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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翼布局太阳能无人机低雷诺数反弯翼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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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某手抛式小型飞翼布局太阳能无人机的应用需求，开展俯仰力矩约束下高升力、失速和

缓的低雷诺数反弯翼型优化设计研究。 结合特定低雷诺数下翼型算例，验证了准定常和非定常数值

模拟方法求解低雷诺数转捩流动问题和大迎角失速分离流动问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基于 ＣＳＴ 参数

化方法、ＭＩＧＡ 优化算法、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等搭建了低雷诺数反弯翼型优化设计框架；以 ＮＡＣＡ ８⁃Ｈ⁃
１２ 反弯翼型作为基准进行优化设计研究，结果表明：优化翼型在大迎角状态下的失速特性及升阻特性

得到显著改善，设计结果有利于小型飞翼布局太阳能无人机的手抛式起飞及高升力长航时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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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无人机采用太阳光辐射能作为动力，理
论上具有“绿色永久飞行”的能力，在侦察监视、通
信中继等方面具有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
随着国内外应用需求不断增长，轻小型低空太阳能

无人机正在由新概念探索、关键技术攻关，迅速向实

用化、工程化迈进［１⁃２］。 然而，由于飞机尺度小、飞
行速度低，其低雷诺数翼型气动设计问题日益严峻。

一般在低雷诺数状态下，翼型附面层内易于发

生分离、转捩和再附等复杂流动现象，进而导致翼型

气动特性急剧恶化［３］。 因此，常规低雷诺数翼型设

计主要是以增升减阻为目的，如“在翼面上保持附

着层流， 使不产生分离流” 的层流翼型设计思

想［４⁃５］，或“保持翼型前缘流动附着，对翼面流动分

离和转捩进行控制和设计”的高升力翼型设计思

想［６⁃１０］等，这些在常规布局太阳能无人机设计应用

中均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然而，面对太阳能无人机

对更高气动效率和更高光伏组件铺设率的要求，采
用常规布局已经很难再挖掘气动和能源系统的潜

力，开展飞翼、翼身融合等非常规布局的低雷诺数翼

型设计研究已经成为必要。 然而，由于飞翼布局自

身气动力设计较为独特，在翼型设计时即需对俯仰

力矩特性进行综合考虑，但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对于

低雷诺数翼型俯仰力矩特性的关注相对较为欠缺，
仅甘文彪等［１１⁃１２］ 针对某全翼式布局太阳能无人机

低雷诺数反弯翼型进行了设计研究和数值分析。
此外，对于轻小型低空太阳能无人机而言，追求

长航时性能是其气动布局研究的最终目标，因此该

类型无人机往往需要在航时因子较高的高升力系数

状态或低需用功率状态下飞行，甚至在靠近最大升

力系数附近，以更低的速度、更小的功率飞行，从而

获得最长留空时间［１２］。 这就意味着，采用飞翼布局

形式的轻小型低空太阳能无人机将面临高升力、失
速和缓、俯仰力矩特性等多重约束和要求，其低雷诺

数翼型设计问题亦将更加复杂和困难。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某手抛式小型太阳能

无人机的应用需求，结合优化方法开展了飞翼布局

约束下的低雷诺数反弯翼型设计研究，对在低雷诺

数条件下获取高升力长航时飞行性能的反弯翼型设

计思路和设计方法进行探索和分析。

１　 数值计算方法

在低雷诺数条件下，翼型附面层内层流分离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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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ｌａｍｉｎａ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ｂｂｌｅ，ＬＳＢ）的产生对压力

分布形态影响十分显著，是决定低雷诺数翼型俯仰

力矩特性的关键因素。 因此，能够准确预测层流分

离泡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低雷诺数翼型设计研究

至关重要。 目前直接数值模拟（ｄｉｒｅｃｔ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ＮＳ ） 和 大 涡 模 拟 方 法 （ ｌａｒｇｅ ｅｄｄ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Ｓ）在流动转捩和层流分离泡预测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１３］，但受计算时间、计算资源等限制，
并不适用于工程设计。

