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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翼身融合水下滑翔机（ｂｌｅｎｄｅｄ⁃ｗｉｎｇ⁃ｂｏｄｙ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ｇｌｉｄｅｒ，ＢＷＢＵＧ）外形的设计质

量与优化效率，提出一种基于代理模型的翼身融合水下滑翔机外形优化（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ｂａｓｅｄ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ｗｉｎｇ⁃ｂｏｄｙ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ｇｌｉｄｅｒ ｓｈａｐ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ＧＳＯ）框架。 以最大升阻比（ ｌｉｆｔ ｔｏ ｄｒａｇ ｒａｔｉｏ，ＬＤＲ）
为优化目标，排水体积不减小为约束条件，对翼身融合水下滑翔机外形进行优化。 优化后的翼身融合

水下滑翔机升阻比提高了 ２４．３２％，研究表明提出的基于代理模型的翼身融合水下滑翔机外形优化框

架能够有效降低计算资源，同时提高水下滑翔机流体动力性能和排水体积，相比其他优化算法，具有

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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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主 水 下 滑 翔 机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ｇｌｉｄｅｒｓ，ＡＵＧ）是一种利用净浮力和姿态角调节获得

推进力的新型水下航行器，耗能极低，可以高效率、
长时间地在海洋中航行，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有着非

常广阔的应用前景［１］。 然而，传统回转体外形 ＡＵＧ
升阻比较低，滑翔性能受到极大制约。

为了提高 ＡＵＧ 滑翔性能，研究人员开始关注翼

身融合布局在 ＡＵＧ 外形设计中的应用。 翼身融合

布局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航空领域，翼身融合布局飞

行器具有优良的升阻特性，已发展成为各国重点研

究的气动布局［２⁃３］。 目前，翼身融合布局水下滑翔

机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吕达等［４］对 ＢＷＢＵＧ 翼梢

小翼的减阻效应进行了研究，以翼梢小翼高度、前缘

后掠角、外倾角为外形参数，探索了不同翼梢小翼外

形参数对 ＢＷＢＵＧ 翼梢附近尾部流场的影响。 何衍

儒等［５］以最大排水体积和最小结构质量为优化目

标，对 ＢＷＢＵＧ 进行了外形和结构的分步优化设计。
Ｓｕｎ 等［６］利用高效全局优化（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
ｚａｔｉｏｎ，ＥＧＯ）方法构建了 ＢＷＢＵＧ 外形设计优化平

台，并以最大升阻比为优化目标对 ＢＷＢＵＧ 进行外

形设计优化，相比初始设计最大升阻比提高了 ７％。
Ｗａｎｇ 等［７］建立了 ＢＷＢＵＧ 外形参数化模型，实现了

采样点网格的自动划分和流体动力计算，采用基于

高斯函数优化方法完成了 ＢＷＢＵＧ 外形优化设计。
上述研究往往使用传统计算流体动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ＦＤ）方法计算 ＡＵＧ 水动力性

能，存在设计周期长、计算代价高等问题。 代理模型

能够在优化过程中替代复杂流体仿真计算，极大地

降低计算量，被广泛应用于工程设计优化领域。 本

文采用作者在文献［８］中提出的一种基于组合代理

模型和多层设计空间缩减策略的全局优化方法（ｅｎ⁃
ｓｅｍｂｌｅ ｏｆ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ｓ⁃ｂａｓ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ＳＧＯ⁃ＨＳＲ），对 ＢＷＢＵＧ 外形进行优化设计。

翼身融合布局水下滑翔机外形沿翼展方向各截

面均为翼型，即由一系列不同翼型组合而成。 为了

进一步降低 ＢＷＢＵＧ 外形优化所需计算资源，提高

优化效率，本文对 ＢＷＢＵＧ 外形优化模型进行了合

理简化。 在保证 ＢＷＢＵＧ 外部轮廓总体不变的情况

下，选取 ７ 个关键位置处的截面翼型，分别进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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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然后利用优化获得的新翼型重新生成 ＢＷＢＵＧ
外形，从而获得性能更优的水动力外形。

