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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航母尾迹对舰载机着舰过程气动特性的影响，采用嵌套网格的方法，对无人机在不同风

向下的着舰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 首先，对不同网格划分，定常和非定常计算进行了比较，发现有无

附面层对航母流场结果影响不大，下滑线上定常计算的结果和非定常时均的结果类似。 然后，对 ０°和
±１５°风向下的航母流场进行了分析，表明航母尾迹随风向的变化而变化。 接着，对单独无人机降落的

过程进行了模拟，验证了所建立的嵌套网格的可靠性。 最后，对耦合航母情况下无人机的着舰进行了

仿真，结果表明降落过程中飞机一直处于低动压的状态，升力和俯仰力矩变化明显，不同风向下着舰

气动特性的变化也存在差异。 研究结果为以后舰载机安全着舰的评估和控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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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母是一个国家海军力量的重要体现，实现舰

载机在航母上的安全起降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航母

的作用。 航母的甲板上存在着高大的塔形舰岛，其
后会形成大的分离区，左右舷也存在着卷起的分离

涡［１⁃２］；在航母尾部，下沉的气流形成 “公鸡尾

流” ［３］。 同时，在实际航行中，航母还存在自身的六

自由度运动，这就使得航母的尾迹变得更加复杂，对
舰载机的安全着舰造成较大影响［４⁃５］。 因此，开展

舰载机和航母耦合流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由于孤立舰船流场相对简单，因此国内外学者

对单独舰船进行了大量的数值研究。 Ｓｕｓａｎ 等［６⁃７］

计算了一系列不同的甲板风，研究了舰船流场的马

赫数无关性，雷诺数无关性； Ａｎｕｐａｍ 等［８］ 利用

ＰＵＭＡ求解器计算了 ＬＰＤ １７ 舰船在 ０°和 ３０°风向

下的气流场，比较了定常与非定常结果，研究了涡的

脱落特性；洪伟宏等［９］采用 ＣＦＸ对比了不同上层建

筑形式及布局对 ＬＨＡ 舰船空气流场的影响；郜冶

等［１０⁃１２］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 的 ｋ⁃ε 模型计算了 ＳＦＳ２ 简单护

卫舰和美国 ＣＶＮ 舰船在不同风向角时的非定常气

流场，分析了舰载机降落航线上的速度分布，且结果

与实验符合较好。

虽然孤立舰船流场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
由于未考虑飞机与舰船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其流

场结果还难以直接为舰载机的着舰提供指导。 随着

ＣＦＤ技术的发展，机 ／舰耦合流场的研究逐渐兴起。
顾璇［１４］利用非结构动网格，计算了某飞机在靠近、
经过、远离平台过程中的气动特性参数，但所用的平

台只是一个简单的长方体而非真实航母模型，且由

于采用动网格，飞机运动过程中网格的质量难以保

证；程捷［１５］利用滑移网格技术，对旋翼 ／舰船之间的

相互干扰进行了分析，但计算只涉及到旋翼的悬停

且未考虑风向对旋翼气动特性的影响。 此外，还有

一些学者对旋翼的等效及与舰船耦合的模拟进行了

研究［１６⁃１８］，但对于固定翼飞机在航母流场中的数值

模拟却并不多见，导致对其着舰过程中气动特性的

变化缺乏深入的认识。 这主要是因为固定翼飞机特

殊的着舰方式以及与航母较大的尺寸差异，耦合流

场计算时往往需要较多的网格，使得计算成本较大。
嵌套网格技术适用于刚体大范围的运动，由于

不涉及网格的变形，网格质量可以得到保证，同时由

于各个部分网格可以独立划分有助于减少网格量，
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因此，本文将采用嵌套网格

的方法开展固定翼飞机耦合航母流场的模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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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种不同风向下航母尾迹的特点，并分析飞机着舰

