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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动力系统参数对翼身融合布局
无人机气动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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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耦合分布式动力系统的边界层吸入（ＢＬＩ）翼身融合（ＢＷＢ）布局无人机为研究对象，研究了

动力系统参数对全机在巡航 ／ 起飞条件下的气动影响。 使用动量源方法（ＭＳＭ）对 ＮＡＳＡ 涵道螺旋桨

模型进行了数值计算，验证了文中数值计算方法的可靠性。 采用结构网格及 Ｓ⁃Ａ 湍流模型求解雷诺

平均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ＲＡＮＳ）方程的方法，对装配 Ｄ８０ 涵道风扇的全机构型在巡航状态下的气动特性进

行了数值计算，验证了 ＢＷＢ 布局飞行器在分布式动力系统影响下具有增升的气动效果，并与不同动

力系统尺寸参数的构型进行了对比。 研究了动力系统推力大小对起飞状态下全机的气动影响。 研究

表明，由于分布式动力系统的抽吸作用，有效提高了机身附近的流速，同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气流的

展向流动，使得全机的升力系数提高了 １６％，升阻比提高了 １０％；在同等推力的条件下，Ｄ８０ 涵道风扇

桨盘载荷更大，使得进出口静压较小，气流流速较大，相比于 Ｄ１５０ 涵道风扇，全机升阻比提高了 １５％；
起飞时增大动力系统推力可以降低机身上表面气流分离的可能性，具备提高起飞质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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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布局飞机在气动效率方面的设计潜力越来

越有限，而翼身融合（ｂｌｅｎｄｅｄ ｗｉｎｇ ｂｏｄｙ，ＢＷＢ）布局

飞行器以其更小的浸润面积、良好的气动效率、节能

减排及低噪音污染等方面的优势进入研究者的视

野［１⁃２］。 ＮＡＳＡ 早在 ２００９ 年便提出了 Ｎ＋３ 客机计

划，力求在 ２０３５ 年使客机的油耗降低 ６０％［３］。 同

时， 分 布 式 电 推 进 （ ｔｕｒｂ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ＤＰ）系统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

者的关注，被认为是下一代民机设计最具潜力的动

力布局形式之一［４⁃５］，与传统动力形式相比，分布式

推进系统具有增加载运量，提高升阻比以及降低油

耗，尾气排放量和低噪声等优势，并且能够与 ＢＷＢ
布局形成良好的契合。

在 ＢＷＢ 布局与分布式推进系统结合的背景

下，边界层吸入 （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ＢＬＩ） 效

应［６⁃８］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气流在经过 ＢＷＢ

中心体后边界层完全发展，被吸入发动机后具有进

一步降低飞机阻力、降低发动机需用功率、提高发动

机推进效率、降低发动机耗油率等潜力。 同时，可以

利用康达效应（Ｃｏａｎｄａ ｅｆｆｅｃｔ）使得气流边界层的附

着得到改善，进一步提高机体的升力，减少起飞或降

落时的滑跑距离。 而分布式推进系统不仅能够使飞

行器在气动性能方面有所提升，更可以提高全机设

计过程中的设计空间［９］，例如采用多个小尺寸涵道

风扇不会引起质量的增加，单个涵道风扇在较宽的

转速范围内都能保持较高效率等。 这些都具有显著

提高飞机综合性能的潜力。
国内外对耦合分布式动力系统的 ＢＷＢ 飞机进

行了以下的研究工作。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１０］ 通过与常规吊

挂式发动机布局对比，发现采用分布式动力的 ＢＷＢ
飞行器的推进效率能提高 ２％以上，证明了该布局

的潜在优势。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１１］ 研究了对涵道风扇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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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层吸入进行了数值模拟，进一步分析了 ＢＬＩ 效
应的流动机理。 Ｌｕｎｄｂｌａｄｈ［１２］ 从总体设计的角度研

