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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捩过程对旋翼悬停模拟的影响分析与研究

庞超， 李猛， 高正红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２）

摘　 要：悬停状态是考察旋翼整体气动性能的重要状态之一。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 ＣＦＤ 技术的发展，
基于“第一性原理”的数值模拟方法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评估旋翼悬停性能。 在使用基于 ＲＡＮＳ 方程的

数值模拟方法进行固定翼飞行器定常计算时，流动转捩现象对某些特定状态下流场及气动特性会产

生巨大影响，因此在进行固定翼设计时要考虑流动转捩现象。 然而转捩过程是否同样会影响旋翼非

定常气动流场及气动特性，国内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研究转捩过程对旋翼流场数值模拟的影响，为
旋翼类飞行器的设计及评估提供参考。 采用美国航空航天学会旋翼悬停工作组提出的 ＰＳＰ 旋翼标

模，利用结构化动态嵌套网格技术，在大拉力悬停和小拉力悬停状态下，分别进行全湍流模拟和转捩

模拟计算并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 对比结果显示，文中所采用的数值求解器对旋翼悬停效率的计

算误差在 ５％之内。 在考虑流动转捩后，由于桨叶表面存在层流区域，计算所得旋翼悬停效率高于全

湍流假设下的预测值，而桨叶表面的层流区域与旋翼拉力大小有关。 在流动转捩发生的区域，转捩过

程会对桨叶截面压力分布以及桨叶展向扭矩分布产生明显影响，同时桨叶表面出现明显的流动分离

现象。 对于桨叶展向拉力分布和桨盘下方旋翼尾迹桨尖涡区域，转捩过程均不产生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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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翼作为直升机类飞行器的主要气动部件，其
气动性能直接决定了整个飞行器的飞行性能。 悬停

和前飞是旋翼 ２ 个典型的工作状态，其中悬停性能

（例如悬停效率，ＦｏＭ）可以作为评价旋翼气动性能

的一个关键指标。 随着计算机算力的快速增长，直
接从 ＮＳ 方程（空气动力学中“第一性原理”）出发的

计算流体力学（ＣＦＤ）方法逐步被用在旋翼非定常流

场的模拟中。 朱正、卢丛玲等［１⁃２］ 利用运动嵌套网

格方法，采用 ＢＬ 湍流模型及 ＳＡ 湍流模型对共轴刚

性双旋翼非定常悬停流场进行了模拟，分析了其流

动干扰机理。 张震宇等［３］ 利用多块结构化滑移网

格，采用 ｋ⁃ω ＳＳＴ 两方程湍流模型对刚性旋翼大前

进比前飞状态进行了模拟。 美国航天航空学会

（ＡＩＡＡ）自从 ２０１４ 年起每年召开一次旋翼悬停预测

工作组会议（ＡＩＡＡ ｒｏｔｏｒｃｒａｆｔ ｈｏｖ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ＨＰＷ），相继提供了 ３ 个旋翼标模［４⁃７］ 及相关

的试验数据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包括 Ｓ⁃７６ 旋翼、
ＰＳＰ 旋翼和 ＨＶＡＢ 旋翼。 其中针对Ｓ⁃７６旋翼［８⁃９］ 的

讨论主要集中在全湍流假设下，而 ＨＶＡＢ 旋翼模型

目前缺乏正式的试验数据作为支撑。 ＰＳＰ 旋翼是当

前 ＨＰＷ 会议中唯一有桨叶表面试验数据的计算标

模，从 ２０１８ 年起国外研究人员开始对其进行初步的

数值模拟研究［１０］。 在基于 ＲＡＮＳ 方程的 ＣＦＤ 方法

中，转捩模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ＣＦＤ２０３０ 愿

景［１１］以及 ＨＰＷ 愿景中均将边界层的转捩模拟作为

重要的研究内容。 对于固定翼类飞行器的二维、三
维、高速、低速转捩模拟已经有相对成熟的方法和应

用［１２］，然而这些转捩模拟方法在旋翼模拟中的应用

却比较少见。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相比于固定翼模

拟，旋翼模拟需要更大的计算代价，因为涉及非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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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尾迹捕捉等；另一方面转捩模拟对计算网格尺

