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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火箭橇试验是飞行器空气动力学重要试验手段，然而强烈的地面与轨道干扰会影响试

验的精度，甚至导致试验失败。 采用尺度自适应 ＳＡＳ 方法和基于铺层算法的动网格技术对不同马赫

数下的超声速火箭橇滑行过程进行数值模拟，探究了超声速火箭橇的气动力致振机理。 采用了数值

风洞模拟方法对超声速火箭橇无限空间绕流和仅包含地面的橇体绕流进行仿真，分析了不同环境条

件下的激波特征。 结果表明：超声速火箭橇的头激波传播至轨道和地面时会发生激波反射，反射激波

的存在会导致超声速火箭橇产生升力，并带来阻力的略微增加；反射激波与轨道扣件的周期性碰撞使

得其尾迹区具有非定常特征；火箭橇的气动力激励振动频率与尾迹波动频率一致，即气动力激励振动

对非定常尾迹具有锁频现象。 此外，压力信号的功率谱密度分析表明气动力激励振动存在谐声现象，
这与锁频现象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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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种先进技术的推动下，超声速和高超声速

飞行器设计受到了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重点关注。 例

如，美国国防部 ２１ 世纪初开始实施的 ＮＨＦＲＰ 计

划，以及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高超声速应用研究国家联

盟”项目［１］。 开展高速飞行器设计研究需要开展大

量的试验以验证新的理论与技术。 对于飞行器的空

气动力学试验而言，常见的试验方式有风洞试验、真
实飞行试验和地面滑行试验等。 由于受到空间限

制，风洞仅能开展缩比尺寸高速飞行器试验。 真实

尺寸高速飞行器的空中飞行试验成本较高，不适合

在设计阶段开展。
火箭橇试验系统属于一种地面滑行试验装备。

它以火箭发动机为动力装置，推动装有被试件的试

验平台沿着高精度轨道高速滑行［２］。 火箭橇试验

系统兼具风洞试验和自由飞行试验的优点。 与风洞

试验相比，火箭橇试验系统可以开展全尺寸试验而

非缩比模型，获取的试验数据更加真实可信。 目前

学者对于风洞流场品质的改善和试验精度的提高已

有过大量研究［３⁃５］，而对于提高火箭橇试验精度的

研究较少。 相比于自由飞行试验，火箭橇试验系统

的整体研制周期更短，试验效费比更高。 因此，火箭

橇试验系统具备较好的实用价值和发展前景，可应

用于机载设备的性能试验、空气动力学试验等研究。
美国是最早开展超声速火箭橇研究并着手建设

的国家，设计并建造了二十多条用于火箭橇试验的

轨道。 其中，最为著名的轨道为霍洛曼高速测试轨

道［６］。 美国以此为依托进行了多项试验，积累了大

量的数据，研究人员也针对这些数据提出了许多火

箭橇系统理论。 俄罗斯、英国及法国都相继建成了

自己的火箭橇试验系统，主要用于弹射与导弹

试验［７］。
我国火箭橇试验系统发展较晚，直至 １９９７ 年才

于湖北省建成第一条火箭橇滑轨。 随着我国襄北高

精度火箭橇滑轨扩建工程的开展，滑轨长度已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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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米，足以开展超声速火箭橇试验［８］。 然而，大
量的试验数据表明，随着运行速度的增加，火箭橇在

滑轨上产生的不利振动会逐步加剧。 该试验场上的

多次失败试验结果表明，这种不利振动会威胁到火

箭橇试验的安全［９］。 火箭橇的振动来源主要涉及

橇 ／轨接触、火箭发动机推力波动以及高速运动带来

的气动力致振。 其中，气动力致振是指火箭橇头激

波与地面、轨道与扣件发生碰撞反射，对橇体产生非

线性的气动力激励振动。 反射激波与边界层相互作

用会形成新的涡流［１０］，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理想试验

环境。 此外，相较于旋成体部分，滑靴、支撑件等类

方柱体结构会发生更为明显的振动响应［１１］。
针对火箭橇的气动力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开

展了一些相关的试验和数值研究工作。 Ｋｒｕｐｏｖａｇｅ
等［１２］对 ３ 种双轨超声速火箭橇进行了多次试验，发
现气动力是造成拉力改变的重要原因。 Ｒｉｇａｌｉ 等［１３］

