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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ＰＯＤ 和 ＢＰＮＮ 的流场快速计算方法

贾续毅， 龚春林， 李春娜

（西北工业大学 航天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采用高精度 ＣＦＤ 仿真进行大量流场分析存在计算成本高、耗时长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

本征正交分解（ｐｒｏｐｅｒ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ＯＤ）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ＰＮＮ）的流场快速计算方法。 在几何参数化设计空间中抽样，然后利用 ＰＯＤ 将高维

流场数据映射到低维基模态空间，并用 ＢＰＮＮ 建立几何参数到基模态系数的多层神经网络模型，实现

流场快速预测。 在 ＰＯＤ 和 ＢＰＮＮ 模型构建中分别引入分区和聚类取样策略，以提高建模效率，降低

模型训练耗时。 变几何翼型的定常流场案例结果表明：在亚声速情况下，训练所得的模型可以保证流

场中等压线、翼面压力系数等信息的预测精度，其升阻力系数平均预测误差在 ０．４％之内；在跨声速情

况下，训练所得的模型升阻力系数平均预测误差在 １．４％之内，并且激波位置也可以得到较准确的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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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场分析和飞行器设计优化等领域中，获取

气动数据主要有 ３ 种途径：经验公式或半工程化的

经验方法；计算流体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
ｍｉｃｓ，ＣＦＤ）方法；风洞等物理实验和试飞的方法。
其中，由于 ＣＦＤ 相比于前者求解精度更高，相比于

后者成本大大降低并且安全，成为了当前获取高精

度气动数据的主要手段。 但是针对复杂外形或复杂

流场，ＣＦＤ 计算十分耗时，并且收敛较慢。 当需要

对大量外形和状态进行 ＣＦＤ 求解时，计算量相当可

观。 如何提高 ＣＦＤ 的分析效率，加快流场分析的收

敛过程，是研究人员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之一［１⁃２］。
提高 ＣＦＤ 分析效率的途径可以归为两类：①从

数值求解技术上对网格、格式等方面进行改进［３］；
②通过构建流场的近似模型，对未知状态流场进行

预测。 流场数据一方面由于网格单元 ／节点数目多，
具有数据量大的特点，另一方面具有特征冗余的特

点。 神经网络（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Ｎ）模型适合于大数

据量的建模，但是如果样本数据存在大量冗余特征，
会导致模型学习困难，泛化能力弱等问题［４⁃５］。

降阶模型是一种将高维空间映射到低维空间的

方法。 采用降阶模型，可以有效地去除数据的冗余

特征，提高样本量 ／特征数比。 本征正交分解作为降

阶模型的一种，在流体力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
构建非结构网格有限元流体流动模型［６］，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降阶［７］ 等。 在流场分析中，ＰＯＤ 可以把

高维流场数据降阶，映射到低维的正交基模态空间，
从而分析出流场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应的基模态系

数。 但是，单独基于 ＰＯＤ 无法实现流场预测，而代

理模型可以建立从设计变量到气动数据的近似模

型，并在气动优化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已有研究

表明：将 ＰＯＤ 与代理模型结合使用，可以对流场进

行预测［８⁃９］。 邱亚松等［８］ 基于 ＰＯＤ 与 ＲＢＦ（ ｒａｄ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实现了变几何翼型

的定常流场预测；王晨等［９］ 使用 ＰＯＤ⁃Ｋｒｉｇｉｎｇ 方法

实现了双圆柱非定常流场的预测。 但是，传统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ＲＢＦ 代理模型对于流场预测这种多输入多

输出问题的建模效率较低。
ＮＮ 模型可以通过隐藏层、神经元个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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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建立多输入参数到多输出参数的模型，并且可以

保证一定的预测精度和泛化能力，因此在流场分析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１０⁃１１］。 Ｓａｌｅｅｍ 等［１２］ 采用了反向

