦＤ 对

于非轴对称短舱的参数化能力。
拟合目标采用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ＣＲＭ）的

机翼－机身－挂架－短舱构型中的短舱外形。 实际操

作中需要单独取出其中的短舱外形，并填补缺失的

挂架位置的曲面。 前缘唇口的近似圆心作为坐标系

原点，并旋转短舱使得出口面垂直于 ｘ 轴，坐标系方

向见图 １４。 该短舱外形近似圆柱，但仍然是一个非

轴对称外形。
基础短舱外形采用 ＣＲＭ 短舱的唇口和后缘构

造线，并在各个周向位置使用 ＮＡＣＡ０００８ 翼型生成

曲面。
拟合结果命名为拟合短舱（ ｆｉｔｔｅｄ ｎａｃｅｌｌｅ）。 拟

合操作采用最小二乘拟合的方法，所需要求解的方

程组为 Ａｘ ＝ Ｂ。 雅克比矩阵 Ａ 的每一项是：任一点

的 ｘ 坐标（ｙ，ｚ 同理） 对于某个设计变量（此处就是

控制点位移） 的偏导数，使用（２） 式右端项并舍去

控制点 Ｐｃｙｅｘ 即可计算得到，Ｂ 是目标外形和基础外

形的坐标差值向量。 假设短舱表面点数为 ｍ，ＦＦＤ
框的设计变量数目为 ｎ，那么 Ａ 是 ３ × ｍ 行（三维空

间）、ｎ 列，ｘ 是 ｎ 行的列向量，Ｂ 是 ３ × ｍ 行的列向

量。 使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得到解 ｘ ，进行框变形就

得到拟合短舱的外形。
图 １４ 显示了变形前后的外形和控制框，可以看

出拟合外形和目标外形非常接近，ＣＹＦＦＤ 拟合效果

良好，证明其参数化能力较强。 为了提高对头部的

拟合能力，在接近唇口处布置更密集，在弦向的其他

位置使用近似均匀分布的控制点。

图 １４　 拟合前后的短舱、控制框对比

图 １５ａ）、图 １５ｂ）显示了 ｚ ＝ ０ 和 ｙ ＝ ０ 平面的短

舱截面，即半径最大处的纵向截面和横向截面，可以

看出拟合短舱和目标短舱的截面几乎重合，最大误

差出现在唇口位置，在其他弦向位置的拟合误差极

小。 更多的控制点或者更优的控制点分布会有助于

减小拟合误差。 对于本测试算例而言，该测试结果

已经可以表明 ＣＹＦＦＤ 参数化能力较强，拟合效果

良好。

图 １５　 目标和拟合短舱对比

３．５　 圆柱头部优化算例

本节对一个圆柱头部外形进行气动优化设计，
以初步验证 ＣＹＦＦＤ 的实用性并测试优化设计的效

果。 本方法的后续研究内容是层流短舱、层流机头、
机身后体等优化设计问题，因此这里只采用了圆柱

头部作为初步的验证算例。
本算例的几何外形和设计工况均为作者所选

取，头部外形长度 １ ｍ，等直段长度 ２ ｍ、半径 ０．４ ｍ，
尾部长度 １ ｍ，整个外形是轴对称的旋成体。 头部

几何形状可用表达式 ｒ ＝ ０．４ｘ０．５ 描述，其中的 ｒ 是旋

成体半径， ｘ 取值范围是［０，０．９］。 ｘ ＝ ［０．９，１．１］ 的

范围内，使用样条形成头部和等直段的光滑过渡，尾
部外形用 Ｖｏｎ Ｋａｒｍａｎ 曲线，几何外形如图 １６ 中小

图所示。
设计状态是：Ｍａ＝ ０．８，攻角为 ０°。 流场求解采

用团队开发的 Ｅｕｌｅｒ 求解器，使用二阶中心差分格

式、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ＤＤＡＤＩ）隐式算法，并使用多重网格和隐式残值光

顺以加速收敛。 计算网格如图 １６ 所示，物面第一层

网格高度 １×１０－３，圆形远场直径约 １２０ ｍ，网格单元

总数约 １２ 万。 计算参考面积 ３．２ ｍ２。

图 １６　 头部外形及网格　 　 图 １７　 控制框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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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序列二次规划优化算法、基于反向距离插

值的动网格方法、基于伴随方法的梯度求解方法以

及本文提出的 ＣＹＦＦＤ 方法构建优化设计系统，所涉

及的以上方法及代码详细介绍见文献［２２］。 优化

设计问题数学模型建立如下：
ｍｉｎ Ｃｄ

ｗ．ｒ．ｔ ｘｓｈａｐｅ

　 　 ＦＦＤ 控制框布置如图 １７ 所示。 设计变量 ｘｓｈａｐｅ

是每个等 ｘ 截面内的控制点径向位移量，变形效果

是使圆柱半径缩小和放大，头部的前 ７ 个截面作为

设计变量，无几何约束。 对于这种控制框布置，如果

只使用一个块，使用 ＮＦＦＤ 也可以进行变形和优化，

不过在对称面位置会存在导数不连续问题，也就是

对称面会出现一个导数间断的棱。 此算例用来验证

ＣＹＦＦＤ 的变形特征和用于优化的可行性。
优化收敛历史如图 １８ 所示，图中中显示了阻力

收敛曲线。 优化后阻力参数从 ０． ００１ ８５ 减小至

０．００１ １３，优化结果可以说明 ＣＹＦＦＤ 能够良好地实

现参数化并用于优化设计。
优化结果与初始外形的对称面几何和 Ｃｐ 对比

如图 １９ 所示。 优化后的头部中段外形更加饱满，这
一几何特征削弱了在 ｘ ＝ １．０ 附近的急剧气流加速，
使得 Ｃｐ 峰值减小，激波得以削弱，因此阻力得以

减小。

　 　 　 　 　 图 １８　 优化收敛历史 图 １９　 优化结果与初始构型对比

　 　 优化前后的马赫数云图对比如图 ２０ 所示。 根

据等压线分布来看，初始构型在 ｘ ＝ １．０ 附近相对密

集，而优化后更加稀疏，与 Ｃｐ 图趋势对应，表明激波

强度有所减弱。

图 ２０　 优化前后马赫数云图对比

４　 结　 论

ＣＹＦＦＤ 采用和 ＮＦＦＤ 相同的核心映射公式，并

使用坐标转换和虚拟框 ２ 种辅助方法提高了对于轴

对称和非轴对称圆柱外形的参数化能力，是对

ＮＦＦＤ 功能的扩展。 经过圆柱外形示例、机身头部

变形示例、短舱变形和拟合测试、圆柱头部气动优化

算例，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１） 使用坐标转换方法可使 ＣＹＦＦＤ 具备良好的

径向、周向变形能力，能够充分捕捉圆柱类外形的变

形特点；虚拟框方法实现简单、效果良好，在所有测

试算例中都能够保持一阶导数、曲率连续，变形后曲

面光滑连续，参数化能力较强。
２） ＣＹＦＦＤ 能够和 ＮＦＦＤ 交替使用或者组合使

用，可以提供对多部件、多特征复杂构型的参数化能

力，其描述能力、灵活性、通用性较强。
３） ＣＹＦＦＤ 用于目标外形拟合和气动优化设计

都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在飞行器圆柱类部件的精

细化设计问题中具有一定工程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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