开展了单轨超声速火箭橇试验，结果表明火箭橇地

面试验可以较好地还原低空飞行器的飞行环境。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４⁃１６］ 分析了火箭橇的数值边界条件，并采

用结构有限元方法对某型双轨火箭橇进行数值模

拟，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张立乾等［１７］ 对

超声速单轨火箭橇运行过程中的气动变化进行了数

值模拟，发现气动力的非恒定性、火箭发动机所产生

推力的偏心度都会引起橇身的振动。 党峰等［１８］ 对

某火箭橇一体化设计结构进行数值模拟，并讨论了

跨声 速 工 况 时 气 动 外 形 对 流 场 特 性 的 影 响。
Ｌｏｆｔｈｏｕｓｅ 等［１９］利用 ＣＦＤ 软件对霍洛曼高速测试轨

道的窄轨火箭橇在空气和氦气环境下进行三维数值

模拟。 结果表明，垂直楔形滑橇产生的激波会冲击

到火箭橇体，激波产生的高温高压停滞区域会降低

火箭橇性能，甚至会损坏火箭橇滑行试验。 Ｌｕｍｂ
等［２０］设计了一种新的火箭橇试验，并利用 ＣＦＤ 进

行效果测试。 通过对运行轨道进行预热，可以把火

箭橇运行速度由 Ｍａ３ 提高到 Ｍａ５。 Ｓｔｒｉｋｅ 等［２１］ 对

位于固定在轨道上的火箭橇进行了来流 Ｍａ 为 ２ 至

５ 的风洞试验，并改变了离地高度、滚转角等参数，
获得了滑块距离、来流马赫数等参数对火箭橇气动

载荷的影响。
由于超声速火箭橇常采用尖拱旋成体构型，橇

体头锥处形成的斜激波与地面、轨道和轨道扣件发

生复杂的碰撞、反射以及相互作用。 为了深入认识

这些激波结构的特征及产生的气动力影响，有必要

逐步剥离反射物体（地面、轨道及其扣件）的影响，

进而探索气动力致振的机理。 基于这些研究，可以

为超声速火箭橇的气动减振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这
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１　 数值计算方法

