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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起落架气动噪声是机体噪声的一大重要来源，其噪声特性的研究分析对于低噪声起落架的设

计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 ＦＬ⁃５２ 声学风洞实验测试技术和耦合尺度自适应模型 ／ 声扰动方程的高精度

混合数值方法，针对某支线飞机全尺寸起落架模型，开展了气动噪声实验测试和数值预测结果对比分

析。 该起落架模型是一个高保真的详细模型，包含了横向支杆、扭力臂、活塞杆、机轮等部件。 对比分

析了起落架机轮壁面静压分布、脉动压力功率谱密度、气动噪声源分布、总声压级指向性等特征，并比

较远场传感器和安装在机轮凹腔中局部传感器的测量与数值结果，以表征机轮凹腔纯音的方向性，了
解它们对远场噪声的贡献。 结果表明，所采用的气动噪声混合数值方法可准确量化起落架近 ／ 远场的

气动噪声。 起落架机轮内、外侧凹腔存在 ５６０ Ｈｚ 和 ９６０ Ｈｚ 频率的纯音，最大声压级峰值可达 １３６ ｄＢ，
且纯音可辐射到起落架机轮非分离区域的表面。 而位于起落架机轮湍流区域的测点，其壁面压力频

谱曲线呈宽频特征，未出现明显的纯音。 从远场噪声指向性来说，起落架前传噪声总体趋势上大于后

传噪声，并且在 ６５°和 １１０°位置存在较小的总声压级区域。 当远场测点达到一定距离后，起落架远场

噪声呈现宽频特征，并未出现明显的纯音。 该研究结果也为起落架噪声预测和低噪声起落架设计提

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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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落架作为支撑飞机着陆载荷，同时在起飞后

以运动方式缩回机身以减少阻力的重要部件，其机

械结构异常复杂。 这些部件上的气流会引起不稳定

的表面压力，由此产生的气动噪声被视为类似于偶

极子源的噪声，声强与速度的六次方成正比［１］。
针对起落架气动噪声问题，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

开创性实验研究工作提供了最初的见解［２］。 然而，
由于声学风洞尺寸及测试设备精度等因素制约，早
期的起落架声学实验均采用缩比模型或简化模

型［３⁃４］。 随着声学实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

的研究机构采用全尺寸和更详细的模型［５⁃６］ 来捕捉

起落架小部件的高频噪声贡献。
高保真度气动噪声数值模拟技术是起落架气动

声学问题研究的另一条重要路线。 随着计算流体力

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ＦＤ）、气动声学理

论等基础理论的发展，以及计算能力的提升，高保真

度的计算气动声学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ＣＡＡ）数值方法［７］已成为起落架气动噪声研究中不

可替代的重要手段。 例如：空客公司牵头，法宇航、
德宇航和南安普顿大学联合发布的 ＬＡＧＯＯＮ 项目，
众多学者［８⁃９］ 以该起落架标模为研究对象，开展了

稳态 ／非稳态 ＣＦＤ 和 ＣＡＡ 气动声学数值工具的验

证分析。 其中，Ｓａｎｄｅｒｓ 等［８］ 采用 ＺＤＥＳ ／ ＦＷＨ 的混

合方式，开展了马赫数为 ０．１８，０．２３ 的 ２ 个状态起落

架固体表面的动压频谱特性及远场总声压级特性研

究。 而国内胡宁、张凯宁等［１０⁃１１］同样采用 ＤＥＳ 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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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ＷＨ 的混合方法针对不同起落架展开研究。 此外，
在起落架气动噪声数值模拟方面做出出色研究工作

的学者有 Ｉｍａｍｕｒａ、Ｖｕｉｌｌｏｔ、刘佩清等［１２⁃１４］。
上述声传播大多采用声比拟理论的 ＦＷＨ 方

程、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 方程进行求解。 从考虑声传播过程的

相互作用以及声波之间的相互影响等角度出发，声
比拟理论难以保证噪声空间分布的准确性。 本文在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中航工业空气动力