究了发动机的数目对采用分布式动力 ＢＷＢ 飞行器

的巡航效率和油耗的影响，发现埋入式动力系统能

够减小起飞质量并降低油耗。 Ｗｉｃｋ 等［１３］ 对比了翼

下布局的分布式动力推进系统与常规发动机的差

异，分析了分布式动力的数量等参数对全机的气动

影响。 Ｍａｎｔｉｃ 等［１４］ 给出了亚声速飞行条件下考虑

ＢＬＩ 效应的翼型设计，研究了流量系数、来流攻角、
整流罩长度、进气道高度和进气道位置等参数对翼

型升力特性和发动机进气品质的影响。
本文对耦合分布式动力系统的 ＢＷＢ 布局无人

机的涵道风扇数量、尺寸、推力大小等动力系统参数

进行了研究，以巡航及起飞状态为研究背景，基于计

算流体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ＦＤ）方

法，使用商业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 分别对动力构型 ＷＰＮ
（ｗｉｔｈ ｐｏｗｅｒ ｎａｃｅｌｌｅ）和通气构型 ＴＦ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ｌｏｗ
ｎａｃｅｌｌｅ）在不同动力系统参数以及巡航 ／起飞状态下

的气动性能进行了研究分析。 通过计算 ＮＡＳＡ 涵道

螺旋桨的拉力系数及截面静压、速度分布，验证了本

文动力系统数值计算方法的高效、可靠性；然后研究

了全机 ＷＰＮ ／ ＦＴＮ 构型的气动特性，巡航状态下动

力系统尺寸参数对全机气动特性的影响；最后分析

了起飞状态时动力系统推力参数对起飞性能的影

响等。

１　 几何模型及数值计算方法

１．１　 几何模型及数值计算方法

参照小型无人机总体设计指标，计算对象为耦

合分布式动力系统的 ＢＷＢ 布局无人机。 该布局由

中心体，融合（内翼）段，外翼段，翼尖组成；动力系

统半埋于机体后部沿展向排布，由进气口，动力段，
排气口构成。 无人机各向视图如图 １ 所示。

本文数值方法基于 Ｓ⁃Ａ 湍流模型求解雷诺平均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ＲＡＮＳ）方程，采用 ＳＩＭＰＬＥ 压力－速度

耦合求解器，空间离散方法采用二阶迎风（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ｕｐｗｉｎｄ） 格式，时间推进采用一阶隐式 （ ｆｉｒ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方程。

动力系统采用动量源方法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ＭＳＭ） 进行数值模拟。 该方法首次由 Ｒａ⁃

图 １　 气动布局外形

ｊａｇｏｐａｌａｎ 等［１５］在 １９８５ 年提出，该方法对多桨叶旋

转运动复杂流动问题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高效性。
动量源方法用薄盘代替桨叶，在薄盘内采用叶素理

论对桨叶载荷进行计算，转换成动量源项，加入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进行求解，以此对桨盘进行模拟。
此方法可以显著减少计算成本，并可以得到较为准

确的速度和压力分布。
１．２　 动力模型计算验证

为验证本文使用的动量源方法的可靠性，本节

以 ＮＡＳＡ 涵道螺旋桨的风洞数据［１６］进行方法校验。
该涵道螺旋桨为三叶桨构型，几何外形如图 ２ 所示，
螺旋桨直径 ０．３８１ ｍ，实验转速 ８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桨叶翼

型为 ＮＡＣＡ６４１２。

图 ２　 ＮＡＳＡ 涵道螺旋桨模型

本节分别采用多重参考系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ＭＲＦ）方法与动量源方法对该模型进行数值

计算，计算条件与实验保持一致，远场自由来流速度

１．６２６ ｍ ／ ｓ。 计算结果如表 １ 所示，图 ３ 为 ２ 种数值

方法计算得到的涵道螺旋桨对称剖面压力云图与流

线形态。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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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计算与实验结果对比