１．１　 控制方程组

超声速火箭橇的滑行过程属于可压缩湍流问

题。 因此，超声速火箭橇流场的控制方程为三维可

压缩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 在笛卡尔坐标系中，包含

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和能量守恒方程的控制方程

组可以写作如下守恒形式：
∂ρ
∂ｔ

＋
∂（ρｕｉ）
∂ｘｉ

＝ ０ （１）

∂（ρｕｉ）
∂ｔ

＋
∂（ρｕｉｕ ｊ）

∂ｘ ｊ

＝ － ∂ｐ
∂ｘｉ

＋
∂（τｉｊ ＋ τＴ

ｉｊ）
∂ｘ ｊ

（２）

∂（ρＥ）
∂ｔ

＋
∂［（ρＥ ＋ ｐ）ｕｉ］

∂ｘｉ

＝
∂（ｕ ｊτｉｊ）

∂ｘｉ

－
∂ｑｉ

∂ｘｉ

＋

　
∂（ｕ ｊτＴ

ｉｊ）
∂ｘｉ

－
∂ｑＴ

ｉ

∂ｘｉ
（３）

式中： ρ，ｕｉ，ｐ 和 Ｅ 分别为流体的密度、速度分量、静
压和单位质量总能量；τｉｊ 为分子黏性应力；τＴ

ｉｊ为湍流

黏性应力；ｑｉ 为分子热通量项；ｑＴ
ｉ 湍流热通量项。 按

照涡黏假设，τｉｊ，τＴ
ｉｊ，ｑｉ 和 ｑＴ

ｉ 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τｉｊ ＝ μ ２Ｓｉｊ －
２
３
δｉｊＳｋｋ

æ

è
ç

ö

ø
÷ （４）

τＴ
ｉｊ ＝ μＴ ２Ｓｉｊ －

２
３
δｉｊＳｋｋ

æ

è
ç

ö

ø
÷ （５）

ｑｉ ＝ －
μ

（γ － １）Ｐｒ
∂Ｔ
∂ｘｉ

（６）

ｑＴ
ｉ ＝ － μＴ

（γ － １）ＰｒＴ
∂Ｔ
∂ｘｉ

（７）

式中： Ｓｉｊ ＝ ０．５（∂ｕｉ ／ ∂ｘ ｊ ＋ ∂ｕ ｊ ／ ∂ｘｉ） 为应变率张量；Ｔ
为静温；γ 为空气比热比；μ 为空气的分子动力学黏

性系数，可根据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公式求出；μ Ｔ 为湍流黏性

系数；Ｐｒ为层流 Ｐｒａｎｄｔｌ数；ＰｒＴ 为湍流 Ｐｒａｎｄｔｌ 数，常
近似取定值 ０．９２。
１．２　 湍流模型

湍流黏性系数 μ Ｔ 需要通过建模求解。 本文采

用基于 ＳＳＴ 两方程湍流模型的尺度自适应模拟

（ＳＡＳ） 方法［２２］ 开展湍流计算。 在 ＳＳＴ 两方程湍流

模型中，湍流黏性系数 μ Ｔ 可通过求解湍动能 ｋ 和涡

·１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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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密度 ω 的输运方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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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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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黏性系数 μ Ｔ 可以通过（１０） 式求出

μＴ ＝ ｍｉｎ ρｋ
ω
，
ａ１ρｋ
ΩＦ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０）

输运方程中的各种参数详见文献［２３］。 为了实现

ＳＡＳ 计算，需要在涡量密度方程（９）中添加 ＳＡＳ 源

项 ＱＳＡＳ

ＱＳＡＳ ＝ ｍａｘ ρζ２κＳ２ Ｌ
Ｌνｋ

æ

è
ç

ö

ø
÷

２
é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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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２ρ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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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
｜∇ω ｜ ２

ω２ ，｜∇ｋ ｜ ２

ｋ２
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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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ö

ø
÷ ，０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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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ζ ２ ＝ ３．５１，σφ ＝ ２ ／ ３，Ｃ ＝ ２，κ ＝ ０．４１；Ｌ 为与湍