文中建立了 ＢＷＢＵＧ 外形参数化模型，以最大

升阻比为优化目标，提出一种基于代理模型的翼身

融合水下滑翔机外形优化框架，对 ＢＷＢＵＧ 外形进

行优化设计。 优化结果既提高了 ＢＷＢＵＧ 升阻比，
又增大了排水体积，验证了提出的 ＳＢＵＧＳＯ 框架的

有效性和可行性。

１　 ＢＷＢＵＧ 外形参数化模型

ＢＷＢＵＧ 外形采用翼身融合布局，整体沿翼展

方向各截面均为 ＮＡＣＡ００ＸＸ 对称翼型，如图 １ 所

示。 本文在保持 ＢＷＢＵＧ 总体外形轮廓不变前提

下，选择了 ７ 个关键位置处的截面翼型进行优化，通
过 ｕｎ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ＮＸ（ＵＧ）软件利用优化翼型重新生成

ＢＷＢＵＧ 优化外形。 站位翼型的选取参考了文献

［９］，图 ２ 给出了位置示意图。 图中 ｌ１ ～ ｌ７ 和 ｄ１ ～
ｄ７ 分别表示翼型与中心截面翼型前缘的水平和垂

直距 离， 具 体 参 数 值 如 表 １ 所 示。 对 称 结 构

ＢＷＢＵＧ 外形拥有诸多优点，本文将保证优化后的

外形仍为上下对称、左右对称。

采用形状类别函数变换方法 （ ｃｌａ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ｓｈａｐ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ＳＴ［１０］ ）描述关键翼型

的参数化外形。 ＣＳＴ 参数化方法表达式如下

ｙｕ ＝ ｙｕ０ ＋ ｘ０．５（１ － ｘ）∑
ｎ

ｉ ＝ ０
·

　 Ａｕｉ
ｎ！

ｉ！ （ｎ － ｉ）！
ｘｉ（１ － ｘ） ｎ－ｉ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式中： ｘ 表示沿翼型弦线方向的横坐标值；ｙｕ０ 和 ｙｕ

分别表示初始翼型和目标翼型的上弧面纵坐标值。
优化后的翼型仍为上下对称，因此只需优化翼型上

弧面。 参数 ｎ 为伯恩斯坦多项式阶数，权重系数 Ａｕｉ

表示翼型优化设计变量，共包含 ｎ ＋ １个设计变量。
本文通过生成目标翼型 ＮＡＣＡ００２１实例来确定

合适的伯恩斯坦多项式阶数 ｎ。 其中权重系数 Ａｕｉ

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获得，拟合误差由翼型参数化

外形和实际外形差值的 Ｌ２ 范数表示。 图３展示了翼

型拟合误差与伯恩斯坦多项式阶数 ｎ 变化关系。 从

图中可以看出，随着 ｎ 增大，拟合误差整体上呈现下

降趋势。 当 ｎ ≥ ４ 时，拟合误差基本保持不变，这与

文献［１０］ 研究结论一致。 因此，本文伯恩斯坦多项

式阶数 ｎ 设为 ４。

图 １　 ＢＷＢＵＧ 外形设计图　 　 　 　 　 图 ２　 ７ 个关键翼型位置示意图　 　 　 　 　 图 ３　 翼型参数 ｎ 误差分析

表 １　 关键翼型 ＸＦ１ ～ ＸＦ７ 基本信息

站位翼型
ＮＡＣＡ
系列

弦长

ｃ ／ ｍｍ
水平距离

ｌ ／ ｍｍ
垂直距离

ｄ ／ ｍｍ

ＸＦ１ ００２２ ３５０ ０ ０
ＸＦ２ ００１７ ３１０ ５０ ２０
ＸＦ３ ０００８ ２３５ ９０ ５５
ＸＦ４ ０００８ １６５ １５０ ９５
ＸＦ５ ０００８ １３０ １９０ １２０
ＸＦ６ ０００８ ８８ ２７５ １７５
ＸＦ７ ０００８ ３０ ５００ ３２０

２　 ＢＷＢＵＧ 外形优化模型

本文在 ＢＷＢＵＧ 外形总体轮廓保持不变的情况

下，优化 ７ 个关键位置处剖面翼型在攻角 α ＝ ７°，速
度 ｖ＝ １ ｍ ／ ｓ 工况下的升阻比，约束条件为翼型的最

大相对厚度和面积不小于初始翼型。 随后将优化所

得翼型应用到 ＢＷＢＵＧ 优化外形重建中，以此保证

在 ＢＷＢＵＧ 排水体积不降低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

升阻比。
采用 ４ 阶 ＣＳＴ 参数化方法构建得到关键翼型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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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化模型，每个关键翼型的优化设计变量数为