因此，为提高设计效率，本文基于商业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采用耦合 ｋ⁃ｋＬ⁃ω 转捩模型［１４⁃１５］ 准定常求

解雷诺平均 Ｎ⁃Ｓ （ Ｒｅｙｏｌｄ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ＲＡＮＳ）方程的计算方法来对低雷诺数翼型转捩流

动问题进行高效数值模拟和优化设计。 此外，为准

确反映设计翼型大迎角状态失速特性得到改善的流

动机理，采用耦合 ｋ⁃ω 剪切应力输运 （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ＳＴ）湍流模型［１６］的分离涡模拟（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ｅｄｄ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Ｓ）非定常求解方法［１７⁃１９］ 对其大

迎角失速分离流动问题进行高精度数值模拟和分

析。 数值计算过程中，采用二阶迎风 ＭＵＳＣＬ 插值

的 Ｒｏｅ 格式进行空间离散，采用隐式 ＡＦ 方法进行

时间离散和推进。
为验证本文数值模拟方法对低雷诺数转捩流动

问题和大迎角失速分离流动问题求解的准确性及可

靠性，选取拥有丰富气动力试验数据及压强测量数

据的 Ｅｐｐｌｅｒ ３８７ 翼型低雷诺数绕流算例［２０⁃２１］来进行

分析研究。 参考 ＮＡＳＡ 兰利研究中心低湍流度风洞

试验条件，选取数值模拟状态为：Ｍａ＝ ０．０９，迎角 α＝
－２° ～ １６°，Δα ＝ ２°，翼型弦长雷诺数 Ｒｅｃ ＝ ３．０×１０５。
如图 １ 所示，分别采用 ３６０×１５０ 和 ６４０×３３０ 的 Ｏ 型

网格进行划分，近壁面第一层网格高度分别为 ｙ＋≈
０．５ 和 ｙ＋≈０．１，网格高度由壁面向计算远场呈指数

型增长，增长率分别设为 １．１ 和 １．０４。 在计算过程

中，为提高 ＤＥＳ 模型方法计算效率，采用在 ＲＡＮＳ
准定常数值模拟方法计算结果收敛的基础上继续迭

代的方式进行非定常计算，时间步长取为０．０００ ４ ｓ，
子迭代步数设为 ２０，在 １０ ０００ 个时间步之后对计算

结果进行采样平均，共采样 ５００ 个时间步，最终得到

时均化气动力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图 １　 Ｅｐｐｌｅｒ ３８７ 翼型二维网格示意

图 ２ 所示为不同计算迎角下 Ｅｐｐｌｅｒ ３８７ 翼型准

定常 ／非定常气动力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的对比。
图 ３ 所示为 Ｅｐｐｌｅｒ ３８７ 翼型在 α ＝ ０° ～ １６°，Δα ＝ ４°
的时均化计算压力分布与试验结果之间的对比。

图 ２　 Ｅｐｐｌｅｒ ３８７ 翼型气动力特性曲线对比

　 　 可以看出，在 α＝ －２° ～８°的升力线性范围内，本
文准定常 ／非定常数值模拟方法对 Ｅｐｐｌｅｒ ３８７ 翼型

的气动特性及压强分布的预测结果均与试验值吻合

良好，而相比较于 ＤＥＳ 非定常数值模拟方法，ＲＡＮＳ

准定常数值模拟方法对翼型俯仰力矩特性的预测更

加准确，这表明 ｋ⁃ｋＬ⁃ω 转捩模型对小迎角状态下翼

型附面层内层流分离泡结构的捕捉以及对流动转捩

位置的预测均较为精准。

·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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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Ｅｐｐｌｅｒ ３８７ 翼型压力分布对比