流长度尺度

Ｌ ＝ ｋ
ｃ１ ／ ４μ ·ω

（１２）

卡门长度尺度按（１３）式计算

Ｌνｋ ＝

ｍａｘ κＳ ／
∂２ｕｋ

∂ｘ２
ｉ

∂２ｕｋ

∂ｘ２
ｊ

，ＣＳ κζ２ ／ （β ／ ｃμ － ｋ ／ ω） ·Δ
æ

è
çç

ö

ø
÷÷

（１３）
式中： Δ ＝ （ΔｘΔｙΔｚ） １ ／ ３，ＣＳ ＝ ０．１１。
１．３　 计算方法

火箭橇沿着轨道的滑行过程为单一方向的滑

行，故可通过指定运动函数的动网格方法对火箭橇

的运行过程进行模拟。 为了规定网格变形的范围，
需要在绘制计算域网格时指定运动部分。 本文采用

基于铺层算法的动网格技术［２３］ 对火箭橇的滑行过

程进行模拟。 作者前期的研究表明基于 ＳＡＳ 方法

的动网格技术可以用于超声速火箭橇滑行流场的

模拟［２４］。
控制方程组（１） ～ （３）采用基于结构网格的有

限体积方法进行求解。 为了捕捉超声速火箭橇流场

中的激波等强间断结构，采用二阶精度的 Ｒｏｅ 通量

差分裂格式对黏性项和对流项进行离散。 为了保证

时间的二阶精度，时间推进采用子迭代技术，单个时

间步长内进行 ２０ 次迭代计算。 在当前模拟中，火箭

橇流场中的固壁设置为无滑移无穿透的绝热壁，地
面、轨道及轨道扣件处的固壁设置为滑移壁。 其他

边界处设置压力远场边界条件。
１．４　 计算物理模型

鉴于超声速绕流存在头激波的特点，为了减少

头激波引起的波阻，现有的超声速火箭橇常采用尖

拱旋成体构型。 本文研究的超声速火箭橇安装在单

轨上，橇体采用尖拱旋成体构型，如图 １ａ）所示。 为

简化计算，数值模拟采用的火箭橇计算物理模型仅

保留火箭橇试验平台的橇体、轨道及轨道扣件，去除

下方的支撑结构及车身，如图 １ｂ）所示。 火箭橇橇

体长度为 ２ １７０ ｍｍ，直径为 ２８０ ｍｍ。 轨道扣件长

宽高分别为 １６０，１５０ 和 １５０ ｍｍ，沿轨道周期性安装

在地面，相邻扣件间距为 １ ２５０ ｍｍ。 火箭橇中轴线

距离地面高度为 ５６３ ｍｍ。 火箭橇流场数值模拟采

用长方体计算域，计算域长、宽、高分别为 ２８ ３２８，
４ ５００和 ４ ０００ ｍｍ。

图 １　 超声速火箭橇的物理模型图

在超声速火箭橇滑行过程中，旋成体构型的橇

体头锥处会形成附体激波。 为了对比分析激波结构

特征，本文还对 ２ 种特殊工况进行研究：①超声速火

箭橇橇体的无限空间内绕流；②仅包含地面的超声

速火箭橇橇体绕流。 在第一种工况中，长方体计算

域长、宽、高分别为 ４１ ２３９，２６ ３２０ 和 ２６ ８８０ ｍｍ；在
第二种工况中，火箭橇中轴线距离地面高度也为

５６３ ｍｍ，长方体计算域的长、宽、高分别为４１ ２３９，
２６ ３２０和 １３ ５８３ ｍｍ。

２　 计算结果分析与讨论

２．１　 计算细节

为了便于讨论分析，对研究的对象分别做如下

标记：火箭橇橇体在不受限环境下的超声速绕流记

为“Ｃａｓｅ１”；火箭橇橇体在仅包含地面环境下的超

声速绕流记为“Ｃａｓｅ２”；带轨道及轨道扣件的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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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火箭橇滑行过程记为“Ｃａｓｅ３”。
３ 种研究对象模拟均采用结构网格，并且沿壁