度和网格量的要求要远高于全湍流模拟。 对于固定

翼飞行器而言，在一些状态下，其气动、流场特性受

到转捩过程的影响，会有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对于这

类飞行器在设计、评估过程中必须考虑转捩的影响。
而对于旋翼来说，人们需要明确是否也存在湍流模

拟和转捩模拟结果差异大这一现象，以确定在设计、
评估过程中采用合适的模型和计算网格。

本文采用基于嵌套网格的自研 ＲＡＮＳ 求解器，
对 ＨＰＷ 提供的 ＰＳＰ 旋翼标模进行了悬停流场的全

湍流和转捩模拟，并从积分气动力、桨叶表面压力分

布、桨叶载荷分布、桨叶表面流线、尾迹流场等方面

详细对比讨论了全湍流模拟与转捩模拟的差异，为
设计人员在评估时提供依据。 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

自研求解器在转捩模拟和旋翼模拟方面的可靠性。

１　 数值方法

１．１　 ＲＡＮＳ 方程

本文自研求解器［１３⁃１７］ 基于动态结构化嵌套网

格，对雷诺平均 ＮＳ 方程（ＲＡＮＳ 方程）进行数值求

解，可压缩 ＲＡＮＳ 方程如（１）式所示。
∂〈ρ〉
∂ｔ

＋
∂〈ρ〉 ｕ^ｉ

∂ｘｉ

＝ ０

∂〈ρ〉 ｕ^ｉ

∂ｔ
＋ ∂

∂ｘ ｊ
（〈ρ〉 ｕ^ ｊ ｕ^ｉ） ＝

　 ∂〈ｐ〉
∂ｘｉ

＋ ∂
∂ｘ ｊ

（〈σ ｊｉ〉 ＋ 〈ρ〉τ ｊｉ） （１）

∂〈ρ〉 Ｅ^
∂ｔ

＋ ∂
∂ｘ ｊ

（〈ρ〉 ｕ^ ｊＨ^） ＝

　 ∂
∂ｘ ｊ

（〈ｑ ｊ〉 ＋ ｑＴｊ） ＋ ∂
∂ｘ ｊ

（ ｕ^ｉ〈σｉｊ〉 ＋ 〈ρ〉τ ｊｉ）

式中： ρ 为空气密度；ｕｉ 是速度分量；ｐ 为压强；Ｅ 为

总能；Ｈ 为总焓。
对于方程中无黏通量采用 Ｒｏｅ 迎风格式配合

ＷＥＮＯ 插值实现 ５ 阶精度，对于方程中的黏性通量

采用 ２ 阶中心差分格式计算。 使用近似因式分解方

法进行方程的时间推进，在非定常计算方面，采用隐

式双时间步长方法，并在子迭代中使用多重网格和

当地时间步长方法加速收敛。
物面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远场采用基于黎曼

不变量的无反射边界条件。

１．２　 γ⁃Ｒｅθｔ⁃ＳＡ 转捩模型

γ⁃ Ｒｅθｔ 转捩模型最初是 Ｌａｎｇｔｒｙ 等人基于两方

程 ｋ⁃ω ＳＳＴ湍流模型提出的，之后Ｍｅｄｉｄａ 等［１８⁃１９］ 通

过来流湍流度 Ｉｉｎｆ 和速度梯度改变原始转捩模型中

Ｒｅθｔ，Ｒｅθｃ 和 Ｆ ｌｅｎｇｈｔ 等参数计算方式，将其与 ＳＡ 一方

程湍流模型耦合，提出了 γ⁃ Ｒｅθｔ⁃ＳＡ转捩模型。 其中

主要控制方程的形式如（２） ～ （４） 式所示。 式中相

关函数和参数的具体表达在文献［１８⁃１９］ 中有详细

论述。
Ｄυ
Ｄｔ

＝ γｅｆｆｐυ － ｍａｘ（ｍｉｎ（γ，β），１．０）Ｄυ ＋

　 １
σ
［ （（υ ＋ υ） υ） ＋ Ｃｂ２（ υ） ２］

γｅｆｆ ＝ ｍａｘ（γ，γｓｅｐ）

γｓｅｐ ＝ ｍｉｎ ｓ１ｍａｘ ０，
Ｒｅυ

３．２３５Ｒｅθｃ
－ １

æ

è
ç

ö

ø
÷ Ｆｒｅａｔｔａｃｈ，２．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Ｆθｔ

Ｐυ ＝ Ｃｂ１Ωυ，　 Ｄυ ＝ Ｃω１ ｆω
υ
ｄ

æ

è
ç

ö

ø
÷

２

（２）

Ｄ（ργ）
Ｄｔ

＝ ｐγ － Ｄγ ＋ ∂
∂ｘ ｊ

（μ ＋ μｔ）
∂γ
∂ｘ ｊ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Ｐγ ＝ ρＦｏｎｅｓｅｔＧｏｎｓｅｔｍａｘ Ω
Ｆ ｌｅｎｇｔｈ