随着计算迎角不断增大，ＲＡＮＳ 准定常数值模

拟方法气动力计算误差逐渐增大，尽管其对翼型气

动力随迎角变化趋势的整体预测精度尚可，但由图

３ａ）压力分布对比可以看出，该准定常数值模拟方

法对大迎角状态下翼型上表面流动分离的预估不

足，对翼型失速特性的反映不够准确。 而 ＤＥＳ 非定

常数值模拟方法计算精度则相对较高，尤其对翼型

大迎角失速状态下的气动力预测与试验值相对吻合

更好。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图 ３ｂ）压力分布对比

可以看出，在计算迎角 α ＝ １６°状态下，试验得到翼

型表面压力分布沿弦向变化平缓均匀，但 ＤＥＳ 非定

常时均化结果则波动较大，且总体上对翼型前半部

的分离涡强度预估过强，而对翼型后半部的分离涡

强度预估稍有不足，这也导致 ＤＥＳ 非定常数值模拟

计算得到的翼型抬头力矩相对试验值较大。
总的来说， 本文基于 ｋ⁃ｋＬ⁃ω 转捩模型的 ＲＡＮＳ

准定常数值模拟方法和 ＤＥＳ 非定常数值模拟方法

基本能够满足飞翼布局约束下的低雷诺数反弯翼型

设计和大迎角失速特性分析的求解精度需求。

２　 优化设计问题及方法

２．１　 翼型参数化方法

本文采用在翼型设计中应用极为广泛的 ＣＳＴ
方法［２２⁃２３］ 对低雷诺数反弯翼型进行参数化建模。
ＣＳＴ 参数化的翼型可以表示为

ｙｕ ＝ Ｃ（ｘ）Ｓｕ（ｘ） ＋ ｘｙｔｕ （１）
ｙｄ ＝ Ｃ（ｘ）Ｓｄ（ｘ） ＋ ｘｙｔｄ （２）

Ｃ（ｘ） ＝ ｘＮ１（１ － ｘ） Ｎ２ （３）

Ｓｕ（ｘ） ＝ ∑
Ｎ

ｉ ＝ ０
ＡｕｉＳｉ（ｘ） （４）

Ｓｄ（ｘ） ＝ ∑
Ｎ

ｉ ＝ ０
ＡｄｉＳｉ（ｘ） （５）

Ｓｉ（ｘ） ＝ Ｎ！
ｉ！ （Ｎ － ｉ）！

ｘｉ（１ － ｘ） Ｎ－ｉ （６）

式中： ｘ，ｙ 分别为翼型横坐标和纵坐标；下标 ｕ，ｄ 分

别为上（ｕｐｐｅｒ） 下（ｄｏｗｎ） 的首字母缩写；下标 ｔ 为
翼型后缘（ｔｒａｉｌｉｎｇ ｅｄｇｅ，ＴＥ） 的首字母缩写。 Ｃ（ｘ）
为类函数，取 Ｎ１ ＝ ０．５，Ｎ２ ＝ １．０。 Ｓ（ｘ） 为型函数，其
中 Ａｕｉ，Ａｄｉ 为上下翼面待定系数，即翼型的控制变

量。 Ｓｉ（ｘ） 为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多项式，其中 Ｎ 取为 ６，设计

翼型上下表面共计 １４ 个控制变量。
２．２　 优化设计问题描述

针对飞翼布局太阳能无人机这一研究对象，考
虑其手抛式起飞方式及追求高升力长航时飞行性能

的应用需求，对低雷诺数反弯翼型提出了以下设计

要求：一方面，需满足巡航迎角（αｃｒｕｉｓｅ）下的高升阻

比、高航时因子要求，另一方面，需满足大迎角

（αｌａｒｇｅ）下的高升力、高航时因子需求。 同时，在不

同计算迎角下，优化翼型俯仰力矩系数（ ｃｍ⁃ｏｐｔｉｍａｌ）需
始终不小于基准翼型俯仰力矩系数（ ｃｍ⁃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此

外，结合实际工程中结构强度需求及载荷空间需求，
将翼型最大相对厚度（ ｔ ／ ｃｍａｘ）及后缘厚度（ ｔＴＥ）均约

束为保持不变。
至此，本文低雷诺数反弯翼型优化设计问题可

以表达为

·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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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ａｘ Ｊ ＝ ω５ ω１