面法向对边界层内的网格进行局部加密。 Ｃａｓｅ１ 网

格总数约为 ８８０ 万；Ｃａｓｅ２ 网格总数约为 ７７０ 万；在
Ｃａｓｅ３ 中，由于采用基于铺层算法的动网格技术模

拟火箭橇的滑行过程，故针对运动区域和静止区域

分别构建结构网格。 其中，运动区域网格总数约为

１７０ 万，静止区域网格总数约为 １ １００ 万。 火箭橇壁

面法向第一层网格间距的 Δｒ＋值约为 Ｏ（１０），满足

ＳＡＳ 方法中的近壁 ＲＡＮＳ 计算要求。 其中，Δｒ＋表示

利用黏性壁面单位规则化的壁面法向网格间距。 所

有模拟的时间步长均取定值 ５×１０－６ ｓ，环境温度取

３００ Ｋ，来流（滑行）马赫数均取为 ２，来流（滑行）攻
角均为零。 此外，为了考察滑行速度对超声速火箭

橇气动特征的影响，还对研究对象 Ｃａｓｅ３ 模拟Ｍａ２．５
和 Ｍａ３ 运行速度下的火箭橇滑行过程。 Ｃａｓｅ１ 的总

迭代计算时间为 ０．０５ ｓ，Ｃａｓｅ２ 的总迭代计算时间为

０．０５ ｓ，Ｃａｓｅ３ 的总迭代计算时间为 ０．０４ ｓ。
２．２　 地面效应对超声速火箭橇气动特征的影响

当超声速气流掠过尖拱旋成体时，会在其头部

形成附体弓形斜激波［２５］。 激波属于一种强间断面，

气流在激波面前后的气体参数会发生突然变化，满
足 Ｒａｎｋｉｎｅ⁃Ｈｕｇｏｎｉｏｔ 关系。 当火箭橇橇体处于不受

限的超声速气流环境时，橇体的超声速流场几乎呈

现对称特征，橇体头锥处的斜激波结构向远方传播

直至耗散，橇体尾部会形成膨胀波，如图 ２ａ）所示。
当仅存在地面影响时，激波会在橇体下方发生规则

反射，如图 ２ｂ 所示。 经过地面反射后的激波传播至

橇体下表面，发生激波 ／湍流边界层相互作用，进而

导致橇体表面局部压力上升。 由于耗散效应的存

在，反射至橇体的激波经过二次碰撞后强度明显减

弱。 对于超声速火箭橇而言，向下传播的头激波会

与轨道、轨道扣件以及地面发生碰撞。 由于轨道扣

件按照等间距方式安装在火箭橇地面轨道两侧，故
高速运动的头激波会周期性地掠过轨道扣件，发生

周期性碰撞。 对比头激波未作用于轨道扣件时刻和

作用于轨道扣件时刻（如图 ２ｃ） ～２ｄ）所示），火箭橇

橇体下壁面的压力分布类似，这说明头激波掠过轨

道扣件时未产生反射至橇体的激波。 然而，当头激

波与地面碰撞反射时，也会产生作用于橇体的反射

激波。 此外，当头激波掠过轨道扣件时，会在轨道扣

件后方产生局部高压区。

图 ２　 火箭橇对称截面上的瞬时静压分布

　 　 为了定量分析地面效应对火箭橇表面压力分布

的影响，图 ３ 给出了沿着火箭橇上下表面中心子午

线上的压力系数 Ｃｐ 曲线。

图 ３　 沿火箭橇上下表面中心子午线上的瞬时压力系数分布

由于头激波的存在，火箭橇头锥处的压力明显

高于其他区域。 当火箭橇橇体处于不受限环境时，
头锥后方的橇体表面压力系数分布较为均匀，这与

橇体表面流动未受到周围环境影响有关。 当仅存在

地面的影响时，头激波经过地面反射作用于 ｘ ≈ ４．
１Ｄ 附近的橇体表面，反射激波使得该处的 Ｃｐ 值明

显抬升。 当地面安装有轨道及轨道扣件时，轨道碰

撞反射的激波使得 ｘ≈２．２Ｄ附近的 Ｃｐ 值得到抬升，
地面反射的激波使得 ｘ ≈ ５．７Ｄ 附近的 Ｃｐ 值也得到

抬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２．２Ｄ ＜ ｘ ＜ ５．７Ｄ范围

内，橇体的 Ｃｐ 值经历了下降 － 略微上升 － 下降的变

化趋势，这与橇体表面的复杂激波 ／ 湍流边界层相

互作用有关。 Ｍａｓｏｎ 等［２６］ 在研究旋成体超声速流

场中的激波 ／ 湍流边界层相互作用时，也观察到了

相互作用区域附近的压力增减现象。 此外，２．２Ｄ ＜
ｘ ＜ ５．７Ｄ 范围内的 Ｃｐ 峰值来源于从轨道扣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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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扰动波，其强度明显低于作用于 ｘ ≈ ２．２Ｄ 和

５．７Ｄ 处的反射激波。 结合图 ２ｃ） ～２ｄ）可以确认，该
处扰动波属于轨道反射激波的二次反射激波和地面

反射激波相互作用形成的强度较弱的激波或压缩

波。 综上可见，作用于橇体上的反射激波使得橇体

表面压力发生大幅波动，故反射激波引起的气动力

激励不能忽略。
反射激波在橇体表面作用的位置并非单独的

点，而是沿着橇体表面的一个曲线。 因此，橇体下表

面的局部压力波动势必导致橇体升力的变化。 表 １
给出了不同工况下的超声速火箭橇受力特征。

表 １　 超声速火箭橇的平均受力特性

工况 升力 ／ Ｎ 阻力 ／ Ｎ

Ｃａｓｅ１ ０ ７ ６６３

Ｃａｓｅ２ １６５ ７ ６７６

Ｃａｓｅ３ １ １０３ ７ ８６２

可以看出，反射激波的存在使得火箭橇产生升

力，这将加剧火箭橇试验平台车身与轨道接触引起

的振动。 此外，反射至橇体的激波还会导致火箭橇

阻力略微上升。 图 ４ 给出了橇体下表面的瞬时摩擦

阻力系数 Ｃ ｆ 分布。 Ｃ ｆ 的定义为

Ｃ ｆ ＝
２τｗ

ρ∞ Ｕ
２
∞

（１４）

τｗ ＝ μ ∂ｕ
∂ｎ

æ

è
ç

ö

ø
÷

ｗ
（１５）

式中： τｗ 为壁面摩擦应力；ｎ 代表橇体表面法向；ρ∞

为环境空气密度；Ｕ∞ 为火箭橇来流（滑行） 速度。
从图 ４ 中可以看出，３ 个橇体的头锥处 Ｃ ｆ 值明显高

于其他位置。 根据 Ｒａｎｋｉｎｅ⁃Ｈｕｇｏｎｉｏｔ 关系不难得

知，这与头锥位于头激波波后有关。 在 Ｃａｓｅ２ 和

Ｃａｓｅ３ 中，如图 ４ｂ） ～ ４ｄ） 所示，由于反射激波与橇

体湍流边界层发生相互作用，在橇体下表面形成弧

形作用区域。 与 Ｃａｓｅ１ 相比，这些弧形作用区域处

的 Ｃ ｆ 值略有下降，而作用区域下游的 Ｃ ｆ 值则明显上

升。 Ｚｕｏ 等［２７］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从整体而言，
反射激波对橇体产生的气动力激励会使得橇体的表

