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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超声速 ／ 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力快速估算是飞行器初步设计阶段性能评估及设计优化的关键

技术之一，气动力快速估算要求达到计算精度和计算速度的平衡。 基于机理性的理论和工程模型建

立了超声速 ／ 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力快速估算平台。 使用流线追踪方法和面元法来计算飞行器表面

任意点的流动速度矢量，并调用算法数据库计算飞行器所承受的压力和摩擦力。 结果表明，快速估算

平台和 ＣＦＤ 以及实验数据有较好的吻合性，基于流线的计算方法有很好的迎角适应性，算法模型符

合快速估算的要求。 相比于 ＣＦＤ，快速估算平台有更快的计算速度；相比于实验，快速估算平台有更

大的适用范围。 通过简单的飞行动力学仿真，验证了快速估算平台和弹道计算平台的协同仿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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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性能评估影响着其设计的

成败，是基础设计要素［１］。 一方面，高超声速飞行

器因其复杂的系统特性，不能完全在飞行条件下或

者风洞环境里测得飞行器性能评估所需要的所有气

动数据［２］；另一方面，ＣＦＤ 计算所需要的硬件设备

和耗时都很高，难以满足初步设计阶段大量设计方

案快速性能评估的需求［３］。 基于气动理论的快速

气动性能估算平台的开发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

决方案，其不仅可以降低计算对硬件和时间的要求，
还能计算飞行实验和风洞实验所不能涵盖的状态点

气动数据，是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步设计阶段设计构

型气动性能快速评估和设计优化的有力工具。
美国 ＮＡＳＡ Ｌａｎｇｌｅｙ 研究中心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开发了 ＡＰＡＳ （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４］，用以快速评估飞行器气动设计性能，其
中的算法包含牛顿方法［５］、激波法以及 Ｐａｎｄｔｌ⁃
Ｍｅｙｅｒ 膨胀波方法［５］等。 Ｃｒｕｚ 等［６］将其应用于计算

ＨＬ⁃２０ 的气动性能，并和风洞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发
现其有较好的吻合程度。 另外，基于构型的气动工

具 ＣＢＡＥＲＯ（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ｔｏｏｌ）

是一个基于非结构网格求解 Ｅｕｌｅｒ 方程的的求解

器，使用三角形面元定义飞行器的外模线构型，而不

需要体网格，是 ＮＡＳＡ 第二代运载器气动性能快速

评估工具［７］。 其显著的特点是：不需要体网格，计
算速度快；使用 Ｅｕｌｅｒ 方程，计算精度较高；构型适

应性 好 等。 最 近， Ｔｈｅ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的

Ｌｏｂｂｉａ 等［８⁃１１］ 开 发 了 适 用 于 多 学 科 设 计 优 化

（ＭＤＯ）的飞行器气动性能快速评估工具 ＦＡＡＴ（ｆａｓｔ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其使用牛顿碰撞理论等

方法基于 Ｃ ／ Ｃ＋＋、ＯｐｅｎＭＰＩ 开发，具有较好的构型

适应能力。
国内关于气动力快速计算研究的公开文献方

面，黄志澄［１２］ 基于美国开发的超声速 ／高超声速任

意物体程序（Ｓ ／ ＨＡＢＰ），介绍了一种超声速和高超

声速一致适用的压力计算方法。 李治宇等［１３］ 应用

快速气动分析软件，通过求解 Ｅｕｌｅｒ 方程得到高超

声速飞行器气动力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对飞行器使

用遗传算法等优化方法进行了气动外形的优化。 郝

佳傲等［１４］改进和发展了一套适于有翼再入飞行器

气动布局的部件划分策略和压强计算选取准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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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航天飞机和类 Ｘ⁃４３ 飞行器进行了计算，获得了与