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联合工作的基础上，以某飞机

全尺寸起落架模型为研究对象，开展相关的声学风

洞实验和高精度 ＣＡＡ 数值模拟研究，其中数值模拟

采用了 ＳＡＳ ／ ＡＰＥ［１５］的气动声学混合算法。 通过实

验数据和数值模拟结果对比，研究分析了全尺寸起

落架的时均流场、瞬时流场、声源分布及空间噪声分

布特征。

１　 气动噪声混合数值方法

１．１　 ＮＳ 控制方程

为了给起落架的噪声传播分析提供可靠的气动

噪声源和背景流场结果，流场数值计算采用了可压

缩三维雷诺平均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 其曲线坐标下

的微分表达形式如（１）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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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为守恒变量。 Ｆ，Ｇ和Ｈ分别为笛卡尔坐标

系 ３ 个方向上的通量项。 （２） 式给出了直角坐标

（ｘ，ｙ，ｚ） 与曲线坐标（ξ，η，ζ） 之间的三维坐标变换

的雅可比矩阵

Ｊ ＝ ∂（ξ，η，ζ，ｔ）
∂（ｘ，ｙ，ｚ，ｔ）

（２）

对于方程的数值离散，利用 Ｒｏｅ 的迎风通量差分裂

技术对对流项和压力项进行了区分，采用 ｖａｎ Ｌｅｅｒ
的 ＭＵＳＣＬ 方法确定单元界面处的状态变量插值。
剪应力项离散则采用了中心差分格式。

为封闭控制方程，文中采用基于 Ｍｅｎｔｅｒ ＳＳＴ 模

型的尺度自适应模拟 （ ｓｃａｌ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ＡＳ）模型。 该模型的流场划分不依赖于网格尺度

的分布，而是由湍流尺度、ｖｏｎ Ｋａｒｍａｎ 长度和局部流

动结构等因素共同决定。 为了保持 ＳＳＴ 湍流模型在

边界层中的稳定性，进行原 ω 方程与 ＱＳＡＳ 项的组

合，其中 ＱＳＡＳ 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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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３）式可以看出， Ｌυｋ 变量可以调整可解的流

动结构尺度，避免了高频流动结构阻尼耗散过大问

题。 ＳＡＳ 模型在远场区起着类似于大涡模拟的作

用，过滤尺度由局部流动结构决定。 对于本文所使

用的 ＳＡＳ 模型的准确性，西北工业大学的余培汛

等［１６］通过 ＳＡＳ 模型，采用武器舱空腔标模 Ｍ２１９ 为

计算模型，与实验数据对比，完成后续射流对腔内压

力脉动的抑制效果的验证，文中将不再对 ＳＡＳ 模型

进行重复验证。
１．２　 声扰动方程

将扰动形式 ＮＳ 方程转化到频率－波数域，对其

本征模态进行分离，忽略扰动量的黏性效应，保留仅

会激发声学模态响应的部分源项，最后，通过反变换

得到时域下的声扰动方程（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ｐｅｒｔｉｂ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Ａ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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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为声压；ｃ为参考声速；ρ为时均流密度；ｕ为

时均速度矢量；ｕａ 为扰动速度矢量，ｑｃ 和 Ｓｍ ＝ （Ｓ１，
Ｓ２，Ｓ３） 为压力方程和动量方程的噪声源项。 方程

中的时均变量均可通过 ＲＡＮＳ 或非定常时均求解获

得。 至此，由（４） ～ （５）式方程组构成了基本的 ＡＰＥ
系统。 根据所面对的不同类型的声学问题，可以对

源项采取相应的取舍。 ＡＰＥ 方程用来描述在非均

匀平均流场 ｕ基础上的扰动波传播。 对于起落架气

动噪声预测，文中采用了 ＡＰＥ⁃４ 系统源项［１７］，其中

声源项 Ｓｍ 退化为 Ｌａｍｂ 矢量。
计算气动声学问题不同于常规的计算流体力学

问题，使用常规的 ＣＦＤ 数值离散格式模拟 ＣＡＡ 问

题，可能带来巨大的数值误差从而引起不必要的数

值噪声，甚至掩盖真实的声场。 因此，ＡＰＥ 方程数

值离散所采用的时间、空间离散须协调一致，满足高

精度、低耗散和低色散的要求。 文中对于 ＡＰＥ 方程

的时空离散，网格块内部采用了低色散低耗散 ＤＲＰ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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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网格块交接面采用了基于 ＷＥＮＯ 格式的高阶

