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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飞机在大迎角飞行时，其表面气流发生严重分离，气动力的线性变化遭到破坏，操纵性和稳定

性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导致飞机失速或进入尾旋，失速特性与尾旋特性直接影响飞机的安全性。 为了

分析失速 ／ 尾旋特性，以某型大展弦比双座电动飞机为例，在风洞试验数据基础上建立了全量六自由

度非线性大迎角动力学模型，经过数值仿真计算和分析，获取了某型电动飞机在大迎角下的失速 ／ 尾
旋特性，根据仿真计算的失速 ／ 尾旋特性现象，进行飞行试验，验证了数值仿真的可靠性，为以后分析

大展弦比系列电动飞机非线性大迎角下的失速 ／ 尾旋特性及试验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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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失速对飞机性能和使用安全的影响，自第

一架飞机问世以来失速速度和失速 ／尾旋特性就是

研究的重点。 对于通用飞机，失速速度与失速 ／尾旋

是飞机设计完成后最先进行的试验项目。 在适航取

证过程中，失速速度的大小影响着飞行的各个阶

段［１］。 同时，失速 ／尾旋试验相对于常规飞行试验

项目更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安全性较低，是飞行试验

Ｉ 类危险试飞科目［２⁃３］。 因此研究失速 ／尾旋特性是

十分有意义的，研究飞机尾旋的原理既可以降低意

外事故发生的概率还可以使飞机在可控的范围内改

出失速 ／尾旋［４］。
目前，研究飞机失速 ／尾旋特性的方法主要包

括：数值仿真法、模型自由飞行试验法、尾旋风洞试

验法以及外场飞行试验法。 在适航取证前，飞机设

计研究院所一般不会进行飞机失速特性及尾旋试

验，因为尾旋试验危险性太大，且需要经验丰富的试

飞员把控飞行。 因此在取证试飞前应该在计算机上

进行飞机失速 ／尾旋特性的仿真研究，为下一步正式

飞行做好铺垫。 尾旋风洞试验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尾

旋特性，再根据试验结果确定合理的改出方案，但该

试验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难以测得整个尾旋过程

的动态特性。 模型自由飞试验虽然可以获取失速 ／

尾旋全过程的数据，但自由飞试验昂贵且耗时，而且

难度也很大，尤其是惯性矩方面很难达到与原型机

相似［５］。 数值仿真法可模拟整个失速 ／尾旋过程，
并且成本较低。 但是因为失速 ／尾旋运动十分复杂

难以预测，需要在仿真中采用先进的预测技术才能

得到飞机的失速尾旋特性［６］。 根据仿真计算的结

果分析，如果完全满足失速 ／尾旋的飞行条件，下一

步就是进行飞行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我国在大迎角

领域的试验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由于对失速 ／尾
旋重视不够，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 最近几

年，国内通用飞机仅有运 １２、小鹰 ５００ 以及锐翔电

动飞机进行过失速 ／尾旋试飞研究。 失速 ／尾旋特性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通用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安全，
由于其搭载乘客，需要的安全系数更高，通常应有十

分满意的失速 ／尾旋特性。 因此按照适航条例及取

证要求，通用类飞机进行失速 ／尾旋试飞是非常必

要的［７］。
本文以某型电动飞机为例， 依据适航条款

ＡＳＴＭ（美国试验和材料标准协会） ［８］ 的要求开展失

速特性 ／尾旋科目的仿真模拟，失速 ／尾旋仿真的结

果可以作为飞行试验的一种参考，同时失速 ／尾旋的

模拟仿真计算及飞行试验是适航符合性验证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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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对于获取型号证书有重大意义［９］。 本文研究