５，因此 ＢＷＢＵＧ 外形设计优化问题总共包含 ３５ 个

设计参数。 关键翼型优化问题定义如下

ｍｉｎ ｆ（ｘ） ＝ － Ｃ ｌ ／ Ｃｄ

ｓ．ｔ． ｇ１（ｘ） ＝ ｔｉｎｉ － ｔｏｐｔ ≤ ０
　 　 ｇ２（ｘ） ＝ ｓｉｎｉ － ｓｏｐｔ ≤ ０

　 　 ｘｌ
ｉ ＜ ｘｉ ＜ ｘｕ

ｉ ， ｉ ∈ １，２，…，５ （２）
式中： Ｃ ｌ 和 Ｃｄ 分别表示翼型升力和阻力系数；ｔｉｎｉ，
ｔｏｐｔ，ｓｉｎｉ，ｓｏｐｔ 分别表示优化前后翼型的最大相对厚度

和面积。 ｘｌ
ｉ 和 ｘｕ

ｉ 分别表示设计变量的上下边界值。
为避免优化后 ＢＷＢＵＧ 出现不光顺外形，表 ２ 给出

了 ＢＷＢＵＧ 关键翼型 ＸＦ１ ～ ＸＦ７ 的设计变量范围和

雷诺数Ｒｅ，其中初始翼型ＸＦ１ 为ＮＡＣＡ００２２翼型，其
设计变量上边界值通过对 ＮＡＣＡ００２７ 翼型拟合确

定，下边界值则通过拟合 ＮＡＣＡ００１７翼型确定，翼型

ＸＦ１ 设计变量空间如图 ４ 所示。 而初始翼型 ＸＦ２ 的

设 计 变 量 范 围 则 分 别 通 过 对 ＮＡＣＡ００２２ 和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 翼型拟合确定，初始翼型 ＸＦ３ ～ ＸＦ７ 的

设 计 变 量 范 围 则 分 别 通 过 对 ＮＡＣＡ００１０ 和

ＮＡＣＡ０００６翼型拟合确定。 ＢＷＢＵＧ初始外形通过７
个关键位置处的初始翼型 ＸＦ１ ～ ＸＦ７ 构建得到。 作

为本文优化对象，ＢＷＢＵＧ 初始外形如图 １ 所示。

表 ２　 翼型 ＸＦ１ ～ ＸＦ７ 设计变量范围和雷诺数

翼型 ｘｌ
１ ｘｕ

１ ｘｌ
２ ｘｕ

２ ｘｕ
３ ｘｌ

３ ｘｌ
４ ｘｕ

４ ｘｌ
５ ｘｕ

５ Ｒｅ ／ １０５

ＸＦ１ －０．０７１ ４ ０．０７１ ４ －０．０６２ ７ ０．０６２ ７ －０．０６７ ７ ０．０６７ ７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７０ ２ ０．０７０ ２ ３．５０
ＸＦ２ －０．０７１ ４ ０．０７１ ４ －０．０６２ ７ ０．０６２ ７ －０．０６７ ７ ０．０６７ ７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７０ ２ ０．０７０ ２ ３．１０
ＸＦ３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８ １ ０．０２８ １ ２．３５
ＸＦ４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８ １ ０．０２８ １ １．６５
ＸＦ５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８ １ ０．０２８ １ １．３０
ＸＦ６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８ １ ０．０２８ １ ０．８８
ＸＦ７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２５ １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８ １ ０．０２８ １ ０．３０

图 ４　 翼型 ＸＦ１ 优化设计空间示意图

３　 ＳＢＵＧＳＯ 框架

本文提出的 ＳＢＵＧＳＯ 框架包含以下 ４ 个部分：
①使用 ＣＳＴ 参数化方法构建关键翼型的参数化模

型；②使用翼型流场仿真软件 ＸＦＯＩＬ 计算翼型升阻

比；③使用 ＥＳＧＯ⁃ＨＳＲ 方法搜索获得优化翼型；④
使用获得的优化翼型重建 ＢＷＢＵＧ 优化外形。
ＳＢＵＧＳＯ 框架流程如图 ５ 所示，步骤如下：

图 ５　 ＳＢＵＧＳＯ 框架工作流程图

１） 初始化 ＥＳＧＯ⁃ＨＳＲ 方法参数，定义关键翼型

索引参数 ｉ ＝ １。
２） 选择第 ｉ 个关键翼型 ＸＦｉ 作为优化对象。
３） 计算第 ｉ 个关键翼型的优化设计空间。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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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使用快速优化拉丁超立方试验设计方