通量分裂算法，时间推进采用了四阶 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 格

式，远场边界采用了无反射边界。 为加速 ＡＰＥ 方程

求解，采用了基于 ＭＰＩ 的并行求解技术。 对于本文

中所使用 ＡＰＥ 方程求解的正确性，西北工业大学的

余培汛等［１８］，运用 ＡＰＥ 方程，计算 ３０Ｐ３０Ｎ 前缘缝

翼噪声，与德国宇航中心（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ｚｅｎｔｒｕｍ ｆüｒ ｌｕｆｔ⁃
ｕｎｄ ｒａｕｍｆａｈｒｔ，ＤＬＲ）所开发 ＰＩＡＮＯ 计算以及美国航

空航天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ＮＡＳＡ）实验结果相吻合，文中将不再对 ＡＰＥ 方

程求解进行重复验证。
１．３　 气动噪声混合求解框架

起落架气动噪声求解所采用的混合数值方法主

要分为三大部分，如图 １ 所示。 第一部分为背景流

场、声源区扰动变量的计算求解，主要通过 ＲＡＮＳ 求

解和 ＳＳＴ⁃ＳＡＳ 非定常求解获得；第二部分为 ＣＦＤ 网

格上声源及背景流场向 ＣＡＡ 网格上的高保真度传

递，这里主要通过基于 Ｋｄ 树搜索算法和形函数插

值算法获得；第三部分为基于带源项的线化欧拉方

程或声扰动方程进行声波的传播，获得整个声辐

射场。

图 １　 气动噪声混合求解

２　 实验测试设置

起落架声学实验在中航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

ＦＬ⁃５２ 声学风洞进行，如图 ２ 所示。 该声学风洞开

口实验段的横截面积为 ２．０ ｍ×１．５ ｍ，开口最大风速

为 １００ ｍ ／ ｓ，消声室自由场低限频率为 ８０ Ｈｚ。 为了

准确测量起落架噪声，在来流速度为 ７０ ｍ ／ ｓ 风速条

件下进行了 ７ 次重复性测量。 图 ３ 给出壁面 ９０°位
置处的声压级频谱重复性，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整个

频段范围内频谱趋势、峰值频率及幅值重复性良好。

图 ２　 实验测试场景

图 ３　 壁面线阵 ９０°位置 ７０ ｍ ／ ｓ 风速下声压级频谱重复性

１） 噪声测试设备：
·１ ／ ４ ｉｎｃｈ 自由场麦克风：水平阵面 （ Ｂ＆Ｋ

４９５４Ａ）
·表面传声器：模型表面声载荷测量点（ ＳＫＣ

ＳＭＰ４７）
２） 气动测试设备：
·脉动压力传感器：ＸＣＱ⁃０９３⁃５Ｇ 脉动压力传

感器

·静压测量设备：ＰＳＩ 的 ＥＳＰ⁃６４

３　 数值计算设置及网格说明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某支线飞机的前起落架全尺

寸模型，该起落架主要包含了机轮、扭力臂、活塞杆、
横向支撑杆等部件，需要注意的是扭力臂部件为非

对称部件，其余部件为对称部件。 三维视图如图 ４
所示，起落架正面视角的左侧定义为左侧机轮。

起落架数值风洞实验状态和计算状态均为：来
流速度为 ７０ ｍ ／ ｓ；参考压力为 １０１ ３２５ Ｐａ；来流迎角

α＝ ０；侧滑角 β＝ ０。 为了较精确模拟起落架的流场

特征及声场，其 ＣＦＤ 网格及 ＣＡＡ 网格均采用了

·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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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起落架模型说明（单位：ｍｍ）