成果为新型号飞机研制积累经验的同时，也能缩短

研制周期。

１　 研究对象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通用类飞机开始从油动

向电动过渡，新能源电动飞机，噪音低，无直接的环

境污染，随着电池储能技术的发展从续航时间上将

具备代替油动飞机的潜力，因此许多国家投入大量

资源进行电动飞机研制工作［１０⁃１３］，但是，通用类电

动飞机的发展也遇到了技术瓶颈，与油动飞机相比，
电池能量密度较低，航时航程的较短，为了克服航程

和航时的不足，采用大展弦比的气动布局。 某型双

座电动飞机的总体参数如表 １ 所示。 由于此双座电

动飞机储能为固体电池，在释放电量过程中，质量不

发生任何改变，电动飞机基本为标准面对称，其惯性

积 ＩＸＹ 和 ＩＹＺ 的数值较小，忽略不计。 实物图见图 １。
表 １　 某型电动飞机总体参数［１４］

参量 数值

飞机质量 ｍ ／ ｋｇ ５２０
参考面积 ｓ ／ ｍ２ １２

翼展 Ｌ ／ ｍ １４．５
平均气动弦长 ｂＡ ／ ｍ ０．８６８
质心位置 ／ ％ＭＡＣ ３０．２

参考重心位置 ／ ％ＭＡＣ ３７．５
电机的最大功率 ／ ｋＷ ４０

额定功率 ／ ｋＷ ３０
电机电调的效率 ０．９

惯性矩 ＩＸＸ ／ （ｋｇ·ｍ２） １ ０５３．２４
惯性矩 ＩＹＹ ／ （ｋｇ·ｍ２） ４１５．２１
惯性矩 ＩＺＺ ／ （ｋｇ·ｍ２） １ ２９２．４２
惯性积 ＩＸＺ ／ （ｋｇ·ｍ２） ４０．８