过程中气动特性的变化，以期为舰载机安全着舰的

评估和控制提供参考。

１　 数值模拟模型构建

１．１　 模型介绍

本文采用的航母模型和无人机模型如下所示：

图 １　 航母模型及无人机着舰示意

航母长 Ｌ＝ ２６０ ｍ，宽 Ｗ＝ ６０ ｍ，高 Ｈ＝ ４４．７８２ ｍ，
甲板距海平面 １５ ｍ 左右。 坐标原点取在航母前端

甲板上最左端的顶点，且取 ｘ 轴从航母的船头指向

船尾，ｙ 轴从航母的左舷指向右舷，ｚ 轴则垂直航母

甲板，竖直向上，规定左舷风为正，右舷风为负。
１．２　 无人机运动描述

飞机对地速度（绝对速度）大小 ６０ ｍ ／ ｓ，航迹角

取 ０°，下滑角为 ４°，飞机对称面与 ｘ 轴夹角 ９°，且通

过斜甲板中心线。 飞机对地 ３个方向速度分量：
Ｖｘ ＝ － ５９．１１７ ｍ ／ ｓ　 Ｖｙ ＝ － ９．３６３ ｍ ／ ｓ
Ｖｚ ＝ － ４．１８５ ｍ ／ ｓ

　 　 风的速度取 １５ ｍ ／ ｓ；
风向 ０°时，空气相对飞机速度为 Ｖｘ ＝ ７４．１１７

ｍ ／ ｓ，Ｖｙ ＝ ９．３６３ ｍ ／ ｓ，Ｖｚ ＝ ４．１８５６ ｍ ／ ｓ，Ｖ ＝ ７４．８２３
ｍ ／ ｓ；

风向 １５° 时，空气相对飞机速度为 Ｖｘ ＝ ７３．６０６
ｍ ／ ｓ，Ｖｙ ＝ １３．２４６ ｍ ／ ｓ，Ｖｚ ＝ ４．１８５ ｍ ／ ｓ，Ｖ ＝ ７４．９０５
ｍ ／ ｓ；

风向 － １５°时，空气相对飞机速度为Ｖｘ ＝ ７３．６０６
ｍ ／ ｓ，Ｖｙ ＝ ５．４８１ ｍ ／ ｓ，Ｖｚ ＝ ４．１８５ ｍ ／ ｓ，Ｖ ＝ ７３．９２８ ｍ ／ ｓ；

考虑到计算花费，选取着舰阶段最后 ２ ｓ进行研

究。 飞机起始重心为：（３７１．８３３，３０．５９５３，１３．１８８）。
匀速下降 ２ ｓ 后， 飞机的重心坐标为 （２５３．５９９，
１１．８６９，４．８１７），此时飞机已经上舰。 在 ２ ｓ 的时间

内，时间间隔取为 ０．１ ｓ，在下滑线得到 ２０个位置，以
此来分析飞机下降过程中的气动特性。

升力和阻力是在气流轴系中定义的，需要转化

到计算轴系中［１９］。 在计算坐标系中，升力 ＣＬ 的方

向为（ － ｓｉｎαｃｏｓ９°， － ｓｉｎαｓｉｎ９°，ｃｏｓα），阻力ＣＤ 的方

向为 （ｓｉｎαｃｏｓβｃｏｓ９° － ｓｉｎβｓｉｎ９°，ｃｏｓαｃｏｓβｓｉｎ９° ＋
ｓｉｎβｃｏｓ９°，ｓｉｎαｃｏｓβ）。

根据空气相对飞机的速度就可以知道阻力的方

向，进而可以求出攻角和侧滑角，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飞机着舰参数与风向的对应关系

风向 ／ （°） 攻角 ／ （°） 侧滑角 ／ （°）

０ ３．２０８ １．７９７（右侧滑）

１５ ３．２０４ １．１９９（左侧滑）

－ １５ ３．２５７ ４．７３４（右侧滑）

飞机 ３个方向的力矩根据体轴系定义，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无人机示意图

在体轴系中，ｏｘ 轴指向机头，ｏｙ 轴指向右机翼，
ｏｚ 轴垂直 ｏｘｙ 平面指向下，３ 个轴之间满足右手

定则。
俯仰力矩用 Ｃｍｙ 表示，在计算坐标系中方向为

（ － ｓｉｎ９°，ｃｏｓ９°，０），
滚装力矩用 Ｃｍｘ 表示，在计算坐标系中方向为

（ － ｃｏｓ９°， － ｓｉｎ９°，０），
偏航力矩用 Ｃｍｚ 表示，在计算坐标系中方向为

（０，０， － １）。

２　 单独航母流场分析

计算状态取海平面标准大气，风速约为 １５ ｍ ／
ｓ，规定左舷风为正，右舷风为负。 湍流模型采用

Ｍｅｎｔｅｒ等［２０⁃２１］提出的 ＳＳＴ ｋ⁃ω 湍流模型，求解不可

压 ＲＡＮＳ方程，所有计算状态远场边界均采用速度

入口和压力出口。

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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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航母流场计算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不关心航母本身的受力情况，因此对有无