ＩＣＥＭ 软件生成的多块结构网格形式，其中，ＣＦＤ 网

格生成中采用 Ｏ 型网格模拟附面层，附面层第一层

网格尺度为 Ｄ×５×１０－７（其中 Ｄ 为轮子的直径），附
面层生长率为 １．１。

在计算 ＣＦＤ 结果之前，先对网格无关性进行验

证，选取网格单元数为 ３ ０００ 万，８ ０００ 万，１０ ０００ 万

和 １７ ２００ 万的网格进行非定常状态下的 ＣＦＤ 计算。
不同网格量下的阻力系数（Ｃｄ）如表 １ 所示，其中阻

力系数计算公式为

Ｃｄ ＝ Ｄ
０．５·ρｖ２Ｓ

（６）

在该表达式中，设置 Ｓ＝ １。
表 １　 不同网格单元数所计算的阻力系数

网格单元数 Ｃｄ

３ ０００ 万 ０．１８４ ０２

８ ０００ 万 ０．１８３ ５５

１０ ０００ 万 ０．１８３ ４４

１７ ２００ 万 ０．１８３ ４４

可以看出其阻力系数随着网格单元数的增加收

敛性更好，并且 １０ ０００ 万网格单元数与 １７ ２００ 万网

格单元数所计算阻力系数值一致，由此证明网格收

敛性较好。 在网格无关性验证完毕后，为保证起落

架尾迹部分精度， ＣＦＤ 网格单元数最终选择为

１７ ２００ 万，网格切面细节如图 ５ａ）所示。 ＣＡＡ 计算

域大小约为 ＣＦＤ 计算域的 １ ／ ２，ＣＡＡ 网格该采用了

球形远场和矩形近场，便于生成具备优异正交性和

长宽比的网格，网格节点约为 ８ ０００ 万，网格切面细

节如图 ５ｂ）所示。

图 ５　 ＣＦＤ 和 ＣＡＡ 网格分布

ＣＦＤ 非定常计算的无量纲时间步长为 Δｔ ／ ｃ ＝
０．０１。 ＣＦＤ 计算边界条件：物面采用无滑移边界条

件；计算域采用无反射边界条件。 ＣＡＡ 计算边界条

件：物面使用无滑移边界条件，计算域远场采用无反

射边界条件。 ＣＡＡ 计算时间步长与 ＣＦＤ 非定常计

算相同。

４　 气动特性及噪声特性分析

为了全方位地对比分析起落架气动特性及其噪

声性能，下面给出若干静压、脉动压力、麦克风测点

的频谱曲线分析。
４．１　 气动特性分析

４．１．１　 时均流场特性

图 ６ 给出了起落架时均下的流向速度分布。 图

６ａ）为 ｘ⁃ｙ 平面不同剖面（ ｚ＝ －１．９ ｍ；ｚ ＝ －１．６５ ｍ；ｚ ＝
－１．２５ ｍ；ｚ＝ －０．９ ｍ）的流向速度分布，从图中可看

出：①除了 ｚ＝ －１．６５ ｍ 剖面存在较为明显的流场不

对称现象外（主要与扭力臂几何不对称有关），其余

剖面基本沿 ｙ ＝ ０ 平面对称。 ②起落架机轮中间存

在明显的速度加速区域。 图 ６ｂ）为 ｘ⁃ｚ 平面不同剖

面（ｙ＝ －０．１７ ｍ；ｙ＝ ０．０ ｍ；ｙ ＝ ０．１７ ｍ）的流向速度分

布，从速度分布可看出：①ｙ ＝ －０．１７ ｍ 剖面和 ｙ ＝
０．１７ ｍ剖面存在不对称现象（该现象同样与扭力臂

的几何不对称密切相关），以及后方存在一个较为

明显的低速区，这是由活塞杆和扭力臂尾迹低速区

扩张效应引起的。 ②在活塞杆、扭力臂尾迹及机轮

内凹腔区域存在负速度分布，说明这些区域存在较

为明显的分离现象。

·６５９·



第 ５ 期 田斯源，等：全尺寸起落架的气动及声学特性分析

图 ６　 速度分布对比

　 　 此外，数值与实验结果均存在静压分布不对称

的现象，这主要由两机轮中间的活塞杆和扭力臂阻

滞气流所引起。
４．１．２　 瞬时流场特性

本节给出起落架构型非定常计算流场的瞬时特

征， 图 ７ 给出起落架构型 Ｑ ＝ －５ 等值面图，等值面

采用流向速度进行着色。 在起落架支柱下方轮胎夹

缝中、轮胎后缘、横向支杆后缘以及两侧伸出的支杆

都脱出了相当丰富的涡系结构，涡管的尺度大小

不一。

图 ７　 Ｑ＝ －５ 等值面云图（以速度着色）

为了对比分析起落架表面动态压力分布特征，
在起落架机轮、机轮凹腔等位置布置了 １３ 个脉动压

力传感器。 图 ８～１０ 给出了动压传感器在 ＦＬ⁃５２ 实

验期间测得的壁面压力扰动的功率谱密度（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ＳＤ），以及 ＳＳＴ⁃ＳＡＳ 数值计算的