方法 拉力系数 误差 ／ ％

实验 ０．１７０ ０

ＭＲＦ ０．１６５ １ ２．８８

ＭＳＭ ０．１６４ ３ ３．３５

可以看到，ＭＳＭ 方法与 ＭＲＦ 方法计算得到的

拉力系数与实验值的误差在 ５％以内，满足工程应

用的要求。 由于 ＭＲＦ 方法计算存在实体桨叶模型，
桨叶前后存在静压及流速的较大变化，与 ＭＳＭ 方法

计算得到的涵道内部的流动略有差异。 但是 ２ 种方

法得到的涵道螺旋桨入口及出口附近的流动速度、
静压变化近乎一致。

受简化假设限制，ＭＳＭ 方法尽管存在一定的计

算误差，但是计算效率较高，满足全机动力构型的计

算需求，故在下文使用该方法对动力系统进行数值

模拟。

图 ３　 ＭＲＦ ／ ＭＳＭ 方法截面压力与速度分布

１．３　 网格无关性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采用的网格和数值方法，对装配

Ｄ８０ 涵道风扇的构型在高度 Ｈ＝ ３ ｋｍ，Ｖ＝ ２７．７８ ｍ ／ ｓ
（Ｍａ 为 ０．０８４ ５），迎角 ４°的状态进行了计算。 全机

采用的动力系统总推力为 Ｆ ＝ １２ Ｎ，由于数值模拟

使用半模计算，故设置动力系统总推力为 ６ Ｎ。 动

力单元（涵道风扇）采用动量源方法模拟，动量源项

数值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不同推力对应的动量源项

尺寸 Ｄ ／ ｍｍ 数量 ｎ 单个推力 Ｔ ／ Ｎ 动量源项 ／ （Ｎ·ｍ－３）
８０ ６ １ １ ４５４．３１
１２０ ４ １．５ １ ６１４．３１
１５０ ３ ２ １ ５７９．２８

划分 ４ 种不同规模的网格进行数值计算，设置

各个网格第一层网格高度一致，均为 ｄ１ ＝ １．２６ ×
１０ －５ ｍ，并保证 ｙ ＋ ＝ １。 ４ 种规模网格的气动特性计

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网格无关性验证

网格 网格量 ／ １０４ ＣＬ ＣＤ Ｋ
１ ３００ ０．１８４ ６ ０．０１８２ ４ １０．１２
２ ４１０ ０．１９４ １ ０．０１７５ ８ １１．０４
３ ５２０ ０．２０８ ７ ０．０１６５ ９ １２．５８
４ ６３０ ０．２０９ ５ ０．０１６２ ２ １２．９２

可以看到，网格 ３、网格 ４ 在升力系数、阻力系

数方面的差别已经非常小，达到了网格无关性的要

求，综合考虑计算精度与效率，本文选择第 ３ 组网格

规模对几何模型进行数值计算。 网格划分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结构网格划分

２　 分布式动力 ＢＷＢ 布局巡航特性

本节以装配 Ｄ８０ 涵道风扇的全机 ＷＰＮ ／ ＴＦＮ 构

型进行气动特性分析，研究了耦合分布式动力系统

的 ＢＷＢ 布局形式在气动方面的优势，以及动力系

统尺寸参数对全机气动特性的影响。
２．１　 ＷＰＮ ／ ＴＦＮ 全机构型的气动特性

在高度 Ｈ＝ ３ ｋｍ，来流速度为 Ｖ＝ ２７．７８ ｍ ／ ｓ（Ｍａ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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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０．０８４ ５）的巡航状态，对装配 Ｄ８０ 涵道风扇的全

