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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用非走常非线ha涡惰 :x对小展 zs̀比大攻角薄w的划船运动桨卜进行r定常、}卜定常运动数值模拟

通过对训茸技巧的改进。扩展了非定常非线性病格法的应旧范围。对丹极小展弦比以 。.2),大攻角(。=

以)的薄翼的数值:1算表明，所做的三竹是成功的 汁算了不同展iF.比的平板、圆弧整桨叶的流体动力朴

隆·机翼辞简谐运动时的流体动力书性;汁算了目前r泛泣用的器艇"Big Iil}de"某叶的充体动力性能以及

运动凝圭对流体动为性t1'的V响‘还讨论了攻角、浸水深腹等参数对桨叶流体劝力怡能的影响。

关 键 词:水动力:赛艇 皮划a} 桨叶;数fA模拟 试牲

中图分类号:()351: 文献标识码:八

(一) 前 言

    赛艇、皮划艇桨叶是 一种小展弦比的薄翼，其厚度较其他尺度小得多 桨叶划动时始终处在非定

常运动中。绝大多数情况F，攻角都很大甚至可以达到900，还会伴有分离的发生

    I卜定常非线性涡格法已在航空航天和船舶流体力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在不断地改进 从2o

多年的发展来看.对于人攻角小展弦比薄翼有分离流动的i}算 综合考虑计算精度、效率、费用和便

利，它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由于端部分离涡和尾涡的位置要不断地迭代等，会囚处理方法的

不同，带来收敛速度、计算精度上有很大的差别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攻角较人时，作用力的计算值较试验值偏大，并kL自由涡面形状的

迭代难以收敛，玫角大于3。。时很少能得到收敛解 对此，本文在计算技巧上进行r 一些改进，对不同

展弦比的平板和圆弧机翼作用力的计算表明:其结果与试验吻合较好，令人满意，1I1开发的程序。本

文计算了目前在赛艇比赛中最常用的“Big Bladc"双桨桨叶的水动力性能，讨沦f不同深度和划桨频率

X1桨叶水动力性能的影响，为运动员科学训练打 卜了基础

(二) 数值计算方法

    1.数学物理模型

    如图}所不的固定坐标系.坐标系原汽取在水平面上，二轴垂直向上，均匀来流:垂直于、轴并

与、轴呈夹角a，桨叶位于水平面的下方.距水面的深度为h.桨叶的展长为6

一进pt型1+ 0 7iii竺塑塑O Ij吵化为势流来处理，物面·侧缘和尾缘的分离涡可以用涡面来模拟
    收稿日期:2001 02-16; 修改搞收稿日期:2001-1，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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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流动应满足无穷远条件、物面条件、后缘的xuu。条件.

同时。还应满足K日vin环量守恒定律 侧缘和尾缘的分离涡等白由

涡面应为不受力的涡面 为简化计算，有白由表面时，可以采用映

像法来处理 在自由表面上，其压力恒等于大气压P -P

    按照非定常非线性涡格法的通常做法，将物面划分成许多网

格，在网格上布置涡环。II算中除个别位置外 这些涡环均由四条

直线组成，形成平面四边形涡环〕在白由涡面上同样布置四边形涡

环。涡环直接布置在物面上。而不是布皆在中性面上。

    离散化以后，在附着涡面的涡环布置中，一般展向涡段布置在

各网格单元的1/4弦长处，而满足物面条件的控制点布置在各单元

网格的3厂4弦长处

FIN 侧缘涡

图工 I卜定常非线胜 N格法模19

    假设(、。为第，个物面单元上单位强度的涡环在第宁单元控制点上产生的法向诱导速度。C:为第1

个自由涡面单元卜单位强度的涡环在第泞单元控制点上产生的法向诱导速度，则

艺‘J，:+艺C孙几’一H,       ($一 ，2，·，:11 x ti' ) (1)

式(7)中自由涡面的涡环强度r;一’是卜一时刻卜泄而来，是已知的 Ad为展向涡环的个数，h̀为弦向

涡环的个数,/为自由涡环的个数 Ii;第t单元控制点上物体的法向速度。

    U)式在物面.kl x N个单元的控制点成立，形成114 x ,V个方程，组成W定常非线性涡格法的基木

控制方程 解出该方程组，便得到了方程组的未知量，即物面上的涡强P;一日.求出r:和已知的

r; 就可以求得各自由涡环节处在二、v.:丫个方向上的速度

，(二，，二，，”一艺 c�r;十兰c�r,’}? (2)