ＰＳＤ 结果。
图 ８ 显示了位于左侧机轮中心切面传感器 Ｐ１ ～

Ｐ５ 的 ＰＳＤ 曲线。 从 ０．１ ～ １．８ ｋＨｚ，实验和数值计算

结果有很好的一致性。 在频率 １．８ ～ ５ ｋＨｚ 时，ＣＦＤ

计算结果相比实验结果偏低，这是由于 ＣＦＤ 网格的

壁面分辨率不足，其理论截止频率约为 ５ ｋＨｚ。 此

外，实验和数值结果均显示 Ｐ１ ～ Ｐ４ 点在 ｆ＝ ５６０ Ｈｚ
和 ｆ＝ ９６０ Ｈｚ 存在 ２ 个较为明显的纯音峰值，这与起

落架内侧凹腔的流激振荡现象密切相关，并且这 ２
个频率与图 ９ 中的 Ｐ７ 点的纯音峰值所对应的频率

基本一致。 然而，Ｐ５ 测点则无明显的纯音峰值，呈
现宽频噪声特征，且 ＰＳＤ 峰值在整个频率范围均大

于 Ｐ１ ～Ｐ４ 测点的 ＰＳＤ 值。 由于该测点处于机轮的

脱落涡中，其湍流宽频噪声强度会覆盖了凹腔的纯

音强度。

图 ８　 测点 Ｐ１ ～Ｐ５ 的功率谱密度曲线

图 ９ 为左侧机轮两侧、内侧凹腔及背风区域测

点的 ＰＳＤ 曲线。 其中，Ｐ６ 测点位于左侧机轮外侧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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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前缘处；Ｐ７ 测点位于机轮内侧凹腔前缘区域；Ｐ８