附面层的航母网格进行了比较。 分别生成 ３ 套网

格，网格量分别为 ４３５ 万，５１２ 万和 ６５８ 万，第一套

网格没有生成附面层，后面 ２种网格均生有附面层，
利用这 ３套网格对 ０°风向下航母的流场进行定常

计算。 在定常收敛的情况下，取航母 ｘ ＝ ２１０ ｍ 处甲

板上方 ｚ＝ ５ ｍ，长度为船宽 ６０ ｍ的线段上的速度进

行分析，如图 １ 线段所示。 对有附面层和没附面层

的 ３ 种网格参考线段上的速度进行比较，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不同网格计算结果比较

　 　 从图 ３可知，从 ３个方向速度对比可以看出，参
考线段上有无附面层 ３个方向速度趋势均没有太大

差异。 从减少网格量的角度出发，以后均采用无附

面层的网格进行计算。

图 ４　 非定常计算 ｐｏｉｎｔ⁃２ Ｖｙ 收敛曲线

　 　 采用无附面层的 ４３５ 万网格，基于定常收敛的

结果，然后进行非定常计算，比较 ２ 种计算状态下，
下滑线（见图 １）上的速度。 时间步长为 Δｔ ＝ ０．００５
ｓ，每个时间步迭代 １０ 次。 取航母甲板尾部监视点

ｐｏｉｎｔ⁃２（见图 １）的 ｙ 方向速度收敛曲线如下所示：
从图 ４ 可以看出，从 ｔ ＝ ２０．０ ｓ 之后，Ｖｙ 呈现出

一定周期性的波动，流场进入非定常状态，而在 ｔ ＝
４．０ ｓ之前速度波动不大。 取下滑线上不同时刻的

速度如图 ５所示。 可以看出，基于定常收敛的结果，
在非定常计算 ｔ ＝ ４．０ ｓ 时间范围内，下滑线上速度

分布没有剧烈的变化，定常计算的结果与非定常时

均的结果差别不是很大，表明定常计算能反映出流

场的平均特性。 由于非定常时均计算非常耗时间，
因此，本文只对航母定常计算的流场进行分析，对其

时均特性进行了解。

图 ５　 下滑线定常和非定常速度比较

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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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均是基于没

有附面层的航母网格进行定常计算，将分别从三维

和二维方面来研究航母流场及尾迹的特点。

２．２　 风向对航母尾迹的影响分析

分别对 ０°风向、１５°风向和－１５°风向下航母的

三维流线，下滑面速度，下滑线速度进行对比，分别

如图 ６～８所示。

图 ６　 ３种风向下流场三维流线

图 ７　 下滑面速度对比

图 ８　 下滑线速度分布

　 　 从图 ６中可以看出，航母的舰岛迎风面静压较

大，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对风的阻滞作用比较明显。
同时，舰岛后面的流场比较紊乱，流线出现明显的弯

曲。 在 ０°风向时，舰岛后面存在明显的分离涡。 当

风向为 １５°和－１５°时，甲板上靠近左舷和右舷的位

置则存在很长的边缘涡。 同时，由于边缘分离涡和

舰岛后分离区的共同影响，航母的尾流变得更加的

复杂。
从图 ７ 下滑面可以看出，航母的尾迹受风向影

响明显，这主要体现在舰岛后的流动分离区，它随着

风向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偏转。 另外，在舰岛的分

离区内，来流速度明显减小，属于顺风区。 在穿越此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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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区时，无人机的气动特性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
从图 ８ａ）可以看出，在 ｘ＞３００ ｍ时，由于此时离

