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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翼流场结构与低频窄带噪声形成特性研究

王红建， 张巧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低频窄带噪声是缝翼噪声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产生机制是缝翼噪声抑制的重要途径。 基

于 ３０Ｐ⁃３０Ｎ 多段翼的瞬态流场分析，采用本征正交分解（ＰＯＤ）和动态模态分解（ＤＭＤ）方法研究缝翼

瞬态压力脉动的模态结构特征，获得缝翼瞬态流场主要特征模态以及窄带频率分布；利用经验模态分

解（ＥＭＤ）和互相关分析，保留原始瞬态压力信号的低频特性进行重构，并根据特征点的延迟时间及几

何关系确定低频窄带噪声源位置。 研究结果表明，低频窄带声源主要集中在特征模态压力脉动较大

区域，如缝翼尾缘、剪切层下游及回流区；同时，在非特征模态的缝道及主翼前部区域也存在低频窄带

声源，这些区域主要特征为由剪切层撞击壁面引起的缝翼尾缘与主翼前缘之间流场结构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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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起降过程中，前缘缝翼是机体噪声的重要

噪声源之一［１］。 缝翼噪声频谱主要分为：宽带、低
频窄带和高频窄带等。 普遍认为，高频窄带噪声是

缝翼尾缘涡脱落引起的；宽带噪声则与剪切层周期

性撞击壁面有关；Ｋｈｏｒｒａｍｉ 等［２］ 认为加速通过缝道

区域的对流涡是产生低频窄带噪声的主要原因；
Ｈｅｉｎ 等［３］ 认为低频窄带噪声与声共振有关；而

Ｉｍａｍｕｒａ 等［４］将低频窄带噪声与剪切层的非定常振

荡和缝道区域的不稳定性联系起来；由此可知，各学

者对低频窄带噪声的产生机理仍有争议。
为明确缝翼低频窄带噪声的产生机理，国内外

学者已进行过相关研究。 Ｋöｎｉｇ 等［５］ 结合大涡模拟

（ＬＥＳ）和声扰动方程（ＡＰＥ）求解远场气动噪声，发
现低频窄带噪声（１ ～ ３ ｋＨｚ 频率范围内）集中在缝

道区域；且其噪声由缝翼尾缘与主翼之间的压力脉

动产生；Ｔｅｒｒａｃｏｌ 等［６］ 采用 ＲＡＮＳ 和 ＬＥＳ 方法模拟

两段翼中缝翼凹腔区域的非定常流动和噪声辐射，
发现凹腔中的反馈回路是产生离散低频噪声的原

因；并在 Ｒｏｓｓｉｔｅｒ 等［７］ 研究基础上完善了低频窄带

噪声的预测模型，但其涡结构在剪切层上匀速运动

的假设较为理想化。
ＰＯＤ 和 ＤＭＤ 方法的提出对缝翼低频噪声产生

机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Ｓｏｕｚａ 等［８⁃９］ 使用 ＰＯＤ
方法分析低频窄带噪声对应频率的主要流动特征，
发现窄带噪声的幅值由剪切层再附着区及缝道加速

流控制；而缝翼凹腔区域的流动主要与剪切层非定

常脉动有关。 进一步采用湍动能和压力脉动范数进

行 ＰＯＤ 分析，发现大尺度涡结构与噪声频谱主要峰

值频率相联系。 涡结构通常与剪切层非定常振荡有

关，其压力脉动与远场噪声的相关性很高。 而湍动

能与远场噪声的相关性不大，但在使用压力内积求

解 ＰＯＤ 模态时，无法消除模拟产生的背景压力脉

动，这会显著影响 ＰＯＤ 模态，使其对应的流场特性

存在一定差异。 随后，陈鹏等［１０］ 采用 ＤＤＥＳ 方法获

得两段翼流场特性，利用 ＰＯＤ 方法研究缝翼周围的

压力脉动与噪声辐射的关系，发现再附着区与主翼

前缘是远场噪声辐射的关键区域，且主模态由加速

流穿过缝道区域的对流涡引起，表明主要噪声源位

于缝道区域；此外，魏佳云等［１１］ 采用 ＬＥＳ 方法研究

了两段翼中的缝翼噪声，并通过 ＤＭＤ 发现低频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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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源于剪切层中大尺度涡结构与缝翼尾缘下壁面的