，０．４æ

è
ç

ö

ø
÷

Ｄγ ＝ ρΩγ（１ － Ｇｏｎｓｅｔ） （３）

Ｄ（ρ Ｒｅθｔ）
Ｄｔ

＝ Ｐθｔ ＋
∂
∂ｘ ｊ

２．０（μ ＋ μｔ）
∂ Ｒｅθｔ
∂ｘ ｊ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ｐθｔ ＝ ０．０３ ρ
ｔθｔ

（Ｒｅθｔ － Ｒｅθｔ）（１ － Ｆθｔ）

Ｒｅθｔ ＝ Ｆ（ Ｉｉｎｆ）Ｆ（λθ） （４）
１．３　 嵌套网格方法

相较于其他方法而言，嵌套网格方法在网格处

理方面有 ２ 个额外的步骤，即挖洞（ｈｏｌｅ⁃ｃｕｔｔｉｎｇ）和

插值（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其中，挖洞是将侵入物面内的

网格单元和网格点进行标记，从而在计算中排除这

些单元和点。 插值是对于嵌套网格块边界处的网格

点提供相应的插值模板单元和插值系数，使得流场

信息在相互嵌套的网格块之间进行传递。 本文挖洞

基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Ｘ⁃ｒａｙ 方法，插值采用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ａｐ 与

模板游走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实现方法参考文献

［１３］。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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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求解器验证

对于文中的转捩模型采用标模平板算例（Ｓ ＆
Ｋ 平板［２０］、Ｔ３Ａ 平板［２１⁃２２］ ）和 Ｓ８０９ 翼型［２３］ 进行验

证，对计算得到的表面摩阻因数、压力系数等结果与

相应的试验结果进行比对，说明求解器转捩模拟的

能力。
３ 个算例的来流湍流度及所采用的计算网格规

模在表 １ 中列出，其中 Ｊ 为流向，Ｋ 为物面法向。
Ｓ８０９ 翼型计算网格在图 １ 中给出。

表 １　 验证算例计算状态和网格规模

算例 计算状态 网格规模（Ｊ×Ｋ）

Ｓ ＆ Ｋ Ｉｉｎｆ ＝ ０．０３％ ２０１×８１

Ｔ３Ａ Ｉｉｎｆ ＝ ３．３％ ２０１×８１

Ｓ８０９ Ｉｉｎｆ ＝ ０．０２％，α＝ １°，Ｒｅ＝ ２×１０６ ６９７×１０１

对平板标模算例，对比了 ＣＦＤ 计算与试验测得

的表面摩阻因数，而对 Ｓ８０９ 翼型算例，对比了翼型

表面压力系数。 对比结果如图 ２ ～ ３ 所示，３ 个验证

算例的计算结果展示出了求解器在转捩模拟方面良

好的预测能力和精度。

　 　 　 　 图 １　 Ｓ８０９ 翼型网格　 　 　 　 　 　 　 　 图 ２　 平板标模算例表面 图 ３　 Ｓ８０９ 翼型表面压力系数对比结果

摩阻因数对比结果

３　 计算模型与网格

３．１　 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采用 ＨＰＷ 工作会议提供的旋翼标模

算例－ＰＳＰ 旋翼，其桨叶平面及截面翼型形状如图 ４
所示。 此旋翼共包含 ４ 片桨叶，半径为１．６８９ ｍ，参
考弦长为 ０．１３８ ｍ，桨叶实度 σ 为 ０．１０３ ３，在 ０．９５Ｒ
处有 ３０°的后掠角，桨叶转速为 １ １５０ ｒ ／ ｍｉｎ，对应的

桨尖马赫数为 ０．５８，基于桨叶平均弦长和桨尖速度

的雷诺数为 １．８７×１０６。

图 ４　 ＰＳＰ 旋翼桨叶平面形状

　 　 该旋翼的风洞试验于 ２０１６ 年在 ＮＡＳＡ⁃ＬａＲＣ 旋

翼测试中心［２４］完成，由于试验论文中并未提及相应

的风洞试验湍流度，在本文转捩计算中，湍流度设为

０．７％。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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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计算网格