机 ＷＰＮ ／ ＴＦＮ 构型进行了数值计算，得到如图 ５ 所

示的气动特性曲线。

图 ５　 Ｄ８０ 全机 ＷＰＮ ／ ＴＦＮ 构型气动特性对比

　 　 需要说明的是，在衡量构型整体气动效应时，计
算得到的外部气动力和内部气动力都应该考虑。 由

于本文 ＷＰＮ 构型采用了简化的动力模型，理想推

力仅仅是质量流量乘以动力系统喷流速度与自由来

流之差，这个理想推力代表的是除去黏性损失及干

扰效应的推力值。 以该值作为参考推力，系统中所

有推进损失均记作阻力［１３］。 本文中的推阻划分以

此为标准，将全机阻力 Ｄ 及升阻比 Ｋ 重新修正如下

ｑｍ ＝ ρＶｐＡ （１）
ＤＴ ＝ Ｔ － Ｔｉｄｅａｌ ＝ Ｔ － ΔＶｑｍ （２）

Ｄ ＝ Ｄ′ ＋ ＤＴ （３）

Ｋ ＝ Ｌ
Ｄ′ ＋ ＤＴ

（４）

式中： ｑｍ 为质量流量；Ｖｐ 为涵道内部流动速度；Ａ 为

涵道截面面积；Ｔｉｄｅａｌ 为理想推力；Ｄ′ 为构型阻力；ＤＴ

为动力系统阻力。
可以看到，相比于 ＴＦＮ 构型，ＷＰＮ 构型整体升

力特性有所改善，同等迎角下升力系数提高了约

１６％，而 ２ 种构型的升力线斜率基本一致，可用迎角

范围较宽，在计算迎角内未出现全机失速现象。
ＷＰＮ 构型阻力较高，但是在小迎角范围内差别较

小，故其升阻比在小迎角范围内明显高于 ＴＦＮ 构

型，最大升阻比提高了约 １０％。 说明该气动布局形

式在分布式动力系统的作用下具有良好的升力特性

和升阻比特性。
通过对流场细节进行分析来进一步研究 ＷＰＮ

构型的气动特性。 图 ６ 为 ２ 种构型分别在迎角 ８°，
１０°，１２°的表面极限流线图（左图为 ＷＰＮ 构型，右
图 ＴＦＮ 构型），图 ７ 至 ８ 为 ３ 个迎角下展向特征截