图 １　 飞机实物图

２　 气动力建模

在大迎角飞行时，气流分离和非对称流动难以

避免，这导致大迎角飞行气动性能与小迎角飞行区

别显著：大迎角时，所有气动力和力矩都是迎角、侧
滑角和滚转角变量的非线性函数；另一方面飞机大

迎角飞行时，处于非对称流动，此时纵向运动参数

（迎角）对横航向空气动力和力矩产生影响，同时横

航向运动参数（侧滑角和滚转角速度）也对纵向空

气动力和力矩产生影响［１５⁃１６］。
Ｃｘ ＝ Ｃｘ０（α，β） ＋ Ｃδｅ

ｘ （α）δｅ ＋ ΔＣｘ（α，β，λ）

Ｃｙ ＝ Ｃｙ０（α，β） ＋ Ｃδｒ
ｙ （α）δｒ ＋

　 Ｃδａ
ｙ （α）δａ ＋ ΔＣｙ（α，β，λ）

Ｃｚ ＝ Ｃｚ０（α，β） ＋ Ｃδｅ
ｚ （α）δｅ ＋ ΔＣｚ（α，β，λ） （１）

Ｃ ｌ ＝ Ｃ ｌ０（α，β） ＋ Ｃδａ
ｌ （α）δａ ＋

　 Ｌ
２Ｖ

（Ｃｐ
ｌ（α）ｐ ＋ Ｃｒ

ｌ（α） ｒ） ＋

　 Ｃδｒ
ｌ （α）δｒ ＋ ΔＣ ｌ（α，β，λ）

Ｃｍ ＝ Ｃｍ０（α，β） ＋ Ｃδｅ
ｍ（α）δｅ ＋

　
ＢＡ

２Ｖ
（Ｃｑ

ｍ（α）ｑ ＋ Ｃα
ｍ（α）α） ＋ ΔＣｍ（α，β，λ）

Ｃｎ ＝ Ｃｎ０（α，β） ＋ Ｃδｒ
ｎ （α）δｒ

　 Ｌ
２Ｖ

（Ｃｐ
ｎ（α）ｐ ＋ Ｃｒ

ｎ（α） ｒ ＋ Ｃβ
ｎ（α）β） ＋

　 Ｃδａ
ｎ （α）δａ ＋ ＋ ΔＣｎ（α，β，λ） （２）

式中： Ｖ为飞机速度，单位为ｍ ／ ｓ；α，β分别为迎角和

侧滑角，单位为 °；δｅ，δａ，δｒ 分别为升降舵偏度、副翼

偏度、方向舵偏度，单位为（°）；λ 为无量纲量旋转速

度；ｐ，ｑ，ｒ分别为振荡角速度矢量在机体坐标系 ｘ，ｙ，
ｚ 轴上的投影，单位为（°） ／ ｓ；ｂＡ 为平均气动弦长，单
位为 ｍ；Ｌ 为机翼展长，单位为 ｍ；Ｃｘ０，Ｃｙ０，Ｃｚ０，Ｃ ｌ０，
Ｃｍ０，Ｃｎ０ 为 ｐ，ｑ，ｒ控制面均为 ０ 时（α，β） 对应的气动

力系数［１７］。
气动模型主要由 ３ 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静

态系数 Ｃｘ，Ｃｙ，Ｃｚ，静态力矩系数 Ｃ ｌ，Ｃｍ，Ｃｎ；第二部

分为滚转动导数 Ｃｐ
ｌ ，Ｃｒ

ｌ，偏航动导数 Ｃｐ
ｎ，Ｃｒ

ｎ，俯仰动

导数Ｃｑ
ｍ；第三部分为操纵导数Ｃδａ

ｌ ，Ｃδｒ
ｌ 等。 本文通过

试验获得了飞机模型在静态六分量气动力数据，也
就是第一部分以及第三部分，而第二部分动导数是

根据美国数据库软件 ＤＡＴＡＣＯＭ ＰＬＡＮＥ 计算所得，
此方法得到了很多学者和工程师的认可。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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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飞机动力学建模