实验结果较吻合的结果。 龚安龙等［１５］ 以经典参考

温度法为基础，基于无黏 Ｅｕｌｅｒ 方程 ＣＦＤ 方法获得

的壁面流场参数发展了一种较精确的高超声速飞行

器壁面黏性力计算方法。
高超声速气动力快速估算程序对于高超声速飞

行器设计以及性能评估具有重要的影响，而由于绝

大部分程序的闭源和非开放特性，限制了高超声速

飞行器初步气动估算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高超声

速飞行器的发展需求，前文所述的工具难以满足高

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力快速评估的需求，例如摩阻估

算、三维效应的考虑等。 本文开发的高超声速气动

力快速估算平台（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ＦＰＥ）采用了基于流线的压力和摩阻估

算策略，在独立于研究对象的要求下，保证计算速度

的同时，较传统的基于自由流的策略有较高的精度

和可靠性，为高超声速飞行器初步设计阶段构型遴

选和性能评估提供了基础。

１　 算法理论

ＡＦＰＥ 最主要的核心在于：沿流线参数计算和

摩阻的估算，为了实现这 ２ 点要求，需要提供任意机

体表面上流线的追踪方法和基于传统方法的组合计

算模型。 由于传统壁面气动力计算方法存在各自的

应用范围限制，例如牛顿法和切楔 ／切锥法不能用于

背风面气动力计算，激波方法在钝头体头部计算能

力不足等等，需要一种策略来合理选择算法。
１．１　 流线追踪技术

相比于基于自由来流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全机气

动力估算方法，基于流线的气动力估算方法在计算

当前点的气动力的数值时，不仅会考虑自由来流条

件的影响，而且还会考虑经过当前点的流线受机体

壁面的累积气动影响，如图 １ 所示，因而后者计算结

果会更接近实际飞行过程中的状况。

图 １　 沿流线流动示意图

基于流线计算策略的重点是流线的确定，流线

是计算壁面气动压力分布和摩擦力分布的基础。 当

前面元上单位速度矢量为

Ｖｉ ＝ ｎｉ × Ｖ∞ × ｎｉ （１）
式中， Ｖｉ 为当地面元上的单位速度矢量，ｎｉ 为当地

面元的单位外法向矢量，Ｖ∞ 自由流单位速度矢量。
在不考虑边界层的影响下，无黏流线是计算壁面气

动参数的合理选择，当考虑黏性边界层影响时，此处

计算的流线是真实流线的一种近似解，但为了简化

计算过程，在此假设（１） 式获得的流线即为壁面上

的流线。
１．２　 修正牛顿－激波 ／膨胀波模型

激波膨胀波理论存在着最大壁面倾角限制，当
壁面与来流夹角大于这个限制角度时，激波将会离

体，二维激波模型和 Ｔａｙｌｏｒ⁃Ｍａｃｃｏｌｌ 方程都不能处理

激波离体的情况，而牛顿理论在大倾角时的使用不

受激波离体的限制，因而将牛顿理论与激波 ／膨胀波

理论结合起来使用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高超声速飞

行器外流场壁面。 修正牛顿理论采用如下系数和指

数组合修正的方式

Ｃｐ ＝ Ｃｐ，ｍａｘｓｉｎＮθ （２）
式中， Ｃｐ，ｍａｘ 为滞止点最大压力系数，Ｎ 为修正指

数。 实际上滞止点的压力系数是由 Ｍａ∞ ＝ ０ 时的 １
增长到 Ｍａ∞ ＝ １时的 １．２８，当 γ ＝ １．４，Ｍａ∞ →∞ 时，
Ｃｐ ＝ １．８６（γ ＝ １，Ｍ∞ → ∞ 时，Ｃｐ ＝ ２） ［１６］。 另外，牛
顿碰撞理论在较小的碰撞角使用时，容易引起较大

的误差，通过系数的修正很难匹配滞止点附近和小

碰撞角附近的压力分布。 牛顿理论中，如果指数小

于 ２ 将会在保持滞止点压力分布的同时，获得较好

的小碰撞角区域压力分布，此时指数逼近 １．８６。
激波 ／膨胀波模型使用典型的二维 ／三维激波理

论和 Ｐａｎｄｔｌ⁃Ｍｅｙｅｒ 膨胀波理论，分别计算迎风面和

背风面的压力系数分布，其中三维激波理论由

Ｔａｙｌｏｒ⁃Ｍａｃｃｏｌｌ 方程组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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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式中， θ 为当前点的倾角，ｖｒ 和 ｖθ 分别为径向和法向

速度。
１．３　 修正牛顿－切楔 ／切锥模型

将牛顿理论运用于切楔 ／切锥理论不能适用的

·７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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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头体头部区域，在壁面倾角降低到一定值之后再