传播神经网络和 ＲＢＦ 神经网络，建立了翼型表面压

力系数分布到升力系数、阻力系数和力矩系数的神

经网络，并应用于翼型反设计优化。 Ｚｈｕ 等［１３］ 使用

ＲＢＦ 神经网络，利用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 翼型的 ３ 个亚声速

流场样本数据，实现了数据驱动的湍流模型建立。
利用 ＮＮ 直接对高维流场数据（数据量与网格单元 ／
节点数量有关）建模，会出现计算内存消耗大，训练

耗时长，建模复杂等问题。
本文结合降阶模型与 ＮＮ 模型的特点，提出了

一种基于 ＰＯＤ 和 ＢＰＮＮ 的流场快速计算方法。 其

创新点在于，通过引入 ＢＰＮＮ，实现对 ＰＯＤ 基模态

系数多输入多输出模型的构建。 采用流场分区策

略，降低 ＰＯＤ 建模难度，提高建模效率；采用聚类方

法筛选建模样本，降低模型训练耗时，提高模型泛化

能力。 该方法被应用于亚 ／跨声速下变几何翼型的

定常流场预测，使流场计算效率有了明显提升。

１　 建模方法

１．１　 ＰＯＤ 模型

ＰＯＤ 是一种使降阶后各维度上样本方差最大

化的线性降维方法，可以通过求解样本协方差矩阵

的特征值寻求方差最大轴［１４］。 设原始数据为 Ｘ（ ｉ）（ ｉ
＝ １，２，…，ｒ），其中 Ｘ（ ｉ） 为 ｎ 维向量，ｒ 为样本数目。
样本的均值为

ｘ ＝
∑

ｒ

ｉ ＝ １
Ｘ（ ｉ）

ｒ
（１）

　 　 将原始数据减去均值称为标准化，得到标准化

样本数据 Ｘ（ ｉ） ＝ Ｘ（ ｉ） － ｘ ，则标准化样本数据的协方

差矩阵可以通过（２）式计算

Ｃ ＝
ＸＸＴ

ｎ
（２）

　 　 该协方差矩阵的大小为 ｎ × ｎ，其前ｍ阶特征值

从大到小依次为 λ （１），λ （２），…，λ （ｍ），对应的特征向

量为 ｑ（１），ｑ（２），…，ｑ（ｍ），即 ＰＯＤ 基。 这 ｍ 个特征向

量构成 ｍ × ｎ 阶的样本线性映射矩阵 Ｕ ＝ ［ｑ（１），
ｑ（２），…，ｑ（ｍ）］ Ｔ，则得到降阶后的样本向量矩阵为

Ｙ ＝ ＵＸ （３）
　 　 Ｙ为ｍ × ｒ阶矩阵，实现了原始数据维度从 ｎ维

到 ｍ 维的降阶。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使降阶后的样

本数据在空间中是线性无关的，应保证降维后的数

据特征数小于样本数，即ｍ ＜ ｒ。 ｍ值的选取与特征

值 λ （１），λ （２），…，λ （ｍ） 的衰减情况相关。 一般情况

下少数几个 ＰＯＤ 基就可以描述出原始数据的大部

分信息。 可以通过分析不同 ｍ 值对 ＰＯＤ 模型的误

差影响得到最佳 ｍ 值。
１．２　 ＢＰＮＮ 模型

ＢＰＮＮ 由于具有较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和高度