面摩擦阻力增大，这与表 １ 得出的阻力变化趋势

一致。

图 ４　 火箭橇下表面上的瞬时摩擦因数分布

　 　 激波与湍流边界层相互作用在影响壁面摩擦因

数的同时，也对近壁处的涡量生成产生影响。 壁面

涡通量（ωＢＶＦ）可以反映壁面的涡动力学特征［２８］。
ωＢＶＦ的定义为

ωＢＶＦ ＝ μ
ρ

∂ω
∂ｎ

（１６）

当雷诺数较高时，ωＢＶＦ可近似改写成

ωＢＶＦ ≅ １
ρ
ｎ × ∇ｐ （１７）

公式（１６）和（１７）中： ω 为伪涡矢量，ｎ 表示壁面法

向矢量。 从公式（１７） 中可以看出，ωＢＶＦ 可以反映壁

面的双重动力学影响［２９］：一是外部流场对壁面的胀

压效应；二是壁面的剪切效应，也即近壁附近涡量产

生的机制。
图 ５ 给出了火箭橇下表面的瞬时壁面涡通量幅

值分布。 在 ３ 种工况中，橇体头锥处均有明显散布

的 ωＢＶＦ 峰值，这与橇体头激波的胀压影响有关。
在 Ｃａｓｅ１ 工况中，橇体头锥下游的 ωＢＶＦ 值几乎为

零；在 Ｃａｓｅ２ 工况中，地面反射激波对橇体中部产生

胀压影响，进而导致该位置处出现 ωＢＶＦ 峰值；在
Ｃａｓｅ３ 工况中，橇体上出现多处 ωＢＶＦ 峰值，这与头

激波与轨道、轨道扣件以及地面发生碰撞产生复杂

的反射激波有关。 此外，头激波与轨道扣件碰撞对

橇体表面的 ωＢＶＦ 值分布影响较弱，这进一步印证了

头激波与轨道扣件碰撞后产生的扰动波属于强度较

弱的压缩波。 由此可见，反射激波与橇体的湍流边

界层发生相互作用是橇体近壁处涡量产生的重要原

因。 需要注意的是，激波的胀压效应对跨越激波的

涡量变化影响可以忽略，激波引起的涡量增加则与

流体拉伸效应有关［３０］。 这进一步验证了 ωＢＶＦ 反映

的上述动力学影响机制，即剪切效应是涡量产生的

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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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火箭橇下表面上的瞬时壁面涡通量幅值分布

　 　 在火箭助推下，火箭橇通过加速实现超声速滑

行。 由于火箭助推器推力并非完全均匀，火箭橇的

超声速滑行过程属于变加速过程。 为了对比认识滑

行速度对超声速火箭橇流动特性的影响，把超声速

火箭橇的变加速滑行过程简化为不同滑行速度下的

匀速运动。 图 ６ 给出了不同滑行马赫数下的超声速

火箭橇速度场分布。

图 ６　 不同滑行马赫数下的超声速火箭橇速度场

可以看出，超声速火箭橇的尾迹存在明显的非

定常特征，这与反射激波诱导橇体表面的涡量生成

有关。 随着滑行马赫数的增加，火箭橇头锥处的弓

形斜激波激波角变小。 当 Ｍａ ＝ ２ 时，火箭橇的尾迹

向地面偏斜。 然而，随着 Ｍａ 的增加，火箭橇的尾迹

向上抬升，且呈现明显的上下周期摆动。 经过分析

可知火箭橇尾迹的周期摆动波长 λ 约等于轨道扣

件间距。 不难得知，这些扰动波的传播速度与火箭

橇的滑行速度一致。 因此，这些扰动波的传播频率

ｆｗ 可以通过（１８）式进行计算

ｆｗ ＝
Ｕ∞

λ
（１８）

式中， Ｕ∞ 为超声速火箭橇滑行速度。 当火箭橇的

滑行马赫数分别为 ２，２．５ 和 ３ 时，这些尾迹扰动波

的波动频率分别为 ５５４，６８０ 和 ８１６ Ｈｚ。
２．３　 超声速火箭橇的气动力激励振动

与列车轨道类似，火箭橇的轨道扣件也是等间

距安装在地面上。 当超声速火箭橇滑行时，头激波

会周期性地掠过轨道扣件，头激波碰撞到轨道、轨道

扣件以及地面时均会产生反射激波。 这些反射激波

作用在橇体的位置会发生周期性变化，对橇体产生

周期性的气动力激励，进而导致火箭橇产生振动。
为了获取火箭橇气动力激励振动的特征频率，

在火箭橇橇体下表面设置了 ３ 个探测点，如图 ４ｄ）
所示。 图 ７ 给出了这几个探测点处的压力信号

曲线。

图 ７　 火箭橇下表面上的压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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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ｐ∞ 为环境压力。 当 Ｍａ＝ ２ 时，３ 个探测点