使用切楔 ／切锥方法求解高超声速飞行器壁面压力

分布，能够扩大牛顿和切楔 ／切锥方法的应用范围。
图 ２ 为修正牛顿－激波 ／膨胀波模型和修正牛顿－切
楔 ／切锥模型对一钝头体壁面压力计算结果与高精

度 ＣＦＤ 计算结果的对比，由图 ２ 中可以看出，不论

是修正牛顿－激波 ／膨胀波模型还是修正牛顿－切

楔 ／切锥模型都比传统的单一模型有着更宽的应用

范围和更好的整体逼近程度。

图 ２　 修正牛顿－激波 ／膨胀波模型、修正牛顿－切楔 ／
切锥模型和 ＣＦＤ 计算结果对比

１．４　 底压模型

对于暴露在高超声速流中的物体，我们期望物

体上任何底部面积都承受着总真空压，但是真实气

体效应的黏性会使有些压力作用在底部，而实验数

据也显示这时的压力系数大约为 ７０％的大气真空

压［４］，可以使用以下理论修正公式计算底部压力

Ｃｐ ＝ －
１

Ｍａ２
∞

＋ ０．５７
Ｍａ４

∞

， Ｍａ∞ ＞ １．０ （４）

　 　 另外，Ｇａｕｂｅａｕｄ 底压计算模型可用来计算飞行

器背风面角度大于 ４５°时的压力系数［１７］

Ｃｐ ＝
２

γＭａ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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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１
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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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２γＭａ２
∞ － （γ － １）
γ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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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ù

û
ú
ú
－ １{ }

（５）
　 　 图 ３ 为使用 ２ 种底压计算方法对 ＨＬ⁃２０ 的底部

压力进行计算并与实验测量值［１８］ 进行对比的结果。
由图 ３ 中可以发现，在较低马赫数理论修正方法和

实验测量值很吻合，而在较高马赫数理论修正方法

和 Ｇａｕｂｅａｕｄ 模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图 ３　 底压计算结果与实验测量值对比

１．５　 不可压层流⁃ｖａｎ Ｄｒｉｅｓｔ ＩＩ 摩阻计算模型

ｖａｎ Ｄｒｉｅｓｔ ＩＩ 摩阻计算模型［１９⁃２０］是基于使用 ｖｏｎ
Ｋａｒｍａｎ 混合长度来积分动量方程的，因为是对使用

Ｐｒａｎｄｔｌ 混合长度积分的摩阻系数方法 ｖａｎ Ｄｒｉｅｓｔ 方
法的修正，所以本方法被称为 ｖａｎ Ｄｒｉｅｓｔ ＩＩ 方法。
ｖａｎ Ｄｒｉｅｓｔ 表面摩擦因数公式为

０．２４２（ｓｉｎ －１α ＋ ｓｉｎ －１β）

Ａ２Ｃ ｆ

ρｅ

ρｗ

＝ ０．４１ ＋ ｌｇ Ｃ ｆＲｅｅ
μｅ

μｗ

æ

è
ç

ö

ø
÷

（６）
　 　 动量厚度雷诺数是由动量方程沿无黏表面流线

积分所得，进而，不可压变形动量厚度雷诺数由下式

计算

Ｒｅθ ＝ ＦθＲｅθ （７）
式中， Ｆｅ ＝ μｅ ／ μｗ，使用 Ｋａｒｍａｎ⁃Ｓｃｈｏｅｎｈｅｒｒ 公式，这
个变形动量厚度雷诺数用来计算不可压变形表面摩

擦因数，变形无黏摩擦因数通过下式转变为可压表

面摩擦因数

Ｃ ｆ ＝ Ｃ ｆ ／ Ｆｃ （８）
式中

Ｆｃ ＝ ∫１
０

ρ
ρｅ

æ

è
ç

ö

ø
÷

１ ／ ２

ｄ Ｕ
Ｕｅ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９）

　 　 Ｆｃ 表达式的求解由理想气体方程封闭， 而

Ｃｒｏｃｃｏ 边界层温度分布和温度恢复因子 ０．９ 可用来

估算 Ｆｃ 的值。
通过推导，将可压流和不可压流之间的转换公

式概括如下：
Ｃ ｆ ＝ ＦｃＣ ｆ （１０）

Ｒｅθ ＝ ＦｒθＲｅθ （１１）

Ｒｅｘ ＝ ∫Ｒｅｘ
０

Ｆｒθ

Ｆｃ
ｄＲｅｘ ＝ ＦｒｘＲｅｘ （１２）

·８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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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ｘ ＝
Ｆｒθ