航母尾部比较远，３种风向对应的下滑线的 Ｖｘ 差别

不是很大。 但随着靠近航母尾部，０°和－１５°风向对

应的 Ｖｘ 均有不同程度地减小，但 １５°风向计算下的

Ｖｘ 却有所增大。 从图 ７ 可知，这主要和舰岛后分离

区和下滑线的相对位置有关。 而对于 Ｖｚ 来说，随着

靠近航母，０°和 １５°风向的下洗呈现了先增强后减

弱的趋势，当 ｘ＜２６０ ｍ 时，０°下滑线上变成了上洗。
然而，在－１５°风向计算时，下滑线上的 Ｖｚ 却呈现出

了相反的趋势。 在 ｘ＞２８０ ｍ 时，随着靠近航母上洗

逐渐增强，到 ２８０ ｍ时，上洗达到了 １．５ ｍ ／ ｓ，随后其

值逐渐减小，当 ｘ＜２６５ ｍ 以后，下滑线上又变成了

下洗。

３　 单独无人机运动计算

本文采用嵌套网格进行无人机的着舰模拟。 为

验证嵌套网格技术的可靠性，在没有航母存在时，对
单独无人机定常计算和沿下滑线降落过程中的气动

力和力矩进行了比较，无人机嵌套网格如下所示：

图 ９　 无人机嵌套网格

无人机网格量为 １１５万，定常计算时，保持无人

机静止，远场速度为 １．２ 节得到的空气相对飞机的

和速度；非定常计算时，远场速度为 １５ ｍ ／ ｓ，无人机

速度为其绝对速度。 非定常计算时间步长 Δｔ ＝
０．００５ ｓ，内迭代次数取为 ５０ 次。 无人机运动到 ２ ｓ
时，停止计算，并对 ２ ｓ内无人机的升力系数和力矩

系数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１０所示：
由于没有航母尾流的干扰，无人机在下降的过

程中，气动力和力矩基本保持不变，定常与非定常结

果吻合较好，表明所用的嵌套网格的计算方法是可

行的。

图 １０　 ０°风向下单独无人机降落

４　 耦合航母时无人机着舰分析

验证了嵌套网格的可靠性，对耦合航母时无人

机在 ３种风向下的着舰进行模拟。 耦合流场网格总

量为 ５５０万，所用网格如图 １１所示：

图 １１　 耦合计算网格

计算时，先进行定常计算，然后再进行非定常计

算。 为保证计算的稳定性，当非定常计算到 ｔ ＝ ２．０ ｓ
时，再给无人机加载运动，时间步长 Δｔ ＝ ０．００５ ｓ，内
迭代次数取为 ５０，到 ｔ＝ ４．０ ｓ时运动结束，此时无人

机已处于航母甲板上方，重心距甲板大约 ５ ｍ。
根据以上确立的计算方法对无人机着舰进行计

算，可得到着舰过程中的气动力和力矩随离舰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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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此外，再截取 ３个时刻（ ｔ＝ ２．８ ｓ，ｔ＝ ３．５ ｓ和
ｔ＝４．０ ｓ）无人机的展向升力分布与定常计算的结果

进行对比，结果分别如图 １２～１４所示：

图 １２　 ０°风向无人机着舰计算结果

图 １３　 １５°风向无人机着舰计算结果

图 １４　 －１５°风向无人机着舰计算结果

　 　 从图 １２ａ）可知，在整个降落过程中，阻力没有

大的变化，升力整体表现为先下降然后再上升，在 ｘ
＝ ２８０ ｍ时达到最小值，这和图 ８ｃ）中 ０°风向下滑线

Ｖｚ 速度的分布是一致的。 在 ｘ＞２６０ ｍ 时，升力系数

均小于图 １０ａ）单独无人机降落时的升力系数。 而

在 ｔ＝ ４．０ ｓ时，无人机完全处于航母甲板上，此时存

在的上洗和地面效应使得飞机的升力有所增加。 由

图 １２ｂ）可知，０°风向对应右侧滑，侧滑角较小，偏航

力矩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保持为 ０；在 ｘ＞３００ ｍ 时，
滚转力矩一直为负，随着靠近航母逐渐接近于 ０ 而

趋向正值，这从图 １２ｃ）展向升力分布的变化也可以

看出，在 ｔ ＝ ４． ０ ｓ 时，飞机实际表现类似为“左侧

滑”。
再来看 １５°风向的结果，结合图 ８ｃ）可知，由于

下洗的作用，图 １３ａ）中飞机的升力一直比较小，在 ｘ
＝ ２８０ ｍ之后才逐渐增大，但始终小于定常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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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图 １３ｃ）的展向升力分布也说明了这一点。
从图 １３ｂ）可知，无人机开始为左侧滑，Ｃｍｘ 为