ＨＰＷ 工作组公开发布了 ＰＳＰ 旋翼标模桨叶的

几何文件和表面网格文件，本文利用上述表面网格

文件生成了相应计算网格，包含对应于 ４ 片桨叶的

贴体网格和笛卡尔背景网格。 背景网格在桨叶附近

进行加密处理。 总网格点数为 ５．１×１０７，其中贴体网

格点数为 ４．４×１０７。 贴体网格中桨叶表面法向首层

网格距离为 ８．９×１０－７ ｍ。 背景网格最密的网格尺度

为 １ ／ １０ 倍的桨叶弦长。 远场网格距离旋转中心约

为 ２０ 倍的桨叶半径长度。 图 ５ 给出了桨叶贴体网

格的 ３ 个截面和最密背景网格的 １ 个截面，以及相

应的挖洞结果。

图 ５　 ＰＳＰ 旋翼标模嵌套网格

４　 计算结果与讨论

在本文具体计算中，先将物理时间步长定为

１° ／步，子迭代步数为 ２ 步，共计算一个旋转周期，得
到合理的初始流场。 并以所得计算结果为初始流

场，将物理时间步长缩短至 ０．５° ／步，子迭代步数增

大至 １５ 步，共计算 ６ 个旋转周期，得到稳定的悬停

流场。 为了对比转捩过程带来的影响，分别采用全

湍流 ＳＡ 模型和 γ⁃ Ｒｅθｔ⁃ＳＡ 转捩模型进行计算，在等

拉力系数的状态下进行 ２ 种模型计算结果的对比。
在计算中通过调整旋翼总距实现上述等拉力系数的

计算要求。
４．１　 旋翼积分力

在悬停状态下，旋翼有 ２ 个最重要的气动力系

数，即拉力系数 ＣＴ 和扭矩系数 ＣＱ。 按照 ＨＰＷ 工作

组的统一定义，（５） 式给出了这 ２ 个系数的计算

公式。

ＣＴ ＝ Ｔ
ρＶ２

ｔｉｐＡ

ＣＱ ＝ Ｑ
ρＶ２

ｔｉｐＡＲ
（５）

式中： Ａ 为旋翼桨盘面积；Ｒ 为桨叶半径；最终悬停

效率（ＦｏＭ） 为
ＣＴ ＣＴ ／ ２

ＣＱ
。

在本文计算中，重点对比同拉力系数下的扭矩

系数和相应的悬停效率。 所有的计算结果均为旋翼

最后一个旋转周期内的平均值。 表 ２ 和图 ６ 给出了

悬停效率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图中试验

值的误差限取自文献［２４］中给出的最小值。 该结

果验证了本文所采用的求解器对于旋翼悬停气动力

系数计算的可靠性，转捩模拟结果和全湍模拟结果

计算误差均在 ５％之内。
表 ２　 ＣＦＤ 预测悬停效率及误差

计算状态 模型
ＣＦＤ 预测

悬停效率 ／ ％
与试验值［２４］相比

百分误差 ／ ％

大拉力 全湍 ７１．２５ ０．１

ＣＴ

σ
＝ ０．０８æ

è
ç

ö

ø
÷ 转捩 ７３．８６ ３．９

小拉力 全湍 ５３．２９ ２．１

ＣＴ

σ
＝ ０．０４æ

è
ç

ö

ø
÷ 转捩 ５９．０４ ２．５

图 ６　 ＣＦＤ 预测旋翼气动性能与试验值对比

对于悬停效率这一评价旋翼气动效率的重要参

数而言，在低拉力状态下，转捩模拟得到明显优于全

湍模拟的结果（约高 １０％），但是在大拉力状态下，
这一优势逐渐缩小（约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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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截面压力分布及桨叶载荷分布