式中c�、 c,分别是单位强度的物面涡环和自由涡环又J自由涡环节点处的诱导速度。

    因此，可以求出各自由涡环节点处在 下一时刻新的位置

r(x,、，分，曰 一 r(x, v, Z, t一 1)一 v(x, v, z, not (只)

在小可压势流中，由非定常伯努利方程得到物面上的压力分布为

合:‘，十
0为势函数

v)̀〕一 f(t) 
 
+

P
一。

即
盘

式中v-z',i+z,J+v,k是物面上的扰动速度

时间变化的常数

P为物面上的压力，P为流体密度，f(t)为随

采用 卜标+、一分别表示物体上下表面的物理量 v�,告〔，‘，_)为物体控制点处上下表面的平
均速度，即物面和自由涡环总诱导速度之和，。，为上、下表面切向速度的跳跃。对于薄翼来讲，也就

是该点处的涡密度Y

下表面的压力差系数

那么一、}乡dv,，一二一卜 另外，:一、T，这样就可以求出物面卜

，
l
es
es

l

 
 
 
 

p 
 
十c片c_一c _一典F

                                V', a匕
,T,7t、。，(; (d)

    z.目田减位置的迭代处理

    由于计算量的缘故，一般在计算时不考虑附着涡强度与自由涡面位置的迭代计算 设在I=dr时

刻，白由涡面节点处的合速度为，〔二，y，二，，)，节点的新位置直接由(3)式给出

    本文考虑了在某一时刻附着涡的强度与白由涡面位置的迭代计算，在满足两者的迭代精度后再进

人下一个时刻的计算。在紧连的K 个时间步长的计算中，自由涡面的位置仍由公式(3)给出，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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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连的k 个时间步长中，附着涡的强度和自由涡面的位置都要迭

代到满足精度为止。如此重复.直到结束。这样的处理对丁非定常

流动的计算能够较快地得到收敛解，节省了计算工作量 K , K 的

取tft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一般攻角较小时，K 可以取得小一些 如

果K二()，表示不进行自由涡位置的迭代〔

    如图2所示 弦长为‘的矩形平板，绕点(二，。u)在、:平面

内做简谐运动(m=t,fl /e，口为摆动的圆频率，Hz),摇动的幅值为

a..，则物面的迈动方程为:

图2 平板的位置与运动

卜一hO. y,‘)一(“一‘,)tan.
)。一。sin (a}( )

    第一周期

(5)
a:机二周期

    选取展弦比A=1的平板，无因次化处理以后，以a,二

洲’。=0.4、、一。.5做简谐运动 物面单兀为数4X6,自

由涡面的长度为8个单元。压力系数已 随攻角a的变化关

系如图3所示、计算时，每个时间步长，自由涡面位置和物

面涡环强度都迭代，使自由涡面的位置和物面涡环强度均满

足收敛要求

    对丁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为了保证物面作用力的计算有

稳定的解，常规方法需要进行多个周期的计算 一般需要进

行六个周期以上的计算才能得到稳定的数值解。采月I本方法，

亡  0 伞头一}
一

}\

  }'fit

一as  -20

图5压力系数〔，随攻几。的变化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两个周期、相应状

态下的物面上的压力系数的相差很小 也就是说，只要两个周期的l卜算就可以得到物面作用力稳定的

数值解 因此，本11算方法是合理的，更能反映周期运动时作用力周期变化的特点

    假定在t时刻一自由涡段的两端点的坐标为P(.卜，y，.之，〕及尸(又，夕，知)，自由涡的涡矢为1s

-,3.,i{乃yj+:}2k。该处的速度为，=二i+z,,j+v,k则满足如下关系:

生 二叭 。，_脸
一-ASl 一VI         'vsl 一VI

乃尸 跳

一△匀 [，
(6)