法［１１］（ｆａｓ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ｌａｔｉｎ ｈｙｐｅｒｃｕｂ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ＬＨＤ） 在获得的设计空间内生成 ８ 个初始样本

点，存储到样本数据 Ｘ。
５） 使用 ＣＳＴ 参数化方法基于样本点数据 Ｘ 分

别构建翼型的参数化模型。
６） 使用翼型流场仿真软件 ＸＦＯＩＬ 分别计算上

述翼型的升阻比 Ｙ，得到数据集［Ｘ ｜ Ｙ］。
７） 使用 ＥＳＧＯ⁃ＨＳＲ 方法利用获得的数据集

［Ｘ ｜ Ｙ］，补充新的样本点，更新样本数据 Ｘ。
８） 重复步骤 ５） ～ ７）直到满足终止准则，终止

准则表达式如下。

｜ Ｆ ｉ ＋１ － Ｆ ｉ ｜ ≤ ε， Ｆ ｉ ＝
∑

５

ｊ ＝ １
ｆ ｊ

５
ｏｒ Ｎｆｅ ＞ ｍａｘｍ

（３）
式中： ｆ ｊ 是第 ｊ个最小的函数值；Ｆ ｉ 是第 ｉ次迭代得到

的 ５ 个最小值的平均值；ε 用于判断是否满足收敛

准则，由研究人员自行设定。 Ｎｆｅ 表示复杂仿真分析

模型 调 用 次 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Ｎｆｅ）。 当Ｎｆｅ 大于阈值ｍａｘｍ时，终止运算，当前最优

结果将作为获得的最优解。
９） 利用获得的优化翼型参数 Ｘｏｐｔ，构建获得第 ｉ

个优化翼型。
１０） 判断参数 ｉ 是否满足公式 ｉ ＜ ７？ 如果满

足，则令 ｉ ＝ ｉ ＋ １，并将翼型优化过程中涉及参数 Ｘ，
Ｙ，Ｘｏｐｔ 清空，跳至步骤 ２）。

１１） 使用 ＵＧ 软件通过获得的 ７ 个优化翼型重

新生成 ＢＷＢＵＧ 优化外形。
本文提出的 ＳＢＵＧＳＯ 能够在 ＢＷＢＵＧ 外形优化

迭代过程中，逐步获取有效信息，适合处理 ＢＷＢＵＧ
外形优化问题求解过程中面临的实际最优解未知的

情况。

４　 优化结果与分析

４．１　 ＸＦＯＩＬ 求解器精度验证

使用试验值校验翼型流场仿真求解器 ＸＦＯＩＬ
计算精度，雷诺数 ２００ ０００、攻角 ５． ６００ ５°工况下

Ｅ１８６ 翼型的升力系数、阻力系数和升阻比如表 ３ 所

示，比较结果验证了求解器 ＸＦＯＩＬ 具有足够精度。

表 ３　 Ｅ１８６ 翼型仿真结果对比

结果 升力系数 阻力系数 升阻比

ＸＦＯＩＬ 计算值 ０．６８１ ４ ０．０１２ ４ ５４．９５
试验值 ０．６５０ ０ ０．０１２ ２ ５３．２８

相对误差 ／ ％ ４．８３ １．６４ ３．１３

４．２　 标准优化函数

选用 ６ 个经典标准优化函数 ＳＣ、ＧＰ、ＲＢ、ＨＭ、
ＨＮ６ 和 Ｆ１６ 来测试 ＳＢＵＧＳＯ 的性能，同时选取空间

探索单峰区域消除法（ｓｐａ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ｍｏｄ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ＵＭＲＥ［１２］ ）和混合元模型自适

应建模优化方法（ｈｙｂｒｉｄ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ＨＡＭ［１３］）进行比较分析。 ６ 个标准优化函数表达式