３．１　 动力学模型

不考虑飞机弹性变形和风的影响，依据牛顿第

二定律，飞机质心的动力学方程可以描述如下［１８⁃１９］

Ｖ̇ ＝ ｑＳ
Ｍ
Ｃｘ － ｇｓｉｎ（ϕ）é

ë
êê

ù

û
úú ｃｏｓ（α）ｃｏｓ（β） ＋

　 ｑＳ
Ｍ
Ｃｙ ＋ ｇｃｏｓ（θ）ｓｉｎ（ϕ）é

ë
êê

ù

û
úú ｓｉｎ（β） ＋

　 ｑＳ
Ｍ
Ｃｚ － ｇｃｏｓ（θ）ｃｏｓ（ϕ）é

ë
êê

ù

û
úú ｓｉｎ（α）ｃｏｓ（β） ＋

　 １
Ｍ

［Ｔｘｃｏｓ（β）ｃｏｓ（α） ＋ Ｔｚｃｏｓ（β）ｓｉｎ（α）］ （３）

α̇ ＝ ｑ ＋ ｑＳ
ＭＶ

Ｃｚ ＋
ｇ
Ｖ
ｃｏｓθｃｏｓφæ

è
ç

ö

ø
÷ ｃｏｓα －

　 ｐｓｉｎβｃｏｓα － ｑＳ
ＭＶ

Ｃｘ － ｇ
Ｖ
ｓｉｎθæ

è
ç

ö

ø
÷ ／ ｃｏｓβ ＋

　 ｒｔａｎβｓｉｎα － １
ＭＶｃｏｓβ

（Ｔｘｓｉｎβｃｏｓα ＋ Ｔｚｓｉｎβｓｉｎα）

（４）

β̇ ＝ ｑＳ
ＭＶ

Ｃｙ ＋ ｇ
Ｖ
ｃｏｓθｓｉｎϕæ

è
ç

ö

ø
÷ ｃｏｓβ －

　 ｑＳ
ＭＶ

Ｃｘ ＋ ｇ
Ｖ
ｃｏｓθｃｏｓϕæ

è
ç

ö

ø
÷ ｓｉｎβ ＋ ｒæ

è
ç

ö

ø
÷ ｃｏｓα －

　 ｑＳ
ＭＶ

Ｃｚ ＋
ｇ
Ｖ
ｃｏｓθｃｏｓϕæ

è
ç

ö

ø
÷ ｓｉｎβ － ｐæ

è
ç

ö

ø
÷ ｓｉｎα －

　 １
ＭＶ

（Ｔｘｓｉｎβｃｏｓα ＋ Ｔｚｓｉｎβｓｉｎα） （５）

ｐ̇ ＝
Ｉｘｘ ｌ

ＩｘｘＩｚｚ － Ｉ２ｘｚ
＋

Ｉｘｚｎ
ＩｘｘＩｚｚ － Ｉ２ｘｚ

＋

　
Ｉｘｚ（ Ｉｘｘ － Ｉｙｙ ＋ Ｉｚｚ）ｐｑ

ＩｘｘＩｚｚ － Ｉ２ｘｚ
＋

（ ＩｙｙＩｚｚ － Ｉ２ｘｚ － Ｉ２ｚｚ）ｑｒ
ＩｘｘＩｚｚ － Ｉ２ｘｚ

（６）

ｑ̇ ＝ １
Ｉｙｙ

［ｍ ＋ （ Ｉｘｘ － Ｉｚｚ）ｑｒ ＋ Ｉｘｚ（ ｒ２ － ｐ２）］ （７）

ｒ̇ ＝
Ｉｘｚ ｌ

ＩｘｘＩｚｚ － Ｉ２ｘｚ
＋
Ｉｘｘ（ Ｉｘｘ － Ｉｙｙ ＋ Ｉ２ｘｚ）ｐｑ

ＩｘｘＩｚｚ － Ｉ２ｘｚ
＋

　
Ｉｘｘｎ

ＩｘｘＩｚｚ － Ｉ２ｘｚ
－
Ｉｘｚ（ Ｉｘｘ － Ｉｙｙ ＋ Ｉｚｚ）ｑｒ

ＩｘｘＩｚｚ － Ｉ２ｘｚ
（８）

式中： ｑ 为动压，单位 ｋｇ ／ （ｍ·ｓ２）；Ｓ 为机翼参考面

积，单位 ｍ２；Ｃｘ，Ｃｙ，Ｃｚ 为沿机体轴 ３ 个方向静力系

数；Ｉｘｘ，Ｉｙｙ，Ｉｚｚ 为绕３个机体轴转动惯量，单位 ｋｇ·ｍ２；
Ｉｘｚ 为绕 ｘ，ｚ 轴的耦合惯性积，单位 ｋｇ·ｍ２；ｌ 为滚转

力矩、ｍ 俯仰力矩、ｎ 偏航力矩，单位 Ｎ·ｍ。

３．２　 转动运动学方程

联立地轴系中飞机重心位置和速度的关系求解

方程组［２４］，获得飞机位置与状态的关系。 质心运动

方程为

φ̇ ＝ ｐ ＋ ｔａｎ（θ）（ ｒｃｏｓ（φ） ＋ ｑｓｉｎ（φ））

θ̇ ＝ ｑｃｏｓ（φ） － ｒｓｉｎ（φ）

ϕ̇ ＝ ｒｃｏｓ（φ） ＋ ｑｓｉｎ（φ）
ｃｏｓ（θ）

（９）

式中， θ，ϕ，φ 分别为机体坐标系下的俯仰角、偏航

角、滚转角，单位为 °。
３．３　 飞机质心运动方程

ｘ̇ ＝ Ｖ（Ａｃｏｓ（ϕ） － Ｂｓｉｎ（ϕ））
ｙ̇ ＝ Ｖ（Ａｓｉｎ（ϕ） － Ｂｃｏｓ（ϕ））
ｚ̇ ＝ Ｖ（ｃｏｓ（θ）（ｓｉｎ（β）ｓｉｎ（φ） ＋
　 ｃｏｓ（β）ｓｉｎ（α）ｃｏｓ（φ）） － ｃｏｓ（β）ｃｏｓ（α）ｓｉｎθ）