周期性撞击效应。 至今，各学者对低频窄带噪声机

理的研究仍未达成一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缝

翼低频噪声的产生与传播机理。
本文基于 ３０Ｐ⁃３０Ｎ 翼型，采用 ＤＤＥＳ 方法（瞬态

延时脱体涡模拟）和 ＦＷ⁃Ｈ 声类比方程分析获得缝

翼周围流场和噪声的基本分布特性；然后利用 ＰＯＤ
和 ＤＭＤ 方法，抽取瞬态流场结构特征，并结合傅里

叶变换（ＦＦＴ），研究流场结构的频谱特性；最后利用

ＥＭＤ 和互相关分析技术，建立低频窄带噪声与流场

模态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揭示其产生机理。

１　 仿真模型与结果分析

１．１　 网格划分

本文采用 ３０Ｐ⁃３０Ｎ 高升力几何构型进行研究。
缝翼结构参数见表 １，仿真模拟的自由来流条件与

试验条件一致，如表 ２ 所示。
表 １　 缝翼结构参数

翼型长 Ｃ ／ ｍ 缝翼 Ｃｓｌａｔ 襟翼 Ｃｆｌａｐ 尾缘 Ｃｔｒａ

０．４５７ １５％Ｃ ３０％Ｃ ４．５×１０－４Ｃ
缝翼重叠量 襟翼重叠量 缝翼缝道 襟翼缝道

－２．５％Ｃ ０．２５％Ｃ ２．９５％Ｃ １．２７％Ｃ

表 ２　 流场模拟工况

马赫数 攻角 ／ （°）
雷诺数

（Ｒｅ 基于翼型弦长）
０．１７ ５．５ １．７×１０６

１．２　 网格划分及计算方法

多段翼网格（图 １）节点总数约 １ ０００ 万，第一

层网格到壁面距离满足黏性无量纲尺度与 ＤＤＥＳ 方

法对边界层网格的要求［１２］。 远场边界位于翼型收

紧前缘点 ５０ 倍弦长处，其单位展向长度为 Δｚ ＝
１．９８ ×１０ －３Ｃ ，计算域展向尺度满足缝翼流场的非

定常模拟计算要求［１３］。

图 １　 模型 ＣＦＤ 计算网格

本文将 ＲＡＮＳ 求解的稳态流场结果作为 ＤＤＥＳ
瞬态模拟的初始条件，使用二阶时间、空间离散精

度；非定常计算总时长为 ０．１２ ｓ，在 ６．３２×１０－４单位流

动时间（时间无量纲化
Ｃ
Ｕ∞

）内每个时间步长有 ２０ 步

子迭代。 为确保数据呈现稳定的周期性振荡，先使

用二阶精度的时间推进迭代时长约 ０．０４ ｓ，随后开

始存储非定常计算数据。 每 １５ 步提取一次流动快

照，共采用 １ ０００ 个离散的流场快照。
１．３　 仿真模型验证与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模型仿真结果，对比 ＪＡＸＡ［１４］ 实验结