自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在分类、回归等问题中得到广

泛应用。 一个典型的 ＢＰＮＮ 包括输入层、隐藏层和

输出层［１５］。 本文针对少量流场样本建模，当训练样

本相对较少时，浅层神经网络在训练以及预测中往

往具有更强的稳定性［１６］，因此本文选取单隐层神经

网络，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单隐层 ＢＰＮＮ

该神经网络建立了从 ｍ维输入到 ｎ维输出的映

射，其中输入为 ｘ ＝ ［ｘ１，ｘ２，…，ｘｍ］ Ｔ， 隐藏层神经元

个数为 ｑ，输出为 ｙ ＝ ［ｙ１，ｙ２，…，ｙｎ］ Ｔ。 ω１，ω２ 为权

值矩阵，其大小分别为 ｑ × ｍ、ｎ × ｑ。
ＢＰＮＮ 通过反向传播误差来更新连接权值，从

而完成模型的训练，具体训练步骤如下：
１） 初始化权值，一般通过设定权值范围随机

给出。
２） 计算隐藏层和输出层的输出值。
３） 计算各层反向误差。
４） 判断是否满足训练要求，若满足，则表明模

型训练完毕，输出模型；若不满足，更新权值，重复第

２） ～３）步。 该网络的训练流程如图 ２ 所示。

·３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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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ＢＰＮＮ 训练流程

２　 流场快速计算方法

２．１　 ＰＯＤ ＆ ＢＰＮＮ
结合 ＰＯＤ 与 ＢＰＮＮ 模型，本文提出了一种流场

快速计算方法，其流程如图 ３ 所示。 具体流程分为

４ 步。

图 ３　 基于 ＰＯＤ ＆ ＢＰＮＮ 模型的流场计算流程图

１） 样本流场生成

首先在输入参数 Ｃ（ ｉ） 构成的空间选取 ｒ 个样
本，并利用ＣＦＤ生成 ｒ个流场数据｛Ｘ（ ｉ）｝ ｜ ｒ

ｉ ＝ １。 样本

的流场数据包括所有计算网格格心 ／ 格点的压强 ｐ、
速度分量（Ｕ，Ｖ，Ｗ）、温度 Ｔ、密度 ρ，分别用 Ｘｐ，ＸＵ，
ＸＶ，ＸＷ，ＸＴ，Ｘρ 表示，所有矩阵的维度都是 ｎ × ｒ。 由

于 ｎ 往往为几千到几百万， 流场数据属于高维

数据。
２） 对样本流场数据降阶

以压强场数据 Ｘｐ 为例，其压强场均值为

ｘｐ ＝
∑

ｒ

ｉ ＝ １
Ｘ（ ｉ）

ｐ

ｒ
（４）

　 　 标准化后的样本数据为

Ｘ（ ｉ）
ｐ ＝ Ｘ（ ｉ）

ｐ － ｘｐ （５）

　 　 通过对标准化后的样本数据 Ｘｐ 计算其协方差

矩阵及其 ｎ 个特征值，并从大到小排列，而后取前 ｍ
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ｑ（１）