Ｆｃ
（１３）

Ｃ ｆ ＝ Ｃ ｆ（Ｒｅｘ） （１４）
式中，参数 Ｆｒθ，Ｆｒｘ 和 Ｆｃ 是马赫数、壁面与总温之比

和恢复因子的函数（Ｃ ｆ 在后面以 Ｃ ｆｉ 取代），确定这

几个参数的不同方法显示出不同的计算精度和难

度。
不可压层流模型在平板前部对摩阻因数有很高

的重现能力，但在湍流区，ｖａｎ Ｄｒｉｅｓｔ ＩＩ 模型能够获

得更好的计算结果，将 ２ 种方法以一定的方式结合

起来，在转捩之前使用不可压层流模型，转捩之后使

用 ｖａｎ Ｄｒｉｅｓｔ ＩＩ 模型。 在求得转捩雷诺数和转捩区

长度以后，就可以对转捩前的层流区域和转捩后的

湍流区域分别使用相应的壁面摩擦力计算方法进行

计算，并在转捩区使用插值算法。 其中转捩雷诺数

由下式来确定［２１］

ｌｇ（Ｒｅｘｔ） ＝ ６．４２１ｅｘｐ（１．２０９×１０ －４Ｍａ２．６４１ｅ ） （１５）
式中， Ｒｅｘｔ 为当地转捩雷诺数；Ｍａｅ 为边界马赫数。
转捩区长度由以下关系式计算［２２］

ｘｔ，ｅ ＝ ｘｔ，ｓ（１ ＋ ５Ｒｅ －０．２
ｘ，ｔｉ ） （１６）

式中， ｘｔ，ｓ 和 ｘｔ，ｅ 分别为沿流线的转捩区开始和结束

位置；Ｒｅｘｔ 是转捩区雷诺数。

２　 平台开发

本文研究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力快速计算平

台 ＡＦＰＥ 的架构如图 ４ 所示，总体上由平台部分、基
础和核心计算部分以及可自定义的算法模型数据库

部分构成。 在假设飞行器为刚体结构的情况下，数
据计算流程如图 ５ 所示。 首先为快速计算平台准备

好算法数据库、非结构三角形网格文件和计算条件

及设置文件。 程序在读入这些文件后判断文件的完

整性，然后进行网格转化，将原始网格文件输出为可

读性更强的格点文件和面元文件。 在这之后，程序

开始计算面元的几何参数，如面心、外法向矢量、面
积、面元上的速度矢量等，将计算结果存入面元文

件。 根据计算所得的面元几何参数给定的计算条件

计算飞行器外表面流线。 计算流线的要求是：外表

面所有面元上必须至少有一条流线经过，将计算所

得的流线数据存入流线文件。 接着由计算所得的流

线和流线上的流动参数，利用算法库中提供的算法

和算法选择策略计算沿流线的气动参数以及压力和

摩擦力，将计算结果存入流线文件。 最后将计算所

得流线气动数据重新分布到格点和面元上，并以此

为基础自动生成 ＭＡＴＬＡＢ 网格和流线数据显示脚

本和数据、Ｔｅｃｐｌｏｔ 数据文件，判断是否完成所有指

定点的计算。 程序中所有的输入输出文件以 ＡＮＳＩ
编码，具有很好的可读性和修改性，便于后续程序功

能升级和与优化设计平台、弹道仿真平台的协同数

据交互。

图 ４　 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力快速估算平台架构

图 ５　 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力快速计算平台数据流程图

３　 验证与分析

以公开文献中实验数据较多的 ＨＬ⁃２０ 升力体

高超声速跨大气层飞行器为参考，分析所建立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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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力快速估算平台计算结果。 ＨＬ⁃
２０ 属于面对称飞行器，取飞行器一半作为离散化对

象构型。 机体头部和座舱前部气动参数变化梯度较

大，在这些地方将网格加密有助于快速估算平台更

准确地评估飞行器所受的气动力。 在较为平坦的区

域，如机体下部和背部靠后位置，由于气动力沿纵向

变化梯度较小，而沿横向梯度相对较大，故为了节约

计算量，这些区域的网格横向密度大于纵向密度。
所得的简化非结构网格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ＨＬ⁃２０ 简化网格和流线

图 ６ 中还提供了使用 ＡＦＰＥ 计算所得的 ＨＬ⁃２０
在 Ｍａ４．５ 时 ２ 种不同迎角状态下的沿壁面流线图。
由图 ６ 中可以看出，流线在小迎角或者较小负迎角