面处的压力分布与压力云图对比。

图 ６　 ３ 个迎角下全机 ＷＰＮ ／ ＴＦＮ 构型极限流线

　 　 由图 ６ 可以看到，对比 ＴＦＮ 构型，ＷＰＮ 构型全

机上表面静压有所下降，在动力系统进 ／出口及内外

翼过渡段附近尤其明显。 在涵道风扇抽吸作用的影

响下，中心体表面流线沿弦向流动良好，气流的展向

流动受到了一定程度抑制，而在内外翼过渡段的流

动则较早发生分离。

在特征截面 Ｚ ／ ｂ＝ ０ 及 Ｚ ／ ｂ＝ ０．０２９ 处（见图 ７ａ）
和图 ８）），ＴＦＮ 构型在涵道风扇入口处对气流形成

了一定的阻滞作用，高压明显；而 ＷＰＮ 构型在动力

系统工作的状况下抽吸作用显著，涵道风扇入口附

近的静压更低，特征截面上表面的低压区域更大，但
是在截面后缘附近高压区域则更大。 在特征截面

０２



第 １ 期 张阳，等：分布式动力系统参数对翼身融合布局无人机气动特性的影响

Ｚ ／ ｂ＝ ０．５６ 处（见图 ７ｂ）），８°迎角时 ＷＰＮ 构型对应

的翼型剖面前缘吸力峰更高，上表面静压更低，产生

了更大的升力；而在 １０°迎角时，ＷＰＮ 构型翼型剖面

出现了流动分离，其上表面压强在 １５％Ｃ 之后几乎

不再变化，形成典型的大迎角分离流态，与对应的

ＴＦＮ 构型翼型剖面压力分布形成明显对比；迎角继

续增大到 １２°，２ 种构型的翼型剖面均发生流动分

离，由于 ＷＰＮ 构型流动分离出现地更早，其影响区

域更大（如图 ６ｃ）所示）。 由于动力系统在机身展向

影响的衰减，在特征截面 Ｚ ／ ｂ ＝ ０．９４ 处（如图 ７ｃ）所
示）２ 种构型对应的压力分布几乎重合。

图 ７　 ３ 个迎角下全机 ＷＰＮ ／ ＴＦＮ 构型展向截面的压力分布

图 ８　 α＝ ８°ＷＰＮ ／ ＴＦＮ 构型 Ｚ ／ ｂ＝ ０．０２９ 处的压力云图

　 　 图 ９ 为 ３ 个迎角下沿弦向 Ｘ ／ Ｌ ＝ ０．６４５ 处特征

截面（动力系统进气口附近）的压力分布。 可以看

到，ＷＰＮ 构型在动力系统的影响下，涵道风扇唇口

附近的压强更低，在流动未发生分离（８°迎角）时内

外翼段产生的升力也更大，此时的全机升力由中心

体及内外翼共同贡献；而随着迎角增大出现流动分

离后，ＷＰＮ 构型内外翼过渡段附近上表面的静压先

降低后增大，升力有所损失，但是与 ＴＦＮ 构型相差

不大，可以认为大迎角飞行时全机升力主要由动力

系统影响下的中心体升力决定。
ＷＰＮ 构型在内外翼过渡段较早出现流动分离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动力系统的抽

吸作用，涵道风扇出口处的高压使得内翼后缘附近

静压升高，导致内外翼过渡段逆压梯度增大，流动更

容易发生分离；另一方面由于机身几何外形的展向

过渡有较大转折，外翼及翼尖后缘的前掠，使得气流

向内外翼过渡段流动，气流的不断堆积造成流动附

着状况变差。
通过 ＷＰＮ ／ ＴＦＮ ２ 种构型的对比，可以看到 ＢＬＩ

翼身融合布局在分布式动力系统影响下具有一定的

增升优势，中心体的气动特性有所改善。 下面研究

不同动力系统尺寸参数对全机气动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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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３ 个迎角下全机 ＷＰＮ ／ ＴＦＮ 构型弦向截面 Ｘ ／ Ｌ＝ ０．６４５ 的压力分布

２．２　 动力系统尺寸参数对全机的气动影响

为研究不同动力系统参数对全机气动特性的影

响，基于动力系统总推力一致的假设，分别对装配 ３
种不同尺寸涵道风扇（Ｄ８０ ／ Ｄ１２０ ／ Ｄ１５０）的全机构

型进行了建模与计算，动力系统参数的对比参见表

格 ３，３ 种构型的气动特性如图 １０ 所示。
可以看到，３ 种构型升力特性差异较小，同等迎

角下升力系数相差在 ３％以内。 在阻力方面，中小

迎角范围内涵道风扇尺寸越大，全机阻力越大，随着

迎角增大各构型阻力系数趋于一致。 由于升力相差

不大，全机升阻比的大小取决于阻力的大小，故 Ｄ８０
构型的最大升阻比较大，在 ８°迎角时接近 １１，比
Ｄ１５０ 构型提高约 １５％。 这说明多个动力单元会带

来更多的气动优势。

图 １０　 ３ 种动力系统构型的气动特性

　 　 进一步分析动力系统尺寸参数对几种构型气动

特性影响的机理，对 ４°迎角下的特征截面压力分布

及压力云图进行分析，如图 １１ 至 １２ 所示。 可以看

到，在特征截面 Ｚ ／ ｂ ＝ ０ 及 Ｚ ／ ｂ ＝ ０． ０２９ 处 （见图

１１ａ）、图 １２）），３ 种构型中心体剖面翼型的前部静

压值差别不大，由于在同等推力时较小尺寸的涵道

风扇具有较大的桨盘载荷和抽吸速度，故随着涵道

风扇尺寸的增大，涵道风扇入口附近的高压区域增

大，截面翼型上表面负压减小，而涵道壁面上的负压

变大，使得几种构型的升力差别不大；截面翼型后缘

附近的高压区域则随着涵道风扇尺寸的增大而减

小，使得 Ｄ１５０ 构型压差阻力变大。 内外翼过渡段

的各构型压力分布差别不大，但同样是 Ｄ８０ 构型上

表面负压较大（如图 １１ｂ）所示）。 随着展向距离变

大，在特征截面 Ｚ ／ ｂ ＝ ０．９４ 处（如图 １１ｃ）所示），动
力系统对机翼表面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小，各个构型

剖面翼型压力分布近乎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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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３ 种构型展向特征截面的压力分布

图 １２　 ３ 种构型 Ｚ ／ ｂ＝ ０．０２９ 截面处的压力云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动力系统尺寸参数