ｐ ，ｑ（２）
ｐ ，…，ｑ（ｍ）

ｐ ，构成

ｍ × ｎ 阶映射矩阵 Ｕｐ

Ｕｐ ＝ ［ｑ（１）
ｐ ，ｑ（２）

ｐ ，…，ｑ（ｍ）
ｐ ］ Ｔ （６）

式中，每个特征向量表示压强场的一个基模态，进而

得到降阶后的 ｍ × ｒ 阶矩阵 Ｙｐ

Ｙｐ ＝ Ｕｐ Ｘｐ （７）
　 　 当取合适值时，可以保证

Ｘ（ ｉ）
ｐ ≈ Ｕ′ｐＹ（ ｉ）

ｐ ＋ ｘｐ （８）
式中， Ｕ′ｐ 表示 Ｕｐ 的伪逆矩阵。 可以使用 ｍ 维数据

Ｙ（ ｉ）
ｐ 以低误差率表征出高维流场数据 Ｘ（ ｉ）

ｐ 。 通过

ＰＯＤ 建模，得到 ３ 个量：样本均值ｘｐ、映射矩阵 Ｕｐ 和

基模态系数矩阵 Ｙｐ。 这 ３ 个量将用于后续的 ＢＰＮＮ
建模和流场预测。

３） 训练输入参数 Ｃ（ ｉ） 到 Ｙ（ ｉ）
ｐ 的 ＢＰＮＮ 模型

由于 ＢＰＮＮ 对于多输出问题仍然适用，因此无

需像传统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和 ＲＢＦ 代理模型那样对 ｍ 个基

模态系数输出建立ｍ个映射模型。 这ｍ阶基模态系

数之间的量级差距较大，如果ｍ取值较大，直接建立

的 ＢＰＮＮ难以对所有的基模态系数做出精准预测。
因此，可以根据 ｍ 的具体数值，例如每 ５ ～ ６ 个输出

建立一个 ＢＰＮＮ 模型，即可实现较好的模型拟合

效果。
４） 预测流场

对于一个新的任意输入参数 Ｃｓ，通过 ＢＰＮＮ 模

型可以预测出基模态系数 Ｙｓ，然后对 Ｙｓ 进行 ＰＯＤ
重构，得到预测压强场数据

Ｘｓ
ｐ ＝ Ｕ′ｐＹｓ ＋ ｘｐ （９）

　 　 类似的，对于 Ｕ、Ｖ 等其他流场信息，通过相同

的方法均可进行预测。 此时，对于任意输入状态

Ｃｓ，通过 ＰＯＤ ＆ ＢＰＮＮ，可以预测出流场数据 Ｘｓ
ｐ，

Ｘｓ
Ｕ，Ｘｓ

Ｖ，Ｘｓ
Ｗ，Ｘｓ

Ｔ，Ｘｓ
ρ。 该结果可以直接作为高精度流

场数据使用。
２．２　 建模问题

在飞行器设计和优化中，需要对大量计算状态

或者几何外形进行 ＣＦＤ 分析。 针对翼型优化过程

中几何外形不断变化，需要在优化迭代过程中进行

大量 ＣＦＤ 分析的问题，研究基于 ＰＯＤ ＆ ＢＰＮＮ 的流

·４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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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快速预测方法的效率和精度。
在对流场建模过程中，输入参数取样对应的是

在变几何翼型的翼型库中选择翼型样本。 本文的翼

型库通过 Ｈｉｃｋｓ⁃Ｈｅｎｎｅ 参数化方法获得。 以典型的

ＮＡＣＡ、ＲＡＥ 系列翼型为基准翼型，在它的上下翼面

各施加 ５ 个扰动，扰动的位置分别为 ０．１０ｃ，０．２５ｃ，
０．４５ｃ，０．６５ｃ，０．８０ｃ，ｃ 为弦长，本文取 １。 １０ 个扰动

的大小取值范围为［－０．００５，０．００５］，是无量纲化的

系数。 因此，这 １０ 个无量纲化系数可以确定出一个

新翼型的几何形状。 本文通过拉丁超立方采样方式

在亚、跨声速下分别获取 ２００ 和 ５００ 组外形的系数，
从而得到新翼型样本库。

以跨声速为例，对网格收敛性和流场求解精度

进行验证。 对 ＲＡＥ２８２２ 进行 Ｏ 型网格划分，壁面第

一层网格高度为 １×１０－５ ｃ，计算工况为：Ｍａ ＝ ０．７２９，
α＝ ２．３１°，Ｒｅ＝ ６．５×１０６，网格数目及相应的气动计算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δＬ，δＤ 分别表示与网格Ⅳ的升阻