果（见图 ２），可知二者的翼型表面压力系数吻合较

好，初步验证本文流场仿真方法的准确性。

图 ２　 压力系数对比

瞬态展向涡量见图 ３。 对比文献［１５］可知，本
文仿真结果与粒子图像测速法（ＰＩＶ）实验结果［１５］

基本一致，较准确地捕捉到剪切层的发展过程，进一

步验证本文瞬态流场分析的正确性。

图 ３　 瞬态展向涡 ωｚｃ ／ Ｕ∞

相邻涡结构及其与壁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缝翼

噪声产生的主要原因。 本文采用 Ｑ 准则云图进行

涡结构的可视化分析。 图 ４ 显示了缝翼涡结构的整

体发展过程。 由图可知，随着自由剪切层的向后发

·９５５·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３９ 卷

展，涡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其发展规律与刘超群

等［１６］的关于分离气流中涡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规律

类似，即剪切层上涡结构从 Λ 涡演变为发卡涡，且
卡涡含有较大能量，这是缝翼剪切层发展的重要特

征，并会对噪声源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图 ４　 Ｑ 准则瞬态展向涡量图

回流区含有大量低能量的离散涡，这些涡与剪

切层相互耦合，一方面对再循环区域中涡结构产生

影响；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剪切层的不稳定性，使得剪

切层中下游区域中的涡呈现大量混乱的结构形式，
因此该区域是瞬态流场行为特征的主要集中区。 剪

切层与尾缘壁面撞击区的流场结构中，含有大量撞

击形成的离散涡，其中一些涡结构在缝道加速气流

的作用下，发生了强烈变形，这种涡结构短时内的形

状变化会导致局部流场结构能量的剧变，也是缝翼

低频窄带噪声形成的重要方式。

图 ５　 缝翼凹腔内部近场监测点压力脉动频谱

图 ５ 为缝翼典型位置监测点的压力脉动分布

图。 观察发现中低频范围内，缝翼尾缘处点（Ｐ４）和
主翼前缘点（Ｐ５）压力脉动水平远高于其他监测点，
这也反映出缝翼尾缘不稳定发卡涡的能量脉动及其

与主翼前缘的相互作用；图 ３ 显示 Ｐ４、Ｐ５ 展向涡量

较小，说明这两处的压力脉动并非来自展向涡，进一

步说明发卡涡的能量脉动相对较大，也是窄带噪声

辐射的重要原因之一；而 Ｐ２ 和 Ｐ３ 点主要在凹腔回

流区，其压力脉动则相对较低。
分析远场噪声时，选择以收紧翼型前缘点为圆

心，翼型 １０ 倍巡航弦长为半径，于 ２９０°方向设置观

测点。 采用 Ｗｅｌｃｈ 方法分析频谱，远场噪声频谱

（见图 ６）中出现 ３ 个主要的窄带峰值（１ ３４３，１ ９８４，
２ ６５３） Ｈｚ，这与 ＢＡＮＣ Ⅲ［１７］ 中所预测的结果基本

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噪声预测方法的准确性。

图 ６　 远场噪声频谱

２　 低频窄带噪声机理研究

ＰＯＤ 和 ＤＭＤ［１８］方法可抽取瞬态流场的主要特

征，对探究大尺度涡与低频窄带噪声辐射的内在机

理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１０］，前缘缝翼周围的压

力脉动水平与其远场噪声辐射密切相关。 ＰＯＤ 和

ＤＭＤ 方法可将瞬态流场的压力脉动序列分解为流

场特征模态。 选取主要流动模态进行分析，研究其

特征模态的能量构成及其频谱特性。
２．１　 基于 ＰＯＤ 方法分析窄带噪声产生机理

２．１．１　 ＰＯＤ 方法

ＰＯＤ 方法可识别流场中含能最大的模态，对高

阶动力学系统进行降维处理。 具体操作方法为：提
取各时刻流场的压力值，整个压力场 ｐ（ｘ，ｔ） 分解为

基本流动和压力脉动量 ｐ′（ｘ，ｔ） 叠加。 将离散时刻

流场提取的 Ｎ 个快照，排列成快照矩阵 Ａ
Ａ ＝ ［ｐ′（ｘ，ｔ１），…，ｐ′（ｘ，ｔＮ）］ （１）

　 　 由于该模型中，切片上的网格节点总数（ｍ ＝
３０４ ９８９）远大于快照个数（ｎ ＝ １ ０００），因此本文采

用 ＳＰＯＤ［１９］方法进行后续求解。 首先求解中间矩阵

Ｃ ＝ ＡＴＡ；可根据中间矩阵的特征值（λ） 和特征向量

（Ｖ），得 ＰＯＤ 的模态（Φ） 和模态系数（ａ） 为

·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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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 ＡＶ （２）
ａ ＝ ＡＴΦ （３）