处的压力信号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当 Ｍａ ＝ ２．５
时，Ｐ１ 探测点处的压力信号几乎不存在波动，这意

味着此时 Ｐ１ 点位于反射激波作用区域上游；当
Ｍａ＝ ３时，Ｐ２ 点处的压力信号也几乎不存在波动，这

说明反射激波作用的区域随着滑行速度的增加而向

下游继续移动。 由此可见，滑行速度增大，头部激波

强度增大，激波角度减小，相应的反射激波角也减

小，其影响区域后移，影响区域的压力波动频率变

高，波动值变化范围减小。

图 ８　 压力信号的功率谱密度分析

　 　 反射激波对火箭橇橇体产生的气动力激励振动

可以通过对压力信号作功率谱密度（ＰＳＤ）分析得

出。 图 ８ 为不同滑行马赫数下 ３ 个压力信号的 ＰＳＤ
分析曲线，曲线峰值对应的 Ｓｔｒｏｕｈａｌ 数（Ｓｒ）即为气

动力激励振动的特征频率。 Ｓｒ 的定义为

Ｓｒ ＝ ｆＤ
Ｕ∞

（１９）

式中：ｆ 为频率。 从图 ８ 中可以看出，Ｍａ＝ ２，２．５ 和 ３
时的特征 Ｓｔｒｏｕｈａｌ 数分别为 ０． ２２４，０． ２２０ 和 ０． ２２５
（对应的频率分别为 ５５４，６８０ 和 ８１６ Ｈｚ）。 当滑行

马赫数为 ２ 时，襄北试验场的实测气动力激励振动

Ｓｒ 数为 ０．２２，这表明当前计算结果具有较好的可信

性。 由上文分析可以知道，气动力激励振动的频率

与尾迹扰动波的波动频率一致，这意味着火箭橇气

动力振动对尾迹波动具有锁频现象。 这种锁频现象

也常见于振翅射流射流和圆柱周期振荡流［３１⁃３２］。
此外，ＰＳＤ 曲线中还可以看出，反射激波引起的火

箭橇气动力激励振动存在倍频关系，这说明气动力

振动存在谐声现象，这在 Ｌａｍｂ 的超声速火箭橇试

验中得到了印证［３３］。 振翅射流和圆柱周期振荡流

中的锁频现象也往往在功率谱曲线上出现倍频关

系［３１⁃３２］。 因此，有理由认为气动力振动的谐声现象

与气动力振动对尾迹波动的锁频现象密切相关。

３　 结　 论

本文采用基于铺层算法的动网格技术对超声速

火箭橇的高速滑行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为了深入认

识地面效应对超声速火箭橇气动特性的影响，对比

分析了橇体在不受限环境和仅存在地面效应下的超

声速绕流。 当前工作还对不同滑行速度下的火箭橇

流场拓扑特征以及气动力激励振动进行了研究。 通

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与讨论，有如下结论：
１） 超声速火箭橇的头激波传播至轨道和地面

时发生激波反射，头激波与轨道扣件发生碰撞产生

强度较弱的压缩波，导致火箭橇表面压力出现不同

幅度的振荡。
２） 反射激波的存在使得超声速火箭橇产生升

力，且阻力略有增加。 升力的产生将进一步加剧火

箭橇车体与轨道之间的碰撞振动。 此外，反射激波

使得橇体表面的涡量增加，进而使得其尾迹区流动

呈现非定常波动。
３） 反射激波对超声速火箭橇产生气动力激励

振动。 通过对压力信号的功率谱分析可知，该振动

的频率和尾迹的波动频率一致，即气动力振动对尾

迹波动具有锁频现象。 此外，功率谱密度分析表明

气动力激励振动存在倍频关系，这说明气动力激励

振动存在与锁频现象密切相关的谐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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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期 余元元，等：超声速火箭橇流动特征和气动力激励振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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