时流线都集中于机体头部和翼前缘，而在较大迎角，
流线明显地发源于头部和机体下表面。 在 Ｖ 翼下

表面，大迎角时流线在翼面下部非常集中，也就是说

此时 Ｖ 翼翼面下部压力较大，为飞行器提供足够的

低头力矩，这和对 ＨＬ⁃２０ 的气动分析结果一致，说
明快速计算平台所采用的流线计算方法能够真实的

反映物理现象本质。
根据 ＨＬ⁃２０ 的风洞实验数据，分别计算 Ｍａ４．５

和 Ｍａ１０．０７ 情况下的气动受力情况，计算过程中机

体雷诺数保持与实验值相同，图 ７ 和图 ８ 为本文开

发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力快速估算平台 ＡＦＰＥ 对

ＨＬ⁃２０ 在 ２ 种不同的马赫数和与实验对应的条件下

计算的各气动力系数。
对于 Ｍａ４．５（见图 ７），ＡＦＰＥ 估算所得的升力系

数稍低于风洞实验值［６，１８］，这主要是因为 ＨＬ⁃２０ 构

型的下部较为平坦，可以使用二维壁面压力计算方

法，而图 ７ 的计算中全部使用了三维方法，三维释压

效应使得 ＨＬ⁃２０ 下部压力平均水平低于风洞测量

值，造成升力系数偏低。 阻力系数在很大范围内和

风洞实验测量值很吻合，甚至于优于 ＡＰＡＳ 估算的

结果。 由于预测了较低的升力系数和很吻合的阻力

系数，ＡＦＰＥ 得到的升阻比低于风洞测量值。 俯仰

力矩方面，相比于实验测量值，ＡＰＡＳ 预测较吻合，
ＣＢＡＥＲＯ 预测较小，而 ＡＦＰＥ 估算得到了较大的力

矩系数。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ＡＦＰＥ 预测的俯仰力

矩系数在零迎角附近呈略增大的趋势，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可以归结于 ＨＬ⁃２０ 壁面压力计算都使用

了三维模型、几何建模误差和网格密度。

图 ７　 Ｍａ４．５ ＡＦＰＥ 气动力系数估算结果

　 　 Ｍａ１０．０７ 的气动系数曲线与Ｍａ４．５ 类似，如图 ８
所示。 由于机体几何建模误差和网格密度的影响，
而致使升力因数和升阻比略小，俯仰力矩与实验测

量值略有差别，但阻力系数与实验测量值［２３⁃２４］ 很接

近，说明摩阻系数模型至少能够满足马赫数 ４ ～ １０
范围内的气动力估算。 Ｍｉｃｏｌ［２３］ 提供了 Ｌａｎｇｌｅｙ 开

发的 ＬＡＵＲＡ（ ｌａｎｇｌｅｙ ａｅｒｏ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ｕｐｗｉｎｄ ｒｅ⁃
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基于有限体积法，使用隐式点松弛

算法求解包含化学反应和热非平衡的高超声速三维

ＮＳ 黏性流方程）工具，在文献［２３］中提供了基于

Ｅｕｌｅｒ 方程的 ＬＡＵＲＡ 计算结果，如图 ８ 所示。 相比

于 ＣＦＤ 计算结果，ＡＦＰＥ 在升力系数和升阻比计算

·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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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实验有一些误差，而阻力系数计算结果与 ＬＡＵＲＡ ＣＦＤ 计算结果都很接近实验测量值。