（１０）
式中

Ａ ＝ ｃｏｓ（β）ｃｏｓαｃｏｓθ ＋
　 ｓｉｎθ（ｓｉｎβｓｉｎφ ＋ ｃｏｓβｓｉｎαｃｏｓφ）
Ｂ ＝ ｓｉｎβｃｏｓφ － ｃｏｓβｓｉｎαｓｉｎφ

ｘ，ｙ，ｚ 为飞机质心在地轴系下的位置坐标。

４　 失速 ／尾旋仿真计算结果

由于该电动飞机采用大展弦比机翼，升阻比较

大，故不必加装襟翼提升升力，起飞、巡航和着陆皆

为一种构型。 图 ２ 和图 ３ 是通过风洞试验得到不同

升降舵下的俯仰力矩系数和升力系数随迎角变化

曲线。

图 ２　 力矩系数 Ｃｍ

由图 ２ 可知，升降舵偏转角增大的同时力矩也

增大，飞机抬头，同一舵偏角情况下，随迎角增大，力
矩在小迎角呈现线性下降，但在失速迎角前后，出现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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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升力系数 Ｃｙ

非线性减小。 在升降舵偏角达到－３０°，由图 ３ 知，
迎角 １４°为失速迎角，在此迎角下俯仰力矩处于负

值，表明该迎角下，飞机不再抬头，从风洞数据分析，
飞机即使拉到升降舵偏最大后，也达不到失速迎角

１４°。 从图 ３ 可知，随着迎角的增大，升力系数先增

大后减小。 同一舵偏角情况下，迎角在－６° ～ ８°之
间，升力系数随迎角增加呈线性增加，在 ８° ～ １４°之
间，升力系数非线性增加，超过 １４°迎角后，随迎角

增加，其升力系数下降，但未出现断崖式的下降，这
就是此型号电动飞机与其他通用类飞机不同之处。
４．１　 失速及失速特性仿真

从配平曲线图 ４ 上可以看出，升降舵上偏到底

时，对应的配平迎角为 １２．１°，由于受升降舵操纵效

能的限制，升降舵偏角达到最大时，飞机并不能达到

最大失速迎角，这就出现了失速判定的特殊情况，升
降舵偏达到上偏极限，迎角不再增加，而速度稳定在

２１．７ ｍ ／ ｓ 附近振荡。

图 ４　 纵向配平曲线

图 ５ 至 ７ 为纵向和横航向模态特性，从平飞时

的特征根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整个平飞过程中，短
周期模态、滚转模态、长周期模态和荷兰滚模态始终

稳定，除螺旋模态在大迎角达到二级飞行品质外，其

它都满足一级品质要求［２５⁃２７］。 滚转模态的时间常

数在 ０．０９～０．３３ ｓ 之间，满足一级飞行品质要求。 螺

旋模态不稳定主要是由于该型飞机采用上单翼、大
展弦比构型，横向静稳定性相对航向静稳定性过大

造成的，其倍幅时间在 ３．５ ～ ６９．３ ｓ 之间。 在迎角

１２．１°、速度 ２１．７ ｍ ／ ｓ 时倍幅时间最小，为 ３．５ ｓ 左

右，随着速度增加，倍幅时间增加。 飞机出现这种特

殊的失速特性的原因是飞机采用大展弦比上单翼气

动布局，在机翼的每一侧，机翼由两段组成且扭转角

相反，靠近翼根的部分为矩形，翼尖部分为梯形。

图 ５　 纵向模态特征根

图 ６　 纵向模态

图 ７　 横航向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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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尾旋特性仿真