　 　 根据公式（４）可得各阶模态占总模态能量的累

计百分比。

ＥＭ ＝ ∑
Ｍ

ｍ ＝ １
ｅｍ ＝

∑
Ｍ

ｎ ＝ １
λｎ

∑
Ｎ

ｎ ＝ １
λｎ

（４）

式中： ｎ 代表特征值数，ＥＭ 表示前 Ｍ 阶模态的能量

占比之和。
２．１．２　 ＰＯＤ 分解结果分析

图 ７ 为 ＰＯＤ 前 ５０ 阶模态特征值，其中第一阶

模态约占总模态能量的 ９８％，第二阶模态约 ２％，而
第四阶之后其模态能量低于 ０．１％。 选取总模态能

量占比 ９９．９％的前四阶模态进行分析。

图 ７　 ＰＯＤ 特征值

图 ８ 为具有代表性第一、三阶模态的压力云图。
图中看到，第一阶模态捕捉到压力动态主要在剪切

层下游及碰撞区。 显示出这些区域是该模态能量的

集中区，也是主要噪声源。 相比于第一阶模态，随后

各阶模态的正负压力脉动区域明显增大，而其脉动

间隔尺度有较大程度地减小；模态压力分布的主要

区域在靠近尾缘的剪切层沿线上。

图 ８　 一、三阶 ＰＯＤ 模态

与此同时，第三阶模态云图中缝翼凹腔和剪切

层路径上也存在不同强度的压力脉动区，但其模态

能量较弱，所对应的噪声源强度也较弱。 因 ＰＯＤ 模

态（具有宽频特性）不能反映窄带频率特征，故下面

利用 ＤＭＤ 方法对流场特性进一步分析。
２．２　 基于 ＤＭＤ 方法分析低频窄带噪声机理

２．２．１　 ＤＭＤ 方法

ＤＭＤ 方法可求解特定频率下，模态对应的流场

结构特征。 具体方法为：将上述流动快照分为两组

Ｘ 和 Ｙ：
Ｘ ＝ ［ｐ′（ｘ，ｔ１），…，ｐ′（ｘ，ｔＮ－１）］ （５）
Ｙ ＝ ［ｐ′（ｘ，ｔ２），…，ｐ′（ｘ，ｔＮ）］ （６）

则满足 Ｙ ≈ Ａ∗Ｘ，其中 Ｘ 可分解为

Ｘ ≈ ＵΣＶ∗ （７）
式中， Ｕ，Ｖ 均为酉矩阵，即 Ｕ∗Ｕ ＝ Ｉ，Ｖ∗Ｖ ＝ Ｉ。

Ａ ＝ ＹＶΣ －１Ｕ∗ （８）
Ａ ＝ Ｕ∗ＡＵ ＝ Ｕ∗ＹＶ∑ －１

（９）

　 　 Ａ 的特征值 Ｗ 与特征向量 ϕ。 ＤＭＤ 模态有 ２
种表示方式

Ψ ＝ ＹＶΣ －１Ｗ ＝ ＵＷ （１０）
　 　 本文采用 Ψ ＝ ＵＷ 表示 ＤＭＤ 的模态。 在确定

特征值后，可根据 ＤＭＤ 模态求解特征频率和模态

增长率

μｉ ＝ ｌｇ（Ｗｉ） ／ Δｔ （１１）
　 　 μ ｉ 实部表示 ＤＭＤ 模态增长率，虚部表示特征

频率。
２．２．２　 ＤＭＤ 分解结果分析

ＤＭＤ 模态特征值分布见图 ９。 可知图中特征

值绝大部分在单位圆上，部分在单位圆内，该分布对

应于系统临界稳定状态。

图 ９　 ＤＭＤ 模态特征值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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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模态振幅 α ｉ ＝Ｗ －１ＵＨｐ′（ｘ，ｔ１） 对不同频率