ｃｌ
ｃｄ

æ

è
ç

ö

ø
÷ ＋ ω２

ｃ３ ／ ２ｌ

ｃｄ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αｃｒｕｉｓｅ

＋

　 　 ω６ ω３ ｃｌ１００( ) ＋ ω４

ｃ３ ／ ２ｌ

ｃｄ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αｌａｒｇｅ

ｓ．ｔ．
ｔ ／ ｃｍａｘ ＝ ｃｏｎｓｔ．
ｔＴＥ ＝ ｃｏｎｓｔ．
ｃｍ⁃ｏｔｉｍａｌ ≥ ｃｍ⁃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ì

î

í

ï
ï

ïï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７）

式中： ｃｌ 与 ｃｄ 为低雷诺数反弯翼型计算升力系数和

阻力系数；ω１，ω２ 为巡航迎角下升阻比和航时因子

的权重系数；ω３，ω４ 为大迎角下升力和航时因子的

权重系数；ω５，ω６ 为巡航迎角特性和大迎角特性的

权重系数。
２．３　 基于代理模型的优化设计框架

如图 ４ 所示，采用多岛遗传算法（ｍｕｌｔｉ⁃ｉｓｌ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ＩＧＡ） ［２４］ 为搜索器进行单目标寻

优，其中子群规模设定为 １２，岛屿数为 １２，遗传代数

设定为 ２０，交叉率设定为 ０．７，变异率设定为 ０．３，岛
间迁移率设定为 ０．５，迁移间隔代数设定为 ４。 为了

进一步提高设计效率，在优化过程中，采用均匀试验

设计方法［２５］ 与最小化代理模型预测（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ｓｕｒ⁃
ｒｏｇ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ＳＰ）法则［２６］相配合来构建和更新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２７⁃２８］的方式，实现对实际数值计算

过程的逼近和代替。

图 ４　 低雷诺数反弯翼型优化设计流程

具体设计步骤可以概括为：①根据试验设计方

法进行初始种群抽样，将初始样本点数目设定为

１２０，采用 ＲＡＮＳ 准定常数值模拟方法并行计算出各

样本点响应值；②基于样本点数据建立代理模型，并
进行子优化求解；③根据加点法则获取有效的新样

本点，并将新的样本点加入构建代理模型的样本点，

完成代理模型更新；④判断优化是否结束，未结束则

跳转至步骤②，结束则输出优化结果，进入优化翼型

分析验证。

３　 设计结果及分析

结合某手抛式小型飞翼布局太阳能无人机实际

工作状态，将本文低雷诺数反弯翼型设计状态确定

为：飞行高度 Ｈ＝ ６ ０００ ｍ，来流速度 Ｖ∞ ＝ １５ ｍ ／ ｓ，弦
长 ｃ＝ ０．４ ｍ，弦长雷诺数 Ｒｅｃ ＝ ２．５ ×１０５，巡航迎角

αｃｒｕｉｓｅ ＝ ８°，计算大迎角 αｌａｒｇｅ ＝ １４°。 选取 ＮＡＣＡ ８⁃Ｈ⁃
１２ 反弯翼型作为基准，在兼顾巡航状态翼型升阻特

性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大迎角失速状态分离流动特

性，取 ω１ ＝ ０．４，ω２ ＝ ０．６，ω３ ＝ ０．４，ω４ ＝ ０．６，ω５ ＝ ０．３，
ω６ ＝ ０．７ 的权重系数组合作为算例进行优化设计

研究。
图 ５ 为优化前后翼型轮廓曲线对比，可以看出，

优化后翼型前缘半径相对有所增大，翼型头部弯度

亦有所增大，而翼型中部正弯度及后缘反弯趋势则

相对有所减弱，最大厚度位置亦稍有前移。

图 ５　 优化设计前后翼型轮廓曲线对比

分别采用准定常 ／非定常数值模拟方法对设计

状态下基准翼型和优化翼型的低雷诺数绕流问题进

行计算和分析，其中翼型计算网格划分方式及数值

计算设置等均与前文低雷诺数翼型算例保持一致，
计算迎角范围取为 α＝ －４° ～２０°，但准定常计算迎角

间隔取为 Δα＝ ２°，非定常计算迎角间隔则取为 Δα＝
４°。 首先，针对采用 ２ 种数值模拟方法计算得到的

优化前后翼型气动力特性进行对比分析，其次，以
ＲＡＮＳ 准定常数值模拟方法结果为主，对优化前后

翼型时均化绕流流场特性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最后，
以 ＤＥＳ 非定常数值模拟方法结果为主，对大迎角失