可参看文献［８］，本文不再赘述。 为了减小随机误

差影响，每个测试函数分别用 ３ 种优化方法连续测

试 １０ 次。 ＳＥＵＭＲＥ、ＨＡＭ 和 ＳＢＵＧＳＯ 的收敛参数 ε
分别设为 ０．０１，０．０１ 和 ０．００１。 本文采用收敛全局最

优解 ｆｏｐｔ和 Ｎｆｅ表征优化效率和精度，测试结果对比

如表 ４ 所示，其中 ｆｏｐｔ和 Ｎｆｅ最小平均值采用加粗表

示。 表中括号内数字表示所需 Ｎｆｅ超过阈值 ｍａｘｍ
时仍无法满足收敛准则的次数。

分析表中优化精度测试结果可知，在实际最优

解未知的情况下，ＳＢＵＧＳＯ 能够成功捕捉到所有测

试函数的理想优化解（与真实最优解相差在 １％以

内），除 ＧＰ 函数外优化精度均好于比较方法 ＨＡＭ
和 ＳＥＵＭＲＥ。 而对于 ＧＰ 函数，ＳＢＵＧＳＯ 获得的优化

结果与实际全局最优解也非常接近，相差在 １％以

内。 ＨＡＭ 方法在 ＧＰ 函数中获得的 ｆｏｐｔ平均值最接

近实际全局最优解，但在高维函数 Ｆ１６ 中，均无法获

得收敛优化解。 同样的，ＳＥＵＭＲＥ 方法在函数 ＨＭ
和 Ｆ１６ 中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优化解。 测试结果表

明 ＳＢＵＧＳＯ 具有较高优化精度，具备处理不同特性

黑箱优化问题能力，而 ＨＡＭ 和 ＳＥＵＭＲＥ 无法快速

高效获得令人满意的全局优化解。
分析表中优化效率测试结果可知，ＳＢＵＧＳＯ 在

所有测试函数中均能以最小计算资源获得理想优化

解。 以 ＨＮ６ 函数为例，ＳＢＵＧＳＯ 平均只需要调用真

实分析模型 ７７．３ 次，比 ＨＡＭ 平均少 ７８．４ 次，比 ＳＥ⁃
ＵＭＲＥ 少 ３８ 次。 另外，ＳＥＵＭＲＥ 在 ２ 个函数 ＨＭ 和

Ｆ１６ 中分别有 ３ 次、８ 次无法得到收敛优化解，而
ＨＡＭ 在函数 Ｆ１６ 中 １０ 次测试均无法获得收敛优化

解。 优化结果表明 ＳＢＵＧＳＯ 能够有效减少真实分析

模型调用次数，减轻计算压力，优化效率明显高于比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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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方法 ＨＡＭ 和 ＳＥＵＭＲＥ。
表 ４　 标准优化函数测试结果对比

函数
ＳＥＵＭＲＥ

ｆｏｐｔ Ｎｆｅ

ＨＡＭ
ｆｏｐｔ Ｎｆｅ

ＳＢＵＧＳＯ
ｆｏｐｔ Ｎｆｅ

ＳＣ －１．０３１ ０ ５５．３ －１．０３０ ９ ５５．７ －１．０３１ ３ ４７．３
ＧＰ ３．００１ ２ １１３．３ ３．０００ ３ １７９．８ ３．００３ ９ １１１．２
ＲＢ ０．００５ ９ ７３．８ ０．０００ ３ ８０．５ ０．０００ ２ ５６．８
ＨＭ ０．００５ ４ ＞２２６．３（３） ０．００１ １ １１２ ０．０００ ５ ５７．８
ＨＮ６ －３．１５４ ９ １１５．３ －３．２４９ ５ １５５．７ －３．３２１ ５ ７７．３
Ｆ１６ ３０．４７２ ５ ＞２９５．８（８） ２６．１４１ ５ ＞３００（１０） ２５．９０７ ３ ９６．２

４．３　 ＢＷＢＵＧ 优化结果

使用 ＳＢＵＧＳＯ 对翼身融合水下滑翔机外形进行

优化设计，同时选取模拟退火方法（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
ｌｉｎｇ，ＳＡ）和 ＨＡＭ 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为了避免获

得不具代表性结果，分别使用 ＳＡ、ＨＡＭ 和 ＳＢＵＧＳＯ
重复完成 １１ 次 ＢＷＢＵＧ 外形优化设计，并对优化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 为了避免陷入死循环，ＳＡ、ＨＡＭ
和 ＳＢＵＧＳＯ 允许的最大 Ｎｆｅ 分别设为 １ ０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 另外，对于翼型 ＸＦ１ ～ ＸＦ２，收敛判定参数 ε 设