力系数的相对误差。 可见网格Ⅲ（见图 ４）可以满足

收敛性的要求。 因此，本文算例采用网格Ⅲ设置生

成其他样本翼型网格。

图 ４　 ＲＡＥ２８２２ 网格局部图

表 １　 网格收敛性分析

编号 网格数目 ＣＬ ＣＤ δＬ ／ ％ δＤ ／ ％

Ⅰ １３８×１００ ０．７６３ ７ ０．０１４ ９３ ４．１２ １１．８

Ⅱ １９８×１２０ ０．７４６ １ ０．０１４ ０２ １．７２ ５．０２

Ⅲ ２５８×１２０ ０．７３５ ８ ０．０１３ ４５ ０．３０ ０．７０

Ⅳ ３０８×１２０ ０．７３３ ５ ０．０１３ ３５

２．３　 分区策略

流场数据属于高维数据。 要减少建模数据的维

度：①通过网格收敛性验证可以在保证计算收敛的

前提下有效减少网格数目；②可以通过基于输入参

数和局部流场信息对流场数据进行分区，实现区域

内的降维［１３］。 在本文工作中，考虑到流场中不同区

域的特性沿着附面层法向连续变化，将流场数据分

为近壁区数据（包含全部附面层）、中间场数据和远

场区数据，每个区对应网格层数均为 ４０（跨声速下

的压强场数据分布见图 ５）。 这样，流场的某一个物

理量，需要利用 ＰＯＤ ＆ ＢＰＮＮ 建立 ３ 个模型，来对

流场信息进行预测。 数据维度降低，但是模型数目

增加，因此需要对模型的训练时间和模型的泛化能

力进行评估。

图 ５　 压强场分区后的数据分布

首先对生成的样本翼型的流场数据进行 ＰＯＤ
分析，可以得到基模态流场及对应的特征值。 定义

前 ｑ 阶基模态对应的特征值之和与所有特征值之和

的比值为前 ｑ 阶基模态的能量占比，能量占比表征

了前 ｑ 阶基模态所包含的流场信息量。 图 ６ 为亚声

速下分区后近壁区、中间场和远场区以及未分区情

况下压强、马赫数、密度 ３ 个物理量对应场数据的基

模态的能量占比。

图 ６　 亚声速分区与未分区情况下的基模态能量占比

从数值大小上看，亚声速下前 １０ 阶基模态的能

量占比超过 ９９．６％，同样计算得到跨声速下前 ３０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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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模态的能量占比超过 ９９．７％，说明流场特征主要