速状态下优化前后翼型非定常流动发展进行研究。
３．１　 气动力特性分析

图 ６ 为优化前后翼型气动力特性曲线对比。 由

图可以看出，准定常 ／非定常 ２ 种数值模拟方法在

α＝ －４° ～８°迎角范围内计算得到的优化前后翼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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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特性变化趋势一致，而在 α ＝ ８° ～ ２０°迎角范围内

计算结果差异较大，但整体上均表明优化翼型在巡

航状态及大迎角失速状态下的升阻特性和俯仰力矩

特性均相比基准翼型得到明显改善。

图 ６　 优化设计前后翼型气动力特性曲线对比

　 　 准定常数值计算结果表明：优化翼型在满足俯

仰力矩约束的前提下，全计算迎角范围内升力系数

与基准翼型相比较均有所提高，升力线斜率则基本

不变，最大升力系数相对提高近 １２．６％，且最大升力

系数对应迎角则由 １４°增大到 １６°，可以有效改善小

型飞翼布局太阳能无人机的手抛式起飞性能，此外，
优化翼型阻力曲线相对基准翼型整体右移，在正迎

角状态下阻力特性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在较高升力

系数下，阻力系数随升力系数的增长相对较为缓慢，
这使得优化翼型在设计迎角状态下的升阻比及航时

因子均有所提高，其中，在巡航迎角 α ＝ ８°状态下优

化翼型计算升阻比相对提高约 ３．２６％，航时因子相

对提高约 ３．２３％，而在计算大迎角 α ＝ １４°状态下优

化翼型计算升阻比相对提高约 ４４．０６％，航时因子相

对提高约 ４２．７０％。
非定常数值计算结果表明：在全计算迎角范围

内，优化翼型相比基准翼型的升阻特性始终更优，在
巡航迎角 α＝ ８°状态下，优化翼型计算升阻比相对

提高约 ６．７９％，航时因子相对提高约 ４．１９％。 尽管

优化前后翼型均在 α ＝ １２°迎角状态下开始失速，但
优化翼型失速特性相对和缓，升力随迎角维持较好，

且阻力随迎角增加相对缓慢，如在 α ＝ １２°，α ＝ １６°，
α＝ ２０°迎角失速状态下，优化翼型计算升阻比相对

分别提高约 ３９．７７％，５５．５７％，５５．６２％，航时因子相

对分别提高约 ４４．４５％，５８．７０％，７８．２１％，这有利于

手抛式小型飞翼布局太阳能无人机的高升力长航时

飞行。
３．２　 时均化绕流流场特性分析

图 ７ 给出采用准定常数值模拟方法计算得到的

α＝ ８°，１２°，１６°迎角下优化前后翼型压力分布对比。

图 ７　 优化设计前后翼型压力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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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知，在计算迎角 α ＝ ８°状态下，基准翼型