为 ０．５，而对于其他翼型 ＸＦ３ ～ＸＦ７，则都设为 ０．０１。
表 ５ 和表 ６ 分别给出了 ＳＡ、ＨＡＭ 和 ＳＢＵＧＳＯ 优

化翼型的升阻比和所需 Ｎｆｅ，包括最小值、最大值和

中间值，其中优化翼型最大升阻比（中间值）和最小

Ｎｆｅ（中间值）用加粗表示。 分析表 ５ 和表 ６ 结果可

知，ＳＢＵＧＳＯ 能够成功获得所有满足收敛要求的优

化翼型，并且所需 Ｎｆｅ最少（消耗最少计算资源）。 以

翼型 ＸＦ１ 为例， ＳＢＵＧＳＯ 需要调用 ＸＦＯＩＬ 求解器

１１６ 次，相比ＨＡＭ和ＳＡ，分别减少了 ４７ 次和 ２３４ 次。
另外，除 ＸＦ６ 外，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翼型的升阻比都大于

ＳＡ 和 ＨＡＭ，相比初始翼型，分别提高了 ２３． ５３％，
１８．４５％，３９．３４％，４６．７５％，４０．１０％，４０．７０％，２７．４６％。
对于大部分关键翼型，ＨＡＭ 同样可以捕捉到满足收

敛要求优化结果，仅在翼型 ＸＦ１、ＸＦ２、ＸＦ３ 分别有

３ 次、２ 次、１ 次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优化翼型。 ＳＡ
在翼型 ＸＦ３ ～ＸＦ５ 优化过程中表现糟糕，均有多次无

法获得收敛优化翼型。 另外，ＳＡ 优化翼型所需 Ｎｆｅ

远远大于 ＨＡＭ 和 ＳＢＵＧＳＯ，优化效率较低。

表 ５　 优化翼型 ＸＦ１ ～ ＸＦ７ 升阻比对比

翼型 初始翼型 ＳＡ 优化翼型 ＨＡＭ 优化翼型 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翼型
ＸＦ１ ４６．５８ ［５５．９４，５８．３１］ ５７．５２ ［５４．９６，５８．５９］ ５７．２１ ［６３．４４，６８．２５］ ５７．５４
ＸＦ２ ５６．０９ ［６２．８７，６６．８７］ ６５．０９ ［６２．６０，６７．８４］ ６６．２８ ［６３．４４，６８．２５］ ６６．４４
ＸＦ３ ２９．２６ ［３９．２１，４０．３２］ ４０．０６ ［３９．０１，４１．００］ ４０．５３ ［３９．８２，４１．５４］ ４０．７７
ＸＦ４ ２３．８１ ［３２．９０，３４．８４］ ３３．９７ ［３３．９８，３５．４６］ ３４．６６ ［３２．６４，３５．１７］ ３４．９４
ＸＦ５ ２２．０７ ［２９．９９，３０．８５］ ３０．５７ ［３０．１６，３１．０６］ ３０．８９ ［３０．６０，３１．０８］ ３０．９２
ＸＦ６ １８．１８ ［２４．８４，２５．７０］ ２５．３０ ［２５．７０，２６．０４］ ２５．８９ ［２５．３７，２５．８４］ ２５．５８
ＸＦ７ １１．１８ ［１３．４０，１４．２１］ １３．７５ ［１３．８５，１４．５２］ １４．２１ ［１３．６５，１４．４３］ １４．２５

表 ６　 优化翼型 ＸＦ１ ～ ＸＦ７ 所需 Ｎｆｅ对比

翼型 ＳＡ 优化翼型 ＨＡＭ 优化翼型 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翼型
ＸＦ１ ［３００，５５０］ ３５０ ［７３，＞３００］ ＞１６３（３） ［３１，２２６］ １１６
ＸＦ２ ［３００，５５０］ ３５０ ［５５，＞３００］ ＞１６２（２） ［３２，１３０］ ６２
ＸＦ３ ［２３０，＞１ ０００］ ＞９７０（５） ［５４，＞３００］ ＞１０７（１） ［５４，１５６］ ６３
ＸＦ４ ［２９５，＞１ ０００］ ＞７５０（５） ［５３，２４８］ １１３ ［３８，２０３］ １０７
ＸＦ５ ［１８５，＞１ ０００］ ＞５８０（３） ［５２，２３３］ １０６ ［３４，９３］ ５０
ＸＦ６ ［２５５，＞１ ０００］ ＞６６５（４） ［６０，１５９］ ８３ ［３６，８６］ ６４
ＸＦ７ ［１４５，＞１ ０００］ ＞７５０（４） ［５２，２３３］ ９０ ［５２，１９８］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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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６ 描述了翼型 ＸＦ１ 优化外形和初始外形，对
比分析翼型优化前后外形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变化：
①优化翼型前缘变薄；②优化翼型最大相对厚度增