模态排序。 第一阶模态为静态模态，之后模态成对

出现（共轭模态）。 选取 ＤＭＤ 前九阶模态进行分

析，并对 ２～３、６ ～ ７ 阶模态云图展开介绍，见图 １０，
其中低模态对应于低频。 ＤＭＤ 第二 ～三阶模态的

压力脉动主要集中在尾缘涡碰撞区；而第六 ～七阶

模态压力脉动区域沿剪切层扩散。 从而证明低频窄

带噪声源主要在缝翼尾缘附近，而较高频率声源则

更多地与缝翼凹腔和剪切层涡结构相联系。
图 ８ａ）ＰＯＤ 第一阶模态（具有宽频特性）也表

现出尾缘区域压力脉动的分布特征，而该模态的宽

频特性似乎说明尾缘涡碰撞区并非只包含低频噪

声，该区域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高频噪声分量，但其

强度相对较弱。

图 １０　 ＤＭＤ 模态（２ 对共轭模态）

ＰＯＤ 与 ＤＭＤ 压力模态云图是流场压力瞬态变

化特征的解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缝翼声源的分

布。 然而，必须注意到，流场压力脉动与声压传播是

有一定差别的；其原因就是有相当大的压力脉动能

量并没有辐射到远场。 为了进一步探索缝翼低频窄

带噪声源的分布特征，本文对原始瞬态压力脉动数

据进行处理，滤除高频和对低频窄带贡献较小的成

分，并利用相关性分析，探讨缝翼窄带噪声源的分布

特征。
２．３　 低频窄带噪声源分布

本文在剪切层与缝道区域分别设置 １７ 和 ５ 个

监测点（见图 １１），首先从流场分析中获得这些点的

瞬态压力幅值；然后利用相关性与傅里叶变换分析，
建立剪切层与缝道区域声源分布规律。 剪切层总长

Ｓ ＝ ２．２０Ｃ，缝道总长为 Ｔ ＝ ０．０３５Ｃ。
图 １２ 为剪切层（奇数监测点）和缝道监测点的

压力脉动频谱，其中 １ ３４３，１ ９８４ 与 ２ ６５３ Ｈｚ 峰值频

率对应远场的前 ３ 个峰值。 Ｓ１７ 在整个频率范围内

均具有最大的频谱幅值，而与其相近的 Ｓ１５、Ｓ１３ 和

Ｓ１１ 等点的频谱幅值逐渐降低。 Ｓ１３ 频谱具有特殊

图 １１　 各监测点位置及排列顺序

性，其前 ２ 个峰值与相邻点的频谱幅值变换规律呈

现明显差异，而 Ｓ１３ 正是处于剪切层涡结构的骤变

区域；同时，缝道区域中的 Ｔ１⁃Ｔ５ 与 Ｓ１５、Ｓ１７ 点则具

有类似的窄带频谱特性。

图 １２　 监测点压力脉动频谱

图 １３ 为各监测点对应缝翼远场前 ２ 个窄带峰

值的频谱值。 该图横坐标为缝翼凹腔与缝道典型位

置。 从左向右为：Ｐ２，Ｐ１，Ｓ１ ～ Ｓ１７，Ｐ３，Ｐ４，Ｔ１ ～ Ｔ５，
Ｐ５ 等。 可以看出，在缝翼尾源的 Ｐ４ 点，剪切层后段

Ｓ１６，Ｓ１７ 点，以及主翼前缘 Ｐ５ 点，其 ２ 个峰值谱值

均较大，说明窄带噪声源与这些位置密切相关；据此

可推断出噪声源主要集中在缝道区域。

图 １３　 前 ２ 个峰值各监测点的压力频谱幅值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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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窄带噪声源特性进一步分析，利用 ＥＭＤ
方法，对监测点（Ｐ４， Ｐ５，Ｓ１６，Ｓ１７，Ｔ３⁃Ｔ５）的源噪声