前缘呈陡峭型压力分布，且在计算迎角增大为 α ＝
１２°时，基准翼型上表面代表层流分离泡结构的低压

平台区域迅速前移，且低压平台长度显著减小，基准

翼型附面层内流动特征分布发生显著改变，之后随

着计算迎角进一步增大，基准翼型头部压力分布特

征基本保持不变；相应地，在计算迎角 α ＝ ８°状态

下，优化翼型前缘为圆顶型压力分布，气流加速区内

压力变化和缓，且前缘吸力峰值相对基准翼型较低，
同时其上表面低压平台相对靠前，低压平台长度相

对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后缘反弯减弱带

来的低头力矩增加，之后随着迎角不断增大，优化翼

型上表面低压平台逐渐前移，但前移幅度始终相对

较小，压力分布特征变化相对更加缓和，未出现如基

准翼型一般的突跃式改变，同时优化翼型前缘压力

分布形态逐渐由圆顶型转变为陡峭型。
图 ８ ～ ９ 分别给出采用准定常数值模拟方法计

算得到的优化前后翼型在 α＝ ６° ～１６°迎角范围内的

时均化绕流流场特性分布对比，主要包括湍流强度

分布和流线分布， 同时也给出翼型上表面层流分离

图 ８　 基准翼型绕流流场结构示意

图 ９　 优化翼型时均化绕流流场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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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结构和二次湍流分离等流场细节的局部放大图，
其中标记“Ｓ”、“Ｔ”、“Ｒ”、“ＳＴ”分别表示层流分离、
流动转捩、湍流再附着、湍流分离。 表 １ ～ ２ 分别给

出各计算迎角下优化前后翼型上表面附面层内流动

特性参数，包括图 ８～９ 所示层流分离、流动转捩、湍
流再附着、湍流分离的弦向相对位置，以及所形成的

层流分离泡长度，其中翼型附面层内流动分离及再

附着位置主要依靠 Ｖｘ 矢量方向进行判断，流动转捩

位置则通过湍流强度 Ｉｔ ≥０．１ 判断。 可以看出，随着

计算迎角变化，翼型附面层内流动呈现 ２ 种典型结

构：一种是低雷诺数典型层流分离泡结构；另一种是

在翼型前缘形成层流分离泡的同时在翼型后部发生

湍流分离。

表 １　 基准翼型附面层内流动特征位置分布

ｘ ／ ｃ α＝ ６° α＝ ８° α＝ １０° α＝ １２° α＝ １４° α＝ １６°

层流分离 ０．３３５ ０．３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流动转捩 ０．４０４ ０．３７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湍流再附 ０．５１８ ０．４９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４

层流分离泡长度 ０．１８３ ０．１８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０

湍流分离 ０．６８４ ０．５１９ ０．３８４

表 ２　 优化翼型附面层内流动特征位置分布

ｘ ／ ｃ α＝ ６° α＝ ８° α＝ １０° α＝ １２° α＝ １４° α＝ １６°

层流分离 ０．１８３ ０．１３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流动转捩 ０．２６４ ０．２０４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５