图 ８　 Ｍａ１０．０７ ＡＦＰＥ 气动力系数估算结果

　 　 通过对比图 ７ 和图 ８，我们可以看出，随着马赫

数的增加，升力系数与实验测量值的误差逐渐减小，
这是因为随着马赫数的增加，气动系数逐渐趋向于

与马赫数无关，即高超声速马赫数无关理论。 另外，
俯仰力矩系数作为其中最难计算准确的一个气动系

数，在 ＡＦＰＥ 和实验测量值及其他计算工具、ＣＦＤ 工

具对比中可以发现，ＡＦＰＥ 计算所得的俯仰力矩系

数精度是满足初步设计时气动力估算的需求的。 同

时，ＡＦＰＥ 虽然预测所得的升力系数等存在一定的

误差，但是预测所得的气动力系数变化趋势和实验

测量结果很吻合，说明快速计算平台的设计思路和

方法是正确的。
图 ９ 为快速估算平台计算的 ＨＬ⁃２０ 在Ｍａ４．５ 时

的气动力系数云图。 可以看出在不同迎角时，压力

系数的分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相比于负迎角，大的

正迎角能显著增大机体下部和翼面下部的压力系数

分布，这一点也可从图 ６ 中的流线分布得出相同的

结论。 另外，压力系数分布变化最明显的区域是座

舱头部区域，相比于小迎角状态，大迎角时座舱头部

压力系数明显减小，因为这时座舱头部已处于机体

头部的遮挡之下，受气流压力逐渐减弱。 从气动系

数云图和曲线来看，ＡＦＰＥ 能够很好地从物理机理

上快速估算高超声速飞行器在较宽马赫数范围内的

气动受力情况，满足设计初衷和基本要求。

４　 协同仿真

对于某基于 ＲＢＣＣ 动力的水平起飞 ／水平着陆

的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运载器一级构型［２５⁃２６］，利用本

文开发的 ＡＦＰＥ 气动力估算平台进行超声速和高超

声速气动力估算，并利用计算的气动数据进行飞行

器弹道仿真。 假设飞行器只在纵向平面内运动，则

图 ９　 Ｍａ ４．５ 压力系数云图

其弹道方程如（１７）式［２７］ 所示，式中 Ｖ 为速度；α 为

迎角；θ 为弹道倾角；ωｙ 为俯仰角速度；Ｍｙ 为俯仰力

矩，Ｊｙ 为绕 ｙ轴的转动惯量；ｘ，ｙ为飞行器空间坐标；
ϑ为俯仰角；ｍ为飞行器质量；ｍｓ 为燃料消耗引起的

飞行器总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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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０ 为仿真计算所得的飞行器飞行动力学结

果。 由图 １０ 中可以看出，飞行器在开始后一段时间

内有加速运动，马赫数逐渐升高，但是随着高度降

低，阻力逐渐增大，飞行器逐渐减速。 由于本文在仿

真时并没有使用复杂控制制导方法，因而在大约 ｔ ＝
１６０ ｓ 以后飞行器俯仰角速率开始发散，飞行器姿态

逐渐失去控制。 因此，要使 ＡＦＰＥ 计算所得的气动

数据适用于此飞行器，需要进行控制系统设计，然而

这并不影响通过此仿真验证 ＡＦＰＥ 和弹道计算平台

的协同仿真能力。

图 １０　 ＲＢＣＣ 动力的飞行器动力学协同仿真结果

５　 结　 论

本文根据目前公开的高超声速气动力快速估算

工具的不足和工程实际需求，基于在压力 ／摩擦阻力

理论 ／工程估算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组合模型数据

库，使用流线追踪方法建立了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

力快速估算平台 ＡＦＰＥ，通过使用该平台与 ＣＦＤ 计

算数据、实验数据和其他计算方法的对比验证，并在

实际高超声速飞行器弹道计算中的应用，得出以下

结论：
１） ＡＦＰＥ 能够快速且准确地估算较宽马赫数

范围内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受力情况。 相比于大

多数的估算工具，ＡＦＰＥ 不仅能够计算压力系数分

布，还能够使用组合摩阻计算模型计算摩擦阻力分

布，因而相比于传统的快速估算工具，ＡＦＰＥ 计算可

靠性和精度会有较大提升。
２） 与实验数据、ＣＦＤ 数据以及其他计算工具结

果的对比认为 ＡＦＰＥ 在气动力系数发展趋势上预测

很吻合，但平均误差相比于经典的气动力估算工具

和 ＣＦＤ 略大，即使如此，ＡＦＰＥ 依然能够以其较强的

适应范围和计算时间弥补误差的不足。
３） 通过与弹道仿真平台的协同仿真计算，验证

了本文开发的高超声速气动力快速估算平台 ＡＦＰＥ
的协同仿真能力，同理也可以与构型优化分析平台

协同，为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高超声速飞行

器初步方案遴选、性能评估以及设计优化阶段提供

强有力的工具保证。
４） ＡＦＰＥ 目前处于初期阶段，需要在以后的研

究中逐步提高其稳定性和应用范围，例如加入壁面

热流的计算模块，这些将进一步提升 ＡＦＰＥ 的适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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