信号进行分解，获得其本征模态函数（ＩＭＦ）分量；然
后采用低通重构方法去除对窄带噪声影响较小的高

频 ＩＭＦ 分量，并将 ＩＭＦ 分量幅值较低的滤除掉。 相

关步骤如下：
１） 对各监测点噪声进行 ＥＭＤ 分解，获得各点

ＩＭＦ 分量；
２） 计算各监测点中每个 ＩＭＦ 分量与其原始信

号的相关系数 ρ ｉｍｆｉ（ ｔ）（ ｉ 表示第 ｉ 个 ＩＭＦ 分量）；

３） 基于公式 ρ ｉｍｆｉ（ ｔ） ＜ δ ＝
ｍａｘ（ρ ｉｍｆｉ（ ｔ））

η
（η 取

为 １０），以去除频率较高的 ＩＭＦ，保留较低频率的

ＩＭＦ 分量；
４） 基于步骤 ３） 中保留的 ＩＭＦ 分量，进一步选

取那些幅值较大的分量（选择 Ａｉ ＞ ２，Ａｉ 表示第 ｉ 各
ＩＭＦ 分量的振幅）；

５） 将最终保留的 ＩＭＦ进行信号重构，即将选择

的 ＩＭＦ 分量和残差（ ｒｎ） 累加获得新信号 ｘ′（ ｔ）

ｘ′（ ｔ） ＝ ∑
ρｉ≥δ ＆＆ Ａｉ ＞ ５

ｉｍｆｉ（ ｔ） ＋ ｒｎ （１２）

　 　 新生成的信号 ｘ′（ ｔ），主要含有与低频窄带噪声

相关的信息。 下面对各个监测点的 ｘ′（ ｔ） 进行相关

性分析，以此揭示窄带噪声的分布特性。
为了确定低频噪声源的分布形式，将上述各点

重构信号分别与特征点 Ｐ４（频谱幅值较大点）进行

互相关分析，以获得各点的互相关函数与特征延迟

时间。 结合图 １７ 和压力脉动频谱（图 ５ 和图 １２），
可发现：

１） Ｐ３ 与 Ｐ４ 相关函数值较大，但其曲线较平

直，这是 Ｐ３ 频谱幅值较小所致。 Ｐ４ 较 Ｐ３ 有延迟，
显示 Ｐ３ 处于剪切层涡流与缝翼尾缘碰撞形成的湍

流微团核心区域中，其脉动较小，非声源点。 而 Ｐ４
为大尺度涡碰撞后的压力脉冲及离散涡结构，其中

涡结构的骤变存在能量转换及释放，对流场影响较

大，并会导致噪声辐射；
２） Ｔ４ 与 Ｐ４ 呈弱相关，显示出该点与尾缘区域

具有不同的流动结构。 Ｔ５ 与 Ｐ４ 相关性较强，但流

场结构却存在差异，Ｐ４ 主要为大涡结构，而 Ｔ５ 则为

小涡或层流混合结构，同时 Ｔ５ 还受到与 Ｐ４ 之间狭

缝共振的影响；
３） Ｐ５ 虽与 Ｐ４ 相关性较低，而其相关函数规律

则与之相似，同时具有正延迟，反映出主翼前缘点的

流动结构虽与缝翼尾缘不同，但却受到尾缘脉动的

直接影响；
４） Ｓ１６，Ｓ１７ 与 Ｐ４ 均表现出强相关性。 Ｓ１６ 对

Ｐ４ 延迟为负，而 Ｓ１７ 对 Ｐ４ 延迟为正，同时 Ｓ１６ 与

Ｐ３ 延迟相近，因而在模态密集区各点脉动规律呈现

较为复杂的特性。 但由频谱及相关性分析可知，
Ｓ１６，Ｓ１７ 及 Ｐ４ 的流场结构特性是低频窄带噪声产

生的主要原因。 同时 Ｓ１６ 区域部分涡卷入低速回流

区，也将 Ｐ３ 区域的离散涡脉动能量带入回流区。
上述特征点是根据缝翼流场典型位置确定的，

未必能完全表示低频噪声源区域。 下面将探索性地

利用特征点延迟时间进一步分析声源位置的分布

特征。
假设 Ｓ（ｘ，ｙ，ｚ） 为声源点，Ｒ ｉ 为监测点，τ ｉｊ 为 Ｒ ｉ

和 Ｒ ｊ 的延迟时间（τ ｉｊ ＝ τ ｉ － τ ｊ），τ ｉ 代表 Ｓ 到 Ｒ ｉ 的声

传播时间。 因此有关系式： （ｃτ ｉ） ２ ＝ （ｘｉ － ｘ） ２ ＋
（ｙｉ － ｙ） ２ ＋ （ ｚｉ － ｚ） ２，其中，ｃ 表示声速。 建立方程

组，求解可得噪声源位置（见图 １４）。

图 １４　 主要噪声源位置示意图

由图 １４ 可知，噪声源主要分布在碰撞区、剪切

层下游、缝道以及部分回流区。 其中，碰撞点附近的

剪切层区域声源较密集。 对比 ＤＭＤ 模态云图，发
现计算所得声源点主要集中在模态云图中压力脉动

较大的区域；同时，在缝道以及主翼前缘均有声源分

布，而该结果与 ＫＯＮＩＧ 等［５］ 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这也反映出低频窄带噪声与剪切层上涡结构周期性

撞击壁面引起缝翼尾缘与主翼边界层之间的压力脉

冲有密切关系。
根据相关性分析及声源位置分布规律可知，剪

切层下游与压力脉动频谱峰值点呈现强相关，对低

频窄带噪声辐射水平影响较大；因此可基于剪切层

·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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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的思想提出缝翼尖端变形等技术进行缝翼降噪

方法的研究。 课题组后续将展开缝翼前缘结构调整

进行缝翼降噪的研究。

３　 结　 论

本文利用 ＰＯＤ 和 ＤＭＤ 方法分析缝翼瞬态流场

结构特征，并基于 ＥＭＤ 法和相关性分析研究了低频

窄带噪声的分布规律。 主要结论有：
１） ＰＯＤ 第一阶模态区域显示，约 ９８％的模态

能量主要集中在缝翼尾缘碰撞区附近，该区域是噪

声产生的重要区域，其频率组成具有宽频特性；
２） ＤＭＤ 各阶模态特征表明，低频窄带声源不

仅集中在缝翼尾缘附近区域，在剪切层下游，以及回

流区也存在分布较广的低频窄带声源；
３） 结合 ＥＭＤ 分解与互相关分析，低频窄带噪

声源不仅存在于特征模态脉动较大区域，缝道及主

翼前部区域也存在噪声源分布。 该结论表明，剪切

层撞击缝翼尾缘壁面所形成的离散涡与主翼前缘边

界层相互耦合是低频窄带声源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

此基础上，可基于剪切层干扰的思想提出新的缝翼

降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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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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