湍流再附 ０．３４４ ０．２７９ ０．２３０ ０．２３０ ０．１０５ ０．０７３

层流分离泡长度 ０．１６１ ０．１４４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４

湍流分离 ０．６０９ ０．４７８

　 　 不同的是，对于基准翼型而言，在计算迎角 α
由 ８°增大为 １０°时，翼型附面层内层流分离泡结构

显著前移，且层流分离泡长度明显减小，翼型绕流流

场结构特征已然发生改变；当计算迎角 α 由 １０°增
大为 １２°时，翼型前部层流分离泡位置及长度改变

较小，但翼型中后部在后缘反弯轮廓特征的作用下，
出现后缘湍流分离现象，翼型绕流流场结构特征又

一次发生改变；之后随着计算迎角进一步增大，翼型

前部附近层流分离泡位置及长度基本保持不变，翼
型中部湍流分离点则逐渐前移，后缘湍流分离区域

亦不断增加。
而对于优化翼型而言，其后缘反弯轮廓特征相

对较弱，因此在计算迎角 α 由 ８°增大为 １２°的过程

中，翼型附面层内流动特征位置基本没有显著改变，
流场结构特征始终较为一致；之后随着计算迎角进

一步增大，翼型中后部出现湍流分离现象，翼型绕流

流场结构特征发生本质改变，但相比于基准翼型，优
化翼型附面层内湍流分离位置始终靠后，后缘分离

强度亦相对较弱，因此优化翼型在大迎角状态下升

阻特性相对更优。
总的来说，在小迎角状态下，基准翼型前缘压力

分布呈陡峭型，而优化翼型前缘压力分布则呈圆顶

型，这使得优化翼型前部载荷分布变化相对更加缓

和，有利于推迟流动分离点的前移，进而拓展升力线

性段范围。 此外，在大迎角状态下，优化翼型后缘反

弯减弱则有利于抑制翼型后部湍流分离的发生，以
及降低翼型后部分离流动的强度，是优化翼型失速

迎角和最大升力系数均相对基准翼型有所增大的主

要原因。
３．３　 大迎角失速状态非定常流动特征分析

图 １０～１２ 分别给出优化设计前后翼型在失速

发生前后 α＝ １２°，α＝ １６°，α＝ ２０°迎角状态下不同时

刻（ ｔ１ ＝ ４４．２０ ｓ，ｔ２ ＝ ４４．２８ ｓ，ｔ３ ＝ ４４．３６ ｓ，ｔ４ ＝ ４４．４４ ｓ，
ｔ５ ＝ ４４． ５２ ｓ， ｔ６ ＝ ４４． ６０ ｓ）的瞬时压力分布和时均

（ｔｉｍ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压力分布对比。 可以看出，在计算

迎角 α ＝ １２°状态下，优化翼型上表面时均化的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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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范围（０≤ｘ ／ ｃ≤０．５）相比基准翼型（０≤ｘ ／ ｃ≤
０．２５）明显更大，同时优化翼型后缘附近的压力恢复