尾旋是大迎角飞行时特殊的非线性动力学特

性，在历来的尾旋特性现象中，很少出现相同的尾旋

特征，说明尾旋特征的随机性。 尾旋的特征现象大

致从 ４ 个方面分析：出现尾旋时迎角大于静态失速

迎角；具有连续的滚转和偏航运动；尾旋半径极小，
甚至仅有几米；另外出现尾旋后，其速度方向接近于

垂直下落。 尾旋的种类也很多，根据适航要求与飞

行试验相对应，本文仅对左尾旋和右尾旋做了分析。
左、右尾旋仿真计算输入参数与飞行试验输入参数

保持一致，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验证数学模型的

准确性与可靠性。
４．２．１　 左尾旋

整个左尾旋仿真模拟过程中，副翼保持中立，为
了保证飞机失速的真实性，升降舵偏以线性方式增

加舵偏角，直到升降舵偏到限位点位置，此时刻方向

舵左偏满偏，保持 ５ｓ，模拟仿真的计算结果见图 ８
至 １２。 方向舵满偏位置后，侧滑角达到 ２０°，迎角不

升反降，飞机最大俯仰角－４８．６°，左滚角度－６５．７°，
在旋转 １８０°后，方向舵回复到中立位置，下降高度

１１０ｍ。 从理论模拟仿真分析可知，迎角小于失速迎

角，半径超过 ５０ｍ，速度方向也未出现明显的垂直下

落，种种迹象表明，尾旋特征不明显。

图 ８　 左尾旋舵偏角

　 　 　 　 　 图 ９　 左尾旋迎角 α 和侧　 　 　 　 　 　 　 图 １０　 左尾旋速度增量 图 １１　 左尾旋俯仰角 θ 和滚

滑角 β 的变化曲线 转角 φ 的变化曲线

图 １２　 左尾旋三方向位置

４．２．２　 右尾旋

图 １３ 至 １７ 为右尾旋特性模拟仿真结果，通过

理论模拟仿真，与左尾旋计算结果相似，说明飞机气

动特性具有左右对称性。

图 １３　 右尾旋舵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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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４　 右尾旋迎角 α 和侧　 　 　 　 　 　 　 图 １５　 右尾旋速度增量 图 １６　 右尾旋俯仰角 θ 和滚