加；③优化翼型尾部线型收缩加快；④优化翼型面积

增加。 优化翼型升阻比的提高得益于外形轮廓的改

变，其他关键翼型外形变化均与翼型 ＸＦ１ 相似，受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图 ６　 ＸＦ１ 翼型优化外形和初始外形对比

分别将 ＳＡ、ＨＡＭ 和 ＳＢＵＧＳＯ 获得的优化翼型

代替初始翼型，重新生成 ＢＷＢＵＧ 优化外形。 分别

计算 ３ 种 ＢＷＢＵＧ 优化外形的升阻比和排水体积，
优化结果如表 ７ 所示。 分析表中结果可知， ＳＡ、
ＨＡＭ 和 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外形的升阻比均大于 ＢＷＢＵＧ
初始外形，分别提高了 １７． ４４％，２３． １９％，２４． ３２％。
其中，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外形的升阻比为 １４．２６，大于比

较方法 ＳＡ 和 ＨＡＭ。 同时，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外形所需

Ｎｆｅ为 ４２６ 次，相比 ＳＡ 和 ＨＡＭ，分别减少了 ３ ６３９ 次

和 ２３５ 次，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所需的计算资源最少。 另

外，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外形的排水体积相比初始外形提

高了 ２．６５％（外形对比如图 ７ 所示），而 ＳＡ、ＨＡＭ 分

图 ７　 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外形和初始外形对比

别提高了 １．１４％，３．０３％，均满足约束要求。 排水体

积的增大能够进一步提高 ＢＷＢＵＧ 装载性能，使其

能够携带更多的仪器设备，满足更多的任务要求。
图 ８ 对比了 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设计和初始设计压力分

布。 分析图中结果可知：优化设计与初始设计具有

相似的压力分布，低压集中区出现在上表面机翼前

缘的翼身融合处，高压集中区出现在滑翔机头部位

置。 优化设计下表面的前缘低压区较初始设计后

移，层流段变长，湍流段变短，表明优化设计的阻力

特性更好。 另外，图 ９ 对比分析了中心截面翼型优

化设计和初始设计速度分布。 分析图中结果可以发

现，中心截面翼型优化设计和初始设计同样具有相

似的速度分布，即高速集中区出现在翼型上表面头

部位置。 相比于初始设计，中心截面翼型优化设计

下表面的高速集中区后移，有助于提高 ＢＷＢＵＧ 水

动力性能。
表 ７　 ＢＷＢＵＧ 优化结果对比

外形 升阻比 排水体积 ／ ｍ３ Ｎｆｅ

初始 １１．４７ ０．００２ ６４ Ｎ ／ Ａ
ＳＡ 优化 １３．４７ ０．００２ ６７ ４ ０６５

ＨＡＭ 优化 １４．１３ ０．００２ ７２ ６６１
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 １４．２６ ０．００２ ７１ ４２６

图 ８　 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设计和初始设计压力 ／ Ｐａ 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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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中心截面翼型优化设计和初始设计速度 ／ （ｍ·ｓ－１）分布对比

　 　 优化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 ＳＢＵＧＳＯ 框架能够有

效提高 ＢＷＢＵＧ 优化外形升阻比和装载性能，具有

较强的工程实用性和有效性。 相比 ＳＡ 和 ＨＡＭ，
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效率更高，使用计算资源更少。

５　 结　 论

本文将航空领域先进的翼身融合布局引入水下

滑翔机外形优化设计，以最大升阻比为优化目标，排
水体积为约束，建立了翼身融合水下滑翔机外形优

化模型。 为了减轻计算压力，提高优化设计效率，提
出一种基于代理模型的翼身融合水下滑翔机外形优

化框架。 最终优化结果既提高了滑翔机的升阻比，
又增大了滑翔机的排水体积，有效地平衡了滑翔机

水动力性能和装载性能两方面的需求。 通过与其它

优化方法比较，证明提出的 ＳＢＵＧＳＯ 优化框架是切

实可行的，能够应用于工程实际。 本文研究工作为

缩短翼身融合水下滑翔机外形优化设计周期、降低

设计成本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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