特征相对基准翼型更优，压差阻力特性相对更佳。
此外，基准翼型上表面瞬时压力分布随时间变化规

律性相对较差，除翼型前缘吸力峰之外可观测存在

３～４ 处较为明显的低压峰，而优化翼型上表面瞬时

压力分布规律性相对较强，除翼型前缘吸力峰之外

可观测存在 ２ 处明显低压峰，同时在翼型后半段

０．６≤ｘ ／ ｃ≤１．０ 范围内，优化翼型上表面分布的低压

峰值相对基准翼型明显较低，这表明优化翼型瞬态

流场内的分离涡流动强度相对基准翼型较弱。

图 １０　 优化设计前后翼型压力　 　 　 　 图 １１　 优化设计前后翼型压力　 　 　 　 图 １２　 优化设计前后翼型压力

分布对比（α＝ １２°） 分布对比（α＝ １６°） 分布对比（α＝ ２０°）

　 　 当计算迎角增大为 α ＝ １６°时，基准翼型和优化

翼型的瞬时压力分布特征与时均化压力分布特征在

宏观上均与 α＝ １２°状态较为一致。 随着迎角增大，
２ 种翼型前缘吸力峰值均有所增大，而上表面时均

化低压区域范围均相对减小，但优化翼型上表面时

均化低压区域范围（０≤ｘ ／ ｃ≤０．３５）相比基准翼型

（０≤ｘ ／ ｃ≤０．２）始终较大，这与准定常数值模拟方法

计算得到的优化前后翼型压力分布特征变化趋势较

为一致（见图 ７）。
当计算迎角进一步增大为 α ＝ ２０°时，基准翼型

和优化翼型的压力分布特征相比 α ＝ １２°，α ＝ １６°状
态发生明显改变。 对于基准翼型而言，随着迎角增

大，其前缘吸力峰值相对降低，同时其上表面时均化

压力分布出现范围较广（０．３≤ｘ ／ ｃ≤０．７）、幅值稳定

的低压平台，也即有大范围翼面始终处于分离涡流

动的影响之中。 而对于优化翼型而言，随着迎角增

大，其前缘吸力峰值不断增大，且相比较基准翼型显

著较大，这也是优化翼型在当前迎角下的计算升力

相比基准翼型更大（见图 ６ａ））的主要原因。 同时优

化翼型上表面瞬时压力分布的波峰、波谷基本上仅

出现在 ０≤ｘ ／ ｃ≤０．５ 范围内，这与基准翼型的分离

流动特征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优化翼型的分离涡流

动强度相对基准翼型明显较弱。
为进一步分析计算迎角 α ＝ ２０°状态下翼型绕

流流场内分离涡结构的发展，如图 １３ 所示，采用 Ｑ
准则［２９］对 α ＝ ２０°迎角下各时刻流场内的涡核进行

判断。 可以看出，基准翼型在大迎角失速状态下的

分离流动是以前缘失速涡的产生、向下游发展和向

翼型斜上方脱落为主导，其上翼面中段会伴随产生

有一个由剪切层分离形成的分离泡，这与图 １２ａ）中
０．３≤ｘ ／ ｃ≤０．７ 弦长范围内时均化低压平台相对应。
相比较下，优化翼型在大迎角失速状态下，其后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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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逆时针旋转的尾涡（起动涡），同时其前缘也会

形成前缘失速涡，而最显著的特点是，前缘失速涡在

向下游发展过程中不脱落，始终滞留在翼型近壁面

附近，而顺时针旋转的失速涡在发展至翼型后缘处

时会与逆时针旋转的尾涡配对，二者相互作用使两

涡心都存在向下的速度，该速度与主流速度叠加后，
尾涡向翼型下游泄出，而失速涡则在翼面和新生尾

涡的作用下逐渐消弭，显然，这种特殊而复杂的分离

涡形态有效抑制了优化翼型近壁面区域内大尺度分

离涡的形成和发展。

图 １３　 优化设计前后翼型绕流流场内分离涡结构随时间发展（α＝ ２０°）

４　 结　 论

１） 本文所发展的基于 ｋ⁃ｋＬ⁃ω 转捩模型的

ＲＡＮＳ 准定常数值模拟方法和耦合 ｋ⁃ω ＳＳＴ 湍流模

型的 ＤＥＳ 非定常数值模拟方法对于低雷诺数转捩

流动问题和翼型大迎角失速分离流动问题具有较高

的求解精度，其中 ＲＡＮＳ 准定常数值模拟方法对于

翼型附面层内流动分离及转捩位置预测较为精准，
而 ＤＥＳ 非定常数值模拟方法则可以较好地捕捉大

迎角状态下翼型绕流流场内分离涡的产生和发展，
可以满足低雷诺数反弯翼型设计和失速特性研究

需求。
２） 本文基于手抛式飞翼布局太阳能无人机的

应用需求所发展的低雷诺数反弯翼型优化设计方法

切实可行。 优化翼型最大升力系数以及大迎角失速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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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的升阻比、航时因子均相对显著提高，同时优

化翼型绕流流场内相对基准翼型较多较弱的分离涡

结构有效抑制了距离翼型较近区域内的大尺度分离

涡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失速状态升力损失，达到了

失速和缓的设计目标，有利于小型飞翼布局太阳能

无人机的手抛式起飞和高升力长航时飞行。
３） ＲＡＮＳ 准定常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巡航状

态下，翼型前缘圆顶型压力分布形态使得其前部载

荷分布变化更加缓和，有利于推迟流动分离点的前

移，进而拓展升力线性段范围；而在大迎角状态下，
翼型后缘反弯减弱有利于抑制翼型后部湍流分离的

发生，以及降低翼型后部分离流动的强度，可以有效

改善翼型大迎角失速特性，提高失速迎角和最大升

力系数。

４） ＤＥＳ 非定常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计算迎角

α＝ １２°～１６°范围内，优化翼型上表面时均化的低压

区域范围相比基准翼型更大，同时优化翼型后缘区

域压力恢复形态相对更优；而在计算迎角 α 增大为

２０°时，基准翼型前缘吸力峰值显著降低，且上表面

存在大范围低压平台，而优化翼型前缘吸力峰值有

所增大，且翼型上表面瞬时压力分布的波峰、波谷出

现的区域保持稳定。 这是因为基准翼型在大迎角失

速状态下的分离流动是以前缘失速涡的产生、向下

游发展和向翼型斜上方脱落为主导，而优化翼型在

大迎角失速状态下的绕流流场结构则较为特殊，通
过失速涡和后缘尾涡的相互作用，有效避免了近壁

面区域内大尺度分离涡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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