集中在前数阶 ＰＯＤ 基模态中。
分别对亚声速和跨声速的样本随机抽取 ９０％

作为训练样本进行 ＰＯＤ 降阶，将剩余 １０％的样本作

为测试样本，进行 ＰＯＤ 重构。 为了定量分析重构效

果，定义测试样本的重构（或预测）误差为

ｅ１ ＝ ｍａｘ
（ａｉ

ｐｒｅ － ａｉ
ｒｅａｌ）

ａｉ
ｒｅａｌ

æ

è
ç

ö

ø
÷

ｅ２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ｐｒｅ － ａｉ

ｒｅａｌ）
ａｉ

ｒｅａｌ

æ

è
ç

ö

ø
÷

Ｎ
（１０）

式中： ｅ１ 为最大相对误差；ｅ２ 为平均相对误差；ａｉ
ｐｒｅ 为

第 ｉ 个网格点的预测数据；ａｉ
ｒｅａｌ 为第 ｉ 个网格点由

ＣＦＤ 高精度计算所得的真实数据；Ｎ 为网格点

数目。
对于 Ｔ 个测试样本的整体误差定义如下

Ｅ１ ＝
∑

Ｔ

ｋ ＝ １
ｅｋ１

Ｔ
　 　 Ｅ２ ＝

∑
Ｔ

ｋ ＝ １
ｅｋ２

Ｔ
（１１）

　 　 图 ７ 为亚 ／跨声速下，选择不同基模态个数对测

试样本压强场进行重构的误差。 可以发现，亚声速

状态的流场特征主要集中在前 １０ 阶，与图 ６ 的能量

占比信息相吻合；跨声速状态的流场特征主要集中

在前 ３０ 阶。 此后，基模态数目的继续增加对流场重

构精度的提升不再有显著影响。 从是否分区上看，
分区对亚声速下模型精度的影响不大；对跨声速情

况影响会大一点，但是并不显著，分区后最大误差会

变小，而平均误差变化不大。

图 ７　 亚 ／跨声速的压强场重构误差

ＰＯＤ 建模的主要计算耗时来源于协方差矩阵

特征值的求解。 矩阵的特征值计算仅从浮点运算次

数而言，其复杂度为 Ｏ（ｎ３），其中 ｎ 为协方差矩阵的

阶数，即流场数据的维度。 因此，矩阵阶数的减少可

以大幅降低计算耗时［１７］。
本文所涉及的计算均在 Ｉｎｔｅｌ ｉ５⁃８５００ ＣＰＵ、１６Ｇ

运行内存的 ＰＣ 上进行。 以跨声速算例为例，图 ８
为未分区和三分区下对单个物理量场数据的 ＰＯＤ
降阶计算时间。 其中，三分区的计算时间为建立

３ 个分区 ＰＯＤ 模型的总时间。 可见，对于 ＰＯＤ 模

型，３ 个分区建模的效率约为未分区建模的 ３ 倍。
此外，由于协方差矩阵的储存空间与其阶数 ｎ 的平

方成正比，单个分区建模的内存消耗仅为未分区建

模的 １ ／ ９。
因此，针对本文算例使用分区策略可以基本保

持未分区模型的精度，有效缩短 ＰＯＤ 建模耗时，降
低内存占用量。 通过 ＰＯＤ 重构的误差分析，可以确

定亚、跨声速状态下建模的基模态个数分别为 １０，
３０ 以上。 本文亚 ／跨声速下选取的基模态个数为 １３
和 ３５。

图 ８　 跨声速下 ＰＯＤ 建模效率分析

２．４　 聚类取样策略

训练样本的数目以及选取方式对模型的训练有

较大影响。 首先，训练样本应保证在设计空间中均

匀分布，这样模型才能较好地捕捉到空间中的全部

特征。 其次，训练样本量应适中，样本量过少会导致

训练信息不足，容易发生欠拟合情况；样本量过多会

增加训练难度，使模型训练缓慢。 因此，对于不确定

合适训练样本数目的问题，可以首先生成一定数目

的均匀分布的训练样本，再通过样本量压缩来减少

训练样本数目。
样本量压缩的方式有多种，主要采用以下 ３ 种

方式：①简单删减，即直接删掉一部分样本量；②逐

次删减，即逐次增加删减个数或逐次减少删减个数；
③聚类分析，即将相似的样本归为一类，每类只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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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样本。 考虑压缩样本量的同时不能降低模型精

度，因此本文采用了聚类分析。
在 ＰＯＤ ＆ ＢＰＮＮ 模型中，输入参数是通过拉丁

超立方采样获得的，其在空间中已经处于一种随机

均匀分布的状态，因此不适用于聚类。 而样本流场

通过 ＰＯＤ 分析得到的基模态系数，针对不同的流场

特征会存在差异，相似的流场其基模态系数也相似，
流场差异大基模态系数差异也大。 因此，对基模态

系数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将流场信息相似的样本归

为相同类。 这样在每个类中只取一个或少量样本作

为训练样本，可以在保持模型精度的前提下，实现训

练样本量的压缩。
本文采用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算法对基模态系数进行

聚类分析。 首先将通过试验设计（ＤｏＥ）获得所有样

本 ＳＤｏＥ ＝ ｛Ｘｉ｝ ｜ ｒ
ｉ ＝ １ 聚成 ｋ个类 Ｓｉ ＝ ｛Ｘ ｊ｝ ｜ ｋ

ｉ ＝ １ 即 ＳＤｏＥ

＝∪ Ｓｉ ｜ ｋ
ｉ ＝ １。 然后，在每个类随机抽取一个样本 Ｘｉ ＝

∀Ｓｉ 作为训练集中的样本。 因此，训练样本集为 ＳＴ

＝ ｛Ｘｉ｝ ｜ ｋ
ｉ ＝ １。 此后，从剩余（ ｒ － ｋ） 个样本中随机抽

取 １０个样本作为测试样本集 ＳＶ ＝ ｛Ｘｉ ｜ Ｘｉ ＝∀（ＳＤｏＥ

－ ＳＴ）｝。
下面对聚类取样策略的效果进行分析。 亚 ／跨

声速下聚类个数设置的范围分别为 ［ ２０，１９０］ 和

［２０，４９０］，亚 ／跨声速下训练所得模型对 １０ 个测试

样本的预测误差随聚类个数的变化曲线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聚类数目对模型预测误差的影响分析