正，但随着不断靠近航母，滚转力矩 Ｃｍｘ逐渐由减小

而趋向 ０。 而从图 １３ｃ）可知，在 ｔ＝ ４．０时，无人机左

右机翼的升力分布基本相同，右滚趋势减弱。 同时，
俯仰力矩的变化和图 １２ｂ）类似，且和升力变化

相反。
－１５°风向时，飞机侧滑角较大，左右机翼不对

称性明显，如图 １４ｃ）所示。 而随着靠近航母，左右

机翼的升力分布差别逐渐较小。 结合图 ８ｃ），由于

下滑线大部分处于上洗区，因此无人机的升力系数

比定常计算的值要大，这从图 １４ｃ）也可以看出。 与

之前 ２种风向不同的是，在 ｘ＜３００ ｍ后，无人机的升

力一直在减小。 但从图 ８ｃ）看，在 ｘ＞２８０ ｍ之前，下
滑线的上洗是不断增强的，但升力没有增加反而在

减小，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原因。
取单独航母计算的流场，在下滑面上，以下滑线

为对称线，分别截取长度为展长的 ３条线段，分析这

３条线段上 Ｖｚ 和 Ｖｘ 的变化，如图 １５所示：

图 １５　 －１５°风向下滑面典型位置速度分布

由上图可知，在－１５°风向时，由于舰岛尾迹向

左偏转，无人机在着舰时不可避免要穿越舰岛后的

分离区，左右机翼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经历不同的

流动。 结合图 １５ｂ）和图 １５ｃ），舰岛后的分离区是

一个比较大的漩涡，区域内的速度明显小于来流速

度。 同时，由于漩涡旋转方向的原因，飞机在开始靠

近时会遭遇上洗，而后就会遭遇下洗。 ｌｉｎｅ⁃２ 和

ｌｉｎｅ⁃３处流场表现出上洗的特征，而 ｌｉｎｅ⁃１上基本都

是下洗。 在 ｌｉｎｅ⁃３处，不仅存在上洗，且当地流速和

远处来流基本一致，因此升力比定常计算的要大。
而在 ｌｉｎｅ⁃２处，虽然上洗进一步增强，但由于完全处

于舰岛分离区内，当地流场速度与来流速度相比明

显减小，因而此处的升力反而要比 ｌｉｎｅ⁃１处的要小。
当经过 ｌｉｎｅ⁃２后，飞机会逐渐接近下洗区域，当地流

速虽然有所增加，但依然小于远方来流速度，因而导

致升力进一步减小。
综上所述，航母尾迹受风向影响较大，具有鲜明

的局部特征，主要是由于舰岛后的分离流动造成的，
无人机着舰区域速度比较紊乱，且沿展向变化明显，
左右机翼可能遭遇完全不同的速度场，这对飞机的

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５　 结　 论

针对固定翼飞机与航母耦合流场数值模拟研究

不足的现状，利用嵌套网格技术，对无人机在航母流

场中的着舰过程进行了数值计算，得出的主要结

论有：
１） 在定常计算时，有无附面层的网格对航母甲

板流场没有太大影响。 定常计算的结果和非定常时

均的结果比较相似，可以反映出流场的平均特征。
２） 航母的尾迹复杂多变，受风向影响明显，且

随着靠近航母，扰动逐渐增强。 无人机在航母尾迹

中处于低动压的状态，左右机翼流场的不对称使得

无人机的气动特性随离舰距离不断发生变化。
３） 无人机的升力，俯仰力矩和滚装力矩受尾迹

影响较大。 ０°风向和 １５°风向时，随着下滑，无人机

的升力先变小再变大，飞机受下洗作用明显。 １５°风
向时飞机对应的升力最大下降了 １８％；而在－１５°风
向时，无人机在穿越舰岛后方的分离区时，虽然存在

上洗，但由于顺风，随着靠近航母飞机的升力一直在

减小。
因此，在实际着舰过程中，舰载机需要及时打舵

才能平衡各个方向的气动力和力矩，避免可能的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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