的全机构型在气动效果方面的差异主要在于涵道风

扇桨盘载荷的不同。 当涵道风扇推力相同时，其尺

寸越小，桨盘载荷越大，进出口静压越小、压差越大，
同时使得气流流速更大，进出口流速差也越大。 对

于耦合分布式动力系统的 ＢＷＢ 布局无人机来说，
涵道风扇尺寸越小，对全机上表面静压的减小越有

益处，气动特性越良好。

３　 分布式动力 ＢＷＢ 布局起飞特性

本节研究起飞状态下分布式动力系统推力参数

对全机气动特性的影响。 起飞状态全机迎角为 ８°，
来流速度 Ｖ＝ １５ ｍ ／ ｓ。 由于起飞时来流速度较低，动
力系统推力参数成为影响全机气动特性的关键因

素。 对装配 Ｄ８０ 涵道风扇的构型分别在总推力 Ｔ ＝
６，８，１０ Ｎ 进行计算，得到如图 １３ 所示的气动特性

曲线。

图 １３　 不同推力下全机起飞的气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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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全机在不同推力时的升力线斜率保

持一致，在 Ｔ ＝ １０ Ｎ 时有较大的升力系数，相比于

Ｔ＝ ６ Ｎ提高了 ２０％。 随着动力系统推力的增大，全
机阻力增大明显，Ｔ ＝ １０ Ｎ 时阻力系数增大了约

１８％，导致其在 ８°迎角时的升阻比降低了约 ６％。
以下通过不同推力对特征截面压力分布的影响进行

进一步分析，如图 １４ 所示。

图 １４　 不同推力下全机起飞时展向截面的压力分布

　 　 通过 Ｚ ／ ｂ ＝ ０ 及 Ｚ ／ ｂ ＝ ０．０２９ 处的特征截面压力

分布和压力云图（见图 １４ａ））可以看到，动力系统推

力的大小主要影响中心体中后部的静压，中心体中

部的负压区域面积随着涵道风扇推力的增大而增

大，并且逐渐向涵道风扇唇口附近延伸，而涵道风扇

唇口附近负压区域也在变大，使得整体升力提高；但
同时抽吸效应的增强使得喷流静压变小，构型前后

压差变大，使得整体阻力变大。 而几种推力下特征

截面 Ｚ ／ ｂ＝ ０．５６ 及 Ｚ ／ ｂ ＝ ０．９４ 处的压力分布（见图

１４ｂ）和 １４ｃ））几乎没有差异，说明涵道风扇推力的

变化对外翼及翼尖的影响十分有限。
总的来说，对于起飞状态，增大动力系统推力可

以降低机身上表面气流分离的可能性，全机升力进

一步增大，具备提高起飞质量的能力，但同时阻力随

着前后压差的增大而增大。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耦合分布式动力系统的 ＢＷＢ 布局无

人机动力系统参数为研究对象，首先研究了 ＷＰＮ ／
ＴＦＮ 全机构型气动特性的差异，然后在动力系统同

等推力的前提下，通过对巡航状态下全机的气动特

性研究，探究了动力系统尺寸参数对全机的影响，最
后研究了起飞状态下动力系统推力参数对全机起飞

性能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１） ＢＷＢ 布局飞行器在分布式动力系统的作用

下具有良好的气动特性，相比于 ＴＦＮ 构型，ＷＰＮ 构

型有效提高了机身附近的流速，同时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气流的展向流动，全机的升力系数提高了约

１６％，升阻比提高了约 １０％；
２） 动力系统尺寸参数对全机的气动影响主要

体现在涵道风扇桨盘载荷的差异，其尺寸越小，桨盘

载荷越大，进出口静压越小，引起流速、进出口速度

差越大；对全机气动特性来说，涵道风扇尺寸越小，
全机压差阻力越小。 相比于 Ｄ１５０ 构型，Ｄ８０ 构型的

升阻比达到 １１，提高了约 １５％；
３） 起飞时全机迎角较大而速度较小，动力大小

成为影响全机气动特性的关键因素。 增大动力系统

推力可以降低机身上表面气流分离的可能性，全机

升力进一步增大，具备提高起飞质量的能力，同时阻

力随着前后压差的增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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