在亚声速算例中，当聚类数目超过 ９０ 时，预测

误差不再有明显变化，说明在亚声速状态下通过聚

类取样获得的 ９０ 个训练样本可以基本表征出全部

样本的特征，从而有效地避免重复样本对训练时间

的消耗。 同样，在跨声速算例中，当聚类数目超过

２００ 时，预测误差不再有明显变化，说明在跨声速状

态下通过聚类取样获得的 ２００ 个训练样本可以基本

表征出全部样本的特征。 因此在本文的亚声速算例

中，使用聚类取样得到的 ９０ 个样本作为训练集，跨
声速算例中，使用聚类取样得到的 ２００ 个样本作为

训练集。

３　 案例分析

３．１　 亚声速变几何翼型

本文亚声速算例计算工况为：Ｍａ ＝ ０．３５，α ＝ ３°，
Ｒｅ＝ ６．５×１０６，基准翼型为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 翼型。 根据２．３
与 ２． ４ 节的误差分析，选择分区建模的 ＰＯＤ ＆
ＢＰＮＮ 模型的基模态个数为 １３，聚类个数为 ９０。 因

此，训练样本个数为 ９０，随机抽取 １０ 个测试样本。
测试样本的升阻力系数的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对比如

图 １０ 所示。 １０ 个测试样本的升力系数的平均相对

预测误差为 ０．１４％，阻力系数的平均相对预测误差

为 ０．３７％。

图 １０　 亚声速下测试样本的气动性能预测效果

取图 １０ 中第 ４ 个样本，对比预测和真实的翼面

压力系数、翼面摩擦力系数分布、等压线分布，如图

１１～１３ 所示。 可见，亚声速下翼面压力系数和摩擦

力系数的预测值与真实值无明显差异，流场等压线

重合的很好，说明模型能够准确预测流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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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亚声速下翼面压力系数分布对比　 　 图 １２　 亚声速下翼面摩擦力系数分布对比　 　 图 １３　 亚声速下等压线分布对比