滑角 β 的变化曲线 转角 φ 的变化曲线

图 １７　 右尾旋三方向位置

５　 飞行试验结果

５．１　 失速特性

该型电动飞机失速特性飞行试验在海拔高度

１ ０００ ｍ进行，进入失速是根据 ＡＳＴＭ 适航条例的要

求，采用机翼水平减速法进入失速，失速后施加持续

的长时间拉杆，检查和发现飞机失速特性［２８］。 图

１８ 是失速特性飞行试验许多架次中之一，参数是通

过机载设备实时发送到地面接收系统，包括失速速

度、滚转角、俯仰角以及升降舵偏角等关键参数。 升

降舵偏达到最大值后持续抱杆，速度不增加或减小，
基本维持在平均速度 ２１．７ ｍ ／ ｓ 上下振荡，此速度则

为失速速度。 在抱杆期间，俯仰角呈正弦波抬头低

头交替出现，俯仰角的大小平均在 １２°上下震荡，在
平飞过程中，不考虑风的影响，迎角与俯仰角相等。
在没有横侧操纵只有纵向操纵的情况下做小振幅滚

转和偏航振荡，这是由于失速迎角附近横纵耦合影

响。 由图 １８ 可知，在副翼和方向舵中立时，飞机左

右振荡，其振荡幅度平均 ３°，在不施加干扰情况下，
滚转阻尼较大，说明飞机不易进入侧偏。 松杆后，飞
机速度增加，纵向稳定性良好。

图 １８　 失速特性飞行试验结果

５．２　 尾旋试验

尾旋飞行试验是最危险的科目之一，但飞机作

为一种商品交付客户，必须得保证飞机在任何状态

下具有安全性，为了取得适航证，局方要求必须按照

ＡＳＴＭ 适航条款进行尾旋飞行试验，以验证飞机的

尾旋特性，尾旋试验共完成了左尾旋和右尾旋。
５．２．１　 左尾旋

图 １９　 左尾旋时速度 Ｖ 与升降舵偏角 δｅ

由图 １９、图 ２０ 可知，飞机进入失速前，副翼和

方向舵处于中立位置，横向有较小的滚转振荡运动，
因此飞机此时运动为非指令性的，飞行参数记录仪

记录的空速速度为 ２１．４ ｍ ／ ｓ，与图 ４ 和图 １０ 理论模

拟仿真速度相吻合。 抱杆持续，瞬时蹬方向舵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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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满偏，此时飞机产生侧滑，出现严重的滚转，滚
转角达到－７４°，侧滑角和滚转角同时达到峰值，但
俯仰角峰值延迟 ４ ｓ。 与图 ９ 和图 １１ 数值模拟仿真

滚转角、俯仰角和侧滑角规律相似，但峰值响应时间

未达同步。 试验结果速度增加较快，滚转角较大，与
尾旋的特性不太符合。

图 ２０　 左尾旋时滚转角 φ、俯仰角 θ 和侧滑角 β

５．２．２　 右尾旋

图 ２１　 右尾旋时速度 Ｖ 与升降舵偏角 δｅ

图 ２２　 右尾旋时滚转角 φ、俯仰角 θ 和侧滑角 β

由图 ２１、图 ２２ 可知，与强制进入左尾旋动作一

致，飞机进入失速前，副翼和方向舵处于中立位置，
横向滚转振荡运动相比于左尾旋前明显增大，飞机

此时运动为非指令性的，飞行参数记录仪记录的失

速速度为 １９．８ ｍ ／ ｓ，由升降舵偏角的变化率分析，拉
杆的速度较快，造成速度减速率过大，产生的失速速

度较小。 与图 ４ 和图 １５ 理论模拟仿真速度相吻合。
抱杆持续，瞬时蹬方向舵达到最大满偏，此时飞机产

生侧滑，出现严重的滚转，滚转角达到－９７．４°，侧滑

角和滚转角同时达到峰值，但俯仰角峰值延迟 ２ ｓ。
与图 １４ 和图 １６ 数值模拟仿真滚转角、俯仰角和侧

滑角规律相似，但峰值响应时间未达同步。 试验的

结果速度增加较快，经过 ４ ｓ 时间速度从 １８．５ ｍ ／ ｓ
增加到 ５０． ９ ｍ ／ ｓ，滚转角较大，与尾旋特征不太

相符。

６　 结　 论

本文对锐翔通用电动飞机大迎角失速特性和尾

旋特性进行了仿真研究，并与飞行试验结果进行了

比较，结论如下：
１） 不同配平迎角下的模态分析结果表明，该通

用电动飞机的短周期模态、滚转模态和荷兰滚模态

具有良好的飞行品质。 这说明采用上单翼大展弦

比、扭转角相反的两段机翼气动布局是成功的。 但

由于横向静稳定性相对航向静稳定性较大，存在螺

旋模态缓慢发散现象。
２） 平飞失速特性的分析结果与试飞结果一致，

说明本文所建立的非线性飞行动力学模型在纵向静

态气动特性是比较准确的，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
３） 仿真和飞行试验结果均表明，在尾旋操纵输

入作用下，飞机主要表现为盘旋下降，没有明显的尾

旋特征，失速后机头未下沉，说明该型飞机不易进入

尾旋。 根据飞参数据随时间的变化历程可以看出，
仿真结果与飞行试验结果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同
时也说明了本文建立的飞行动力学模型能够反映飞

机的主要运动特征。 仿真与飞行试验的结果有所不

同，主要是飞参数据在量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

本文所建飞行动力学模型的精准性还存在欠缺，比
如未考虑弹性变形和非定常气动力影响等。 在后续

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关风洞试验补充新的气

动数据，或者采用气动参数辨识方法根据飞行试验

数据提取相关气动参数，从而对飞行动力学模型进

行修正和完善，以提高地面仿真模型的逼真度，从而

为实际飞行前开展飞行员训练提供基础，也为新型

号电动飞机的设计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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