～Ｐ１０测点位于机轮背风区域。 从图中可看出：在高

频区域（１．８～ ５ ｋＨｚ），Ｐ６ ～ Ｐ１０测点的 ＰＳＤ 数值预测

误差相比于测点 Ｐ１ ～Ｐ５ 更小。 在整个频段范围内，
数值预测 ＰＳＤ 结果与实验结果基本吻合。 测点 Ｐ６

主要呈现宽频噪声特性，但实验测试存在一个较弱

的 ｆ ＝ ５６０ Ｈｚ 左右的纯音峰值，数值预测结果不明

显。 对于测点 Ｐ７，由于处于内侧凹腔前缘，存在明

显的 ２ 个纯音峰值。 位于起落架背风区的 Ｐ８ ～ Ｐ１０

测点，处于机轮分离区中，呈宽频噪声特性。

图 ９　 测点 Ｐ６ ～Ｐ１０功率谱密度曲线

图 １０　 测点 Ｐ１１ ～Ｐ１３功率谱密度曲线

图 １０ 为左侧机轮内侧凹腔底部测点 Ｐ１１、右侧

机轮背风区测点 Ｐ１２ ～Ｐ１３的 ＰＳＤ 曲线。 由于受内侧

凹腔前缘气流的强烈碰撞，引起反馈回路，形成流激

振荡现象，Ｐ１１测点的 ＰＳＤ 曲线存在明显的纯音峰

值。 而且，位于凹腔后部区域 Ｐ１１测点的 ＰＳＤ 峰值

强度明显强于测点 Ｐ７，其最大的 ＰＳＤ 峰值达到 １３６
ｄＢ。 位于左侧机轮 Ｐ１２，Ｐ１３测点的 ＰＳＤ 曲线特性基

本与 Ｐ８，Ｐ１０相似，呈明显的宽频特性。
４．２　 气动噪声特性分析

４．２．１　 噪声源分布

为了计算空间场的气动噪声特性，从 ＳＡＳ 计算

的每一步瞬态流场中提取扰动量，构造 ＡＰＥ 方程的

右端源项。 图 １１ 为 ＡＰＥ 方程在某一时刻的声源项

分布以及切向图。 从图分析可得出：ｙ 方向和 ｚ 方

向的声源分布范围相比于 ｘ 方向更广，且 ３ 个方向

的声源分布形态与旋涡分布相似。 从切面细节可

知，声源主要集中在起落架机轮尾迹区、机轮内侧凹

腔、横向支撑杆尾迹区、活塞杆和扭力臂尾迹等区

域。 其中，高频声源主要分布在扭力臂、活塞杆尾迹

区域。

图 １１　 右端源项 Ｓ２ 的不同切面图

为了测试起落架表面的声载荷强度，在起落架

壁面布置了 ５ 个麦克风测点，分别记为 Ｍ１，Ｍ２，Ｍ３，
Ｍ４ 和 Ｍ５。 其中，Ｍ１，Ｍ２ 位于右侧机轮背风区，Ｍ３，
Ｍ４，Ｍ５ 分别位于内侧凹腔底部前、后、中部区域。
对比分析图 １２ 可得出：①５ 个测点在 ２ ｋＨｚ 以内，数
值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高度吻合，２ ｋＨｚ 以上数值

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相比偏小。 ②Ｍ１ 和 Ｍ２ 位于

机轮尾迹区，其声压级频谱特性呈宽频特征。 其中，
Ｍ１ 测点在高频区域的声压级幅值相比于 Ｍ２ 测点

更高，这主要因为 Ｍ１ 测点距离扭力臂高频声源区

距离更近。 ③Ｍ３，Ｍ４，Ｍ５ 在 ｆ ＝ ５６０ Ｈｚ 和 ｆ ＝ ９６０ Ｈｚ
位置处存在明显的纯音噪声，这与动压传感器 Ｐ１１测

点的结果基本一致，这些纯音均来自凹腔的流激振

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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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麦克风测点 Ｍ１ ～Ｍ５ 声压级频谱曲线

通过上述的脉动压力和壁面声载荷的频谱曲线

对比分析结果，可知 ＳＡＳ 数值模拟可为声传播方程

提供可靠的气动噪声源。
４．２．２　 空间声辐射特性

图 １３ 为采用 ＡＰＥ 方程求解获得的某一瞬时时

刻的声压分布云图。 由于受来流速度的影响，从该

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起落架前传噪声明显强于后传

噪声。 为了更准确描述空间的声辐射特性，在实验

和数值模拟过程中布置了一组线阵测点，具体如图

１４ 所示。 该测点距离风洞轴线 ６．３ ｍ， 角度与来流

成 ５０° ～１３０°角，总计 １７ 个测点。

图 １３　 声传播云图

图 １４　 线阵远场测点分布

由于 ＣＡＡ 计算网格分辨率的限制，图 １５ 给出

了在 １００ ～ ３ ０００ Ｈｚ 频率范围内，Ｋ１，Ｋ３，…，Ｋ９，Ｋ１１

等 ６ 个测点的 ＰＳＤ 曲线。 其中，红色曲线为实验测

试数据，绿色曲线为数值模拟结果。 实验测试的

ＰＳＤ 曲线和数值模拟的 ＰＳＤ 曲线，两者在 ８００ Ｈｚ
以内的范围内高度吻合。 在 ８００ Ｈｚ 以上的频率范

围内，随着频率的升高，ＰＳＤ 误差逐渐增大。 从这

些监测点 ＰＳＤ 曲线可以明显看出，远场噪声基本呈

现宽频特性，近场的纯音信号并未传播到远场区域。

图 １５　 监测点 ＰＳＤ 频谱曲线

５　 结　 论

本文以气动噪声混合预测方法和声学实验技术

·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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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段，开展了全尺寸起落架气动、声学特性分析，
具体结论如下：

１） 以声学风洞实验测试数据为基准，验证了

ＳＡＳ ／ ＡＰＥ 气动噪声混合预测方法具备高精度分析

起落架气动及声学特性的能力。
２） 根据起落架壁面动压频谱曲线的对比分析

可知，起落架机轮内、外侧凹腔存在 ２ 个频率（５６０
和 ９６０ Ｈｚ）的纯音，最大声压级峰值可达 １３６ ｄＢ，并
且纯音特性可辐射到起落架机轮非分离区域的表

面；而位于起落架机轮湍流区域的测点，其壁面压力

频谱特性呈宽频特征，未出现纯音特征。
３）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起落架，其主要的噪声源