桨叶载荷分布指桨叶拉力和扭矩沿着桨叶展向

的分布，根据 ＨＰＷ 工作组建议，旋翼桨叶截面压力

系数 Ｃｐ、拉力系数 ＣｄＴ 和扭矩系数 ＣｄＴｏｒ 的定义在公

式（６） 中给出，这几个系数均以当地旋转速度进行

无量纲处理。

　 　 Ｃｐ ＝
ｐ － ｐ∞

０．５ρ（Ω ｒ） ２

　 　 ＣｄＴ ＝ ｄＴ ／ ｄｒ
０．５ρｃ（Ω ｒ） ２

　 　 ＣｄＴｏｒ ＝
ｄＱ ／ ｄｒ

０．５ρＲｃ（Ω ｒ） ２ （６）

式中：Ω 为转速；ｒ 为当地半径；ｃ 为当地弦长。
４．２．１　 截面压力分布

沿桨叶展向从 ３０％Ｒ 处开始至 ８０％Ｒ 处结束，
截取了 ６ 组压力分布，对比结果如图 ７ ～ ８ 所示。 其

中图 ７ 为小拉力状态下结果，图 ８ 为大拉力状态下

结果。

图 ７　 小拉力状态桨叶截面压力分布对比　 　 　 　 　 图 ８　 大拉力状态桨叶截面压力分布对比

　 　 相比而言，全湍流模拟结果得到了比较平滑的

桨叶表面压力分布，而由于计入了流动转捩过程，转
捩模拟得到的表面压力分布在流动转捩区域附近出

现了明显波动。 在其余区域，两者压力分布相似且

重合度高。
通过桨叶截面上下表面压力的波动可以判断出

桨叶转捩发生的区域，经过对比与试验［２４］ 中给出转

捩位置保持一致。 进一步证明了本文所采用的求解

器在旋翼悬停自然转捩模拟上的可靠性。 在小拉力

状态下桨叶表面出现较大范围的层流流动，而随着

旋翼拉力的增大，该层流范围逐步减小，这与 ４．１ 节

中旋翼积分扭矩系数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４．２．２　 桨叶载荷分布

图 ９ 给出了不同拉力状态下，全湍流以及转捩

模型计算得到的桨叶载荷系数在桨叶展向上的分

布，其中拉力系数分布呈现出合理的类椭圆形分布。
虽然截面压力分布在转捩区域有明显的波动，

但是对于沿桨叶展向的拉力系数，除了桨叶根部小

拉力区域，２ 种模拟方法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而对于沿桨叶展向扭矩系数来说，由于转捩模拟中

部分区域存在明显的层流流动，在这部分区域转捩

模型预测得到的扭矩系数要低于全湍模型预测的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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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桨叶载荷分布对比

值。 在大拉力状态下，由于表面层流范围的缩小，全
湍模拟和转捩模拟得到的扭矩系数分布也趋于

一致。
４．３　 桨叶表面流线及旋翼尾迹流场形态

４．３．１　 桨叶表面流线

图 １０～１１ 分别显示出不同拉力状态下桨叶上、
下表面的表面流线，可看出全湍状态下桨叶表面流

场变化平缓，但是转捩模拟得到了明显不同的桨叶

表面流线，其表面流线变化明显，在桨叶内侧上表面

发生了明显的流动分离现象，这一现象在全湍模拟

中并没有出现。 表面流线的明显差异也进一步说明

了 ４．２．１ 节中 ２ 种不同模拟方法得到的差异明显的

桨叶截面压力分布。

图 １０　 小拉力状态桨叶表面流线对比

图 １１　 大拉力状态桨叶表面流线对比

４．３．２　 尾迹流场

通过 Ｑ 判据等值面，图 １２ 给出了不同拉力状

态下旋翼桨盘下方的尾迹桨尖涡分布，利用涡量大

小在对应的 Ｑ 等值面上进行相应的染色。 根据上

述计算结果，转捩过程引发的桨叶表面分离对桨尖

涡的影响较小，但是对于桨盘下方小于桨盘半径处

的尾迹结构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同时，随着拉力的

增大，桨尖涡的结构形式出现了一些变化，尾迹流场

中开始出现围绕着桨尖涡的二次涡结构，这一现象

在全湍和转捩模拟中均有所表现。

图 １２　 旋翼尾迹流场对比

５　 结　 论

本文利用自研 ＲＡＮＳ 求解器，对 ＡＩＡＡ ＨＰＷ 工

作组提供的 ＰＳＰ 旋翼标模，在悬停状态下，分别进

行了全湍流模拟和转捩模拟。
计算结果首先表明本文 ＣＦＤ 模拟得到的旋翼

拉力－悬停效率曲线与试验重合度高，计算误差在

５％之内，并且转捩模拟中，ＣＦＤ 方法能正确模拟出

桨叶表面流动的转捩位置。 由此，证明了本文求解

器在旋翼悬停流场模拟方面的可靠性。
其次，通过全湍与转捩模拟结果的对比发现，转

捩过程对桨叶截面压力分布、沿桨叶展向扭矩分布

以及桨叶表面流线均有显著影响，而对沿桨叶展向

拉力分布影响较弱。 转捩过程给桨叶截面压力分布

带来了明显的波动以及桨叶表面流场的明显分离。
相比于全湍结果，转捩模拟在层流区域得到了更低

的扭矩系数，从而带来了悬停效率 ４％ ～ １０％ 的

增量。
最后，对于旋翼桨盘下方桨尖涡，转捩过程没有

明显影响，但是由于转捩过程带来的流动分离，对于

内侧桨叶下方尾迹区域，转捩过程带来了明显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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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ｈｔｔｐ： ／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ｒｇ ／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 ｂｙ ／ ４．０），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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