　 　 表 ２ 中给出了亚声速状态下在相同的训练和测

试样本条件下，是否使用分区策略的模型训练效率

与预测精度指标。 其中，ＰＯＤ 单次建模耗时是指对

一个物理量（如压强场）的单个区的数据完成 ＰＯＤ
降阶的耗时；ＢＰＮＮ 单次建模耗是指对一个物理场

的单个区完成所需基模态个数的训练耗时。 可以看

出，相比未分区，使用分区建模策略的模型总耗时有

所减少，模型的精度略有提升。 这种分区建模效率

上的优势对于 ３Ｄ 构型的大规模网格更为突出。 使

用分区建模策略在亚声速算例中是可行的。
表 ２　 亚声速下的模型训练效率与预测精度指标对比

分区策略
ＰＯＤ 单次

建模耗时 ／ ｓ
ＰＯＤ

建模次数

ＢＰＮＮ 单次

建模耗时 ／ ｓ
ＢＰＮＮ

建模次数

总建模

耗时 ／ ｓ
最大相对

误差均值 Ｅ１

平均相对

误差均值 Ｅ２

三分区 １．８８ ３×５ ２．８４ ３×５ ７０．８ １．５３５×１０－３ ４．９９５×１０－５

未分区 １４．９４ ５ ３．３３ ５ ９１．３５ １．５３９×１０－３ ５．１１６×１０－５

３．２　 跨声速变几何翼型

本文中，跨声速算例的计算工况为：Ｍａ ＝ ０．７５，
α＝ ２．７９°，Ｒｅ＝ ５．７×１０６。 根据 ２．３ 与 ２．４ 节的误差分

析，ＰＯＤ ＆ ＢＰＮＮ 建模的基模态个数为 ３５，聚类个

数为 ２００。 因此，训练样本个数为 ２００，随机抽取 １０
个测试样本。 测试样本的升阻力系数的预测值与真

实值的对比如图 １４ 所示。 １０ 个测试样本的升力系

数的平均相对预测误差为 ０．４０％，阻力系数的平均

相对预测误差为 １．３１％。 以升阻力系数预测效果较

差的第 ４ 个测试样本为例，对比预测和真实的翼面

压力系数、摩擦力系数分布、等压线分布，如图 １５ ～
１７ 所示。 可见，跨声速工况中，下翼面压力系数的 图 １４　 跨声速下测试样本的气动性能预测效果

图 １５　 跨声速下翼面压力系数分布对比　 图 １６　 跨声速下翼面摩擦力系数分布对比　 图 １７　 跨声速下等压线分布对比

·８１２１·



第 ６ 期 贾续毅，等：基于 ＰＯＤ 和 ＢＰＮＮ 的流场快速计算方法

预测值与真实值重合很好，上翼面的前缘与激波位

置的预测与真实值稍有差异。 翼面摩擦力系数在前

缘和激波处的预测略有偏差。 对于等压线，激波位

置预测很好，但是激波前后的流场预测精度略有

下降。

本文模型对激波诱导分离泡现象可以实现较好

的预测，图 １８ 为第 ４ 个测试样本的真实和预测的激

波诱导分离泡，通过对比发现，预测的激波诱导分离

泡的位置和形态与真实情况相吻合。

图 １８　 激波诱导分离泡的真实与预测对比

　 　 表 ３ 中给出了跨声速状态下在相同的训练和测

试样本条件下，是否使用分区策略的模型训练效率

与预测精度指标。 可以看出，相比未分区，使用分区

建模策略的模型总耗时有所减少，模型的最大相对

误差和平均相对误差均值有所降低。 同样，这种分

区建模效率上的优势会在 ３Ｄ 构型中体现出来，使
用分区建模策略在跨声速算例中是可行的。

表 ３　 跨声速下的模型训练效率与预测精度指标对比

分区策略
ＰＯＤ 单次

建模耗时 ／ ｓ
ＰＯＤ

建模次数

ＢＰＮＮ 单次

建模耗时 ／ ｓ
ＢＰＮＮ

建模次数

总建模

耗时 ／ ｓ
最大相对

误差均值 Ｅ１

平均相对

误差均值 Ｅ２

三分区 ４．０６ ３×５ １６．２５ ３×５ ３０４．６５ ０．１４２ ８ ０．００１ ５
未分区 ３５．８９ ５ ２７．３４ ５ ３１６．１５ ０．１６６ ４ ０．００１ ６

４　 结　 论

１） 本文提出了基于 ＰＯＤ ＆ ＢＰＮＮ 模型的流场

快速预测方法，相比于传统的代理模型，ＢＰＮＮ 可以

更好地实现对多个基模态系数的同时建模。 但当几

何外形的网格及其拓扑结构发生变化时，方法会

失效。
２） 在 ＰＯＤ 建模中引入分区策略，可以在保证

模型精度的前提下有效地缩短 ＰＯＤ 建模的时间。

当流场数据量很大时（例如，百万级的网格），分区

策略的优势会更加明显。
３） 针对亚 ／跨声速算例，通过对基模态系数进

行聚类分析来确定训练样本集，可以有效地降低训

练样本量，提高模型训练效率。
４） 亚声速和跨声速算例表明，基于 ＰＯＤ ＆

ＢＰＮＮ 模型预测流场的升阻力系数，其预测相对误

差不超过 １．４％。 对于跨声速流场，所建模型能很好

地预测激波位置和激波诱导分离泡等复杂流动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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