分布于起落架机轮尾迹区、机轮凹腔区、横向支杆尾

迹区、活塞杆尾迹以及扭力臂尾迹区。 而高频的噪

声源主要由活塞杆、扭力臂等小尺寸部件引起。
致　 谢　 感谢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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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　 ＣＵＲＬＥ 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ｌｉ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ｕｐｏｎ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ｏｕｎｄ［ 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１９５５， ２３１
（１１８７）： ５０５⁃５１４

［２］　 ＨＥＬＬＥＲ Ｈ Ｈ ． Ｓｏｕｎ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ｗｈｅｅｌ⁃ｗｅｌｌ ／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１９７７， １４（８）：
７６８⁃７７４

［３］ 　 ＪＡＥＧＥＲ Ｓ，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Ｎ， ＳＯＤＥＲＭＡＮ Ｐ，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 ａｒｒａ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２６％⁃ｓｃａｌｅ， ｈｉｇｈ⁃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Ｃ］∥ＡＩＡＡ ／ ＣＥＡＳ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Ｅｘｈｉｂｉｔ， ２００２

［４］　 ＤＯＢＲＺＹＮＳＫＩ Ｗ， ＣＨＯＷ Ｌ Ｃ， ｅｔ ａｌ．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ａｉｒｆｒａｍｅ ｎｏｉ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Ｃ］ ∥６ｔｈ ＡＩＡＡ ／ ＣＥＡＳ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１９７１

［５］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Ｇ Ｊ， ＥＬＥＯＮＯＲＡ Ｎ， ＪＯＨＮ Ｋ． Ｎｏｉ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 ｎｏｓ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２０１８， ５５： １⁃３７

［６］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Ｍ Ｍ， ＥＬＥＯＮＯＲＡ Ｎ， ＭＩＲＪＡＭ Ｓ，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ｏｓ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ｎｏｉｓ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２０２０， ５７（３）： ５１７⁃５３３

［７］　 ＣＡＳＡＬＩＮＯ Ｄ．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ＣＥＡＳ⁃ＡＳ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２００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３２９（２２）： ４８１０⁃４８２８

［８］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Ｌ， ＭＡＮＯＨＡ Ｅ， ＫＨＥＬＩＬ Ｓ Ｂ， ｅｔ ａｌ． ＬＡＧＯＯＮ： ｎｅｗ ｍａｃｈ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ｎｏｉｓ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ＡＩＡＡ ／ ＣＥＡＳ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９］　 ＲＩＣＣＩＡＲＤＩ Ｔ Ｒ， ＡＺＥＶＥＤＯ Ｐ Ｒ Ｇ Ｄ， ＷＯＬＦ Ｗ Ｒ， ｅｔ 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ＧＯＯＮ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ｅｄｄ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ｏｇｙ［Ｃ］∥ＡＩＡＡ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１０］ 胡宁， 郝璇， 苏诚， 等． 基于分离涡模拟的起落架气动噪声研究［Ｊ］． 空气动力学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３（１）： ９９⁃１０６
ＨＵ Ｎｉｎｇ， ＨＡＯ Ｘｕａｎ， ＳＵ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ｂｙ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ｅｄｄ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３３（１）： ９９⁃１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张凯宁， 谢凝， 曹平宽， 等． 飞机起落架气动噪声数值研究［Ｊ］． 航空计算技术， ２０１９， ４９（５）： ６３⁃６６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ｎｉｎｇ， ＸＩＥ Ｎｉｎｇ， ＣＡＯ Ｐｉｎｇｋ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ｅｒｏ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Ｊ］．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２０１９， ４９（５）： ６３⁃６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ＩＭＡＭＵＲＡ Ｔ， ＴＡＭＡＫＩ Ｙ．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ｆｌｏ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ｗｏ⁃ｗｈｅｅｌ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ｓｏｌ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ＩＡＡ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２０

［１３］ ＵＩＬＬＯＴ Ｆ， ＬＵＰＯＧＬＡＺＯＦＦ Ｎ， ＬＵＱＵＥＴ Ｄ， ｅｔ ａｌ．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Ａ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ｏｓ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ｎｏｉｓｅ［Ｃ］∥ＡＩＡＡ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１４］ ＧＵＯ Ｚｈｉｆｅｉ， ＬＩＵ Ｐｅｉｑｉｎｇ， ＧＵＯ Ｈａｏ．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ａｎｄ ｃａｖｉｔｙ ｎｏｉｓｅ［Ｃ］∥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９： ２５０７

［１５］ ＥＷＥＲＴ Ｒ， ＳＣＨＲＤＥＲ Ｗ．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ｌｏｗ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１８８（２）： ３６５⁃３９８

［１６］ 余培汛， 白俊强， 郭博智， 等． 尺度适应模型用于模拟射流流量对空腔压力脉动的抑制［Ｊ］． 声学学报， ２０１５， ４０（１）：
７１⁃８１
ＹＵ Ｐｅｉｘｕｎ， ＢＡＩ Ｊｕｎｑｉａｎｇ， ＧＵＯ Ｂｏｚｈｉ， ｅｔ 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ｊｅｔ ｆｌｏｗ ｏｎ 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ｖ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０６９·



第 ５ 期 田斯源，等：全尺寸起落架的气动及声学特性分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Ｊ］． Ａｃｔａ Ａｃｕｓｔ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４０（１）： ７１⁃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ＨＡＮ Ｘｉａｏ， ＹＵ Ｐｅｉｘｕｎ， ＢＡＩ Ｊｕｎ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Ｅｕｌｅｒｉａｎ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Ｊ］．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１０６（１４）： １０６０７７
［１８］ ＹＵ Ｐｅｉｘｕｎ， ＢＡＩ Ｊｕｎｑｉａｎｇ， ＨＡＩ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ｌｕｘ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ｎｏｎ⁃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ｙ ｓｃｈｅｍｅ［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３１（５）： １０２０⁃１０２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ｕｌｌ ｓｃａｌ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ＴＩＡＮ Ｓｉｙｕａｎ１， ＹＵ Ｐｅｉｘｕｎ１， ＢＡＩ Ｊｕｎｑｉａｎｇ２， ＲＥＮ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３，
ＢＡＯ Ａｎｙｕ４， ＨＡＮ Ｘｉａｏ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２．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３．ＡＶＩＣ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８９， Ｃｈｉｎａ；
４．ＡＶＩＣ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６０，Ｃｈｉｎａ

æ

è

ç
ç
çç

ö

ø

÷
÷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ｎｏｉｓｅ ｏｆ ａ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ａｉｒｆｒａｍｅ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ｎｏｉ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 ｌｏｗ⁃ｎｏｉｓ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５２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ｗｉ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 ｔ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ｓｃａｌ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ｎｏｉｓｅ ｏｆ ａ 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ｓｔｒｕｔ，
ｔｏｒｓｉｏｎ ａｒｍ， ｐｉｓｔｏｎ ｒｏｄ， ｗｈｅｅ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ｎｏｉ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ｆｉｅｌｄ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 ｃａ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ｗ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ｒｅ ｔ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 ｃ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ｒ⁃ｆｉｅｌｄ ｎｏｉ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ｎｏ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ｃａｎ ｂ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ｔｏｎｅ ｈａｓ ｔｗ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５６０ Ｈｚ ａｎｄ ９６０ Ｈｚ．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ｕｄｅｓｔ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１３６ ｄ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ｅ ｔｏｎｅ
ｒａｄｉ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ｅ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ｐｅｃ⁃
ｔｒ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ａ ｗｉｄ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ｕｒｅ ｔ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ｆｉｅｌｄ ｎｏｉ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ｎｏ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ｒ 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ｅａ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６５ ａｎｄ １１０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ｒｅ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ｔｈｅ ｆａｒ⁃ｆｉｅｌｄ ｎｏ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ｉｄ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ｕｒｅ ｔｏｎｅ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 ｌｏｗ⁃ｎｏｉｓｅ ｌａｎｄ ｇｅａ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ｕｌｌ ｓｃａｌ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ｓｔ；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ｎｏｉｓｅ； ｂｒｏａｄ⁃
ｂ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ｐｕｒｅ ｔｏｎｅ

引用格式：田斯源， 余培汛， 白俊强， 等． 全尺寸起落架的气动及声学特性分析［Ｊ］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４０（５）： ９５３⁃９６１
ＴＩＡＮ Ｓｉｙｕａｎ， ＹＵ Ｐｅｉｘｕｎ， ＢＡＩ Ｊｕｎ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ａｅｒ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ｕｌｌ ｓｃａｌ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２， ４０（５）： ９５３⁃９６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２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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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