r I-1时刻。在汁算尸 的位置时 以r}为松弛因子，则有:J}=i3
Ivy
4、一I-(i一R1}w)一二1‘’〕、。v=召

干((I一M[y〔 川一、习。△一1 I}'I，“，+(，一/3)Lz ̀‘一”
故尸一’点的坐标为:}a’二川

松弛因子N与迭代收敛的速度有

3.迭代收敛判断法则

十么L. v5,}

一定的关系

=y‘十dy，二;，十:=之洲}△二

一般取0. 5附近。在木文的计算中取,3=0. r,5

      1般的非线性涡格法中，附着涡强度厂:和自由涡位置，一‘进行迭代时，他们与上一刻的最大相对误

差均小于一个小量。，如;=10 也就是说。在某 一时刻t，先保持涡强不变，将自由涡面的位置的最

大相对误差迭代小于。，然后再利用此时的涡面位置，重新计算附着涡强度;重复上述过程。迭代自由

涡面的位置及附着涡环的强度。如此反复直到两者的最大相对误差均小于。

    本文在计算时 附着涡强度的迭代与自由涡面位置在同一精度下进行迭代。也就是说，在某一时

刻1，得到附着涡强度的最大相又」误差为: 当白由涡面的位置的最大相对误差 E满足:}K,,E}

(k, 一经验常数，一般可将它取为1)时，就可以进行下一轮迭代:利用新的自由A面位置，重新计算

附着涡强度，得到新的附着涡强度的最大相对误差:，再以此作为迭代计算白由涡面的位置的收敛准

则 如此反复，使附着涡强度最大相对误差满足:,<10 ,计算表明，本文的处理办法比前 一种常规的

处理办法‘能够在更大的攻角范围内得到收敛的数值解，并且可以节省计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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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压力分布AC)的求法:

控制点的压力求出以后 为了反映薄翼前缘奇性的影响、要对物面

弦向压力分布进行刚“。如图4坐标系，机翼的弦长为 今、-争1
cos0)。将弦向压力系数分布按二角级数来展开:

:〔、，(。)一 、{{卜Y,”一。 (7)

    该公式第一项反映了簿翼前缘奇性的特点‘实际汁算中，富氏级数 IN t  1标g换
只要取有限项，所得到的物面压力分布差别就不大了，本文 般取6项，

可由最小_乘法来确定系数厂

    5.网格划分的处理

    在一定的范围内，随着网格数门的增加，汁算精度会有所提高，但太大的网格数对总体力的计算

影响并不大，不过对机翼 F.的压力分布计算还是有利的 特别是提高来流方向L的网格数，对提高弦

向压力分布的il算精度是有利的 然而随着网格数目的增加，计算时间会呈几何级数形式增加，因此

在计算精度和计算时间卜要进行权衡

    二方向网格数与J'力向网格数相差不大时，计算精度会好一ilL 计算经验表明。单元的边长宜满

足:0. .5d  N, _2A (}'v'、、分另!}为弦.。和展向的等分网格数·*为机翼的展弦比)
    6.控制点位置的处理

    计算经验表明，利用比线性涡格法在计算定常气动力时，对于攻角大于100以上的物体的法向力，

一般地计算值较试验值偏人，且随着攻角的增大。偏差也越来越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叶正寅”对

Konstadinopottlos="和Katz"〕采用的两种典#7的物面涡格划分方法，提出r改进意见.结果对矩形平
板可以在攻角达25'的时得到收敛数值解。本文提出了一

种通过移动单元控制点位N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亡

    假定单兀控制点距单元前缘的距离与单元纵向边长之

比为S，一般情况下,S一。.5 对于展弦比入二、的矩形

平板，攻角h-21“物面上的网格划分为4X5.白由涡弦

向网格数为8 , .S的值分别取为。. 3, 0.5和。.7时、升力

系数认.的计算结果分别为0. 6790,。91%和1. 0520,试

验值为。.89计算表明，随着S，的增加，升力系数随之增

加。因此，改变.S的值 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大 计算经验

表明。在展弦比入和攻角a下计算平板的压力系数，.S,的

取值按如图5所不规律变化时，可以较快地得到收敛的数

值解

一

A - 4 0

A 二2 0

A 二10

A -0 台

A -0 ‘

内 二0 4

A =0.7

Q
O

今

△

:

今

10     20

a. C1
:汀六

图几 小同展弦比人的平板单元拄制点的位N

    从图中可以看出，S，的取值可分成_部分，一部分是

分离之前，一部分是分离之后，这两部分S,与攻角a呈线性关系，第三部分是分离点附近，变化没有

规律，日前。不同展弦比的分离点位置尚依赖于试验结果

    计算结果表明，控制点移动以后，能够计算的展弦比和攻角的范围大大扩大，展弦比可以小到

0.2.攻角叮以高达600。压力系数都可以得到收敛解，而且、小展弦比、大攻角时，附着涡强和白由

涡的位置的迭代收敛要比控制点不移动时要快得多 计算结果表明 在分离前、后，按这种方法计算

出来的压力系数与试验值吻合得比较好气.而在分离点附近.计算出来的压力系数与实验结果去别较

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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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计算及试验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计算了展弦比几一]的矩形平板的突然启动。物面网格划分 ;X6、自由涡面的长度为8

个单元 经过几个周期以后，物面上的涡强和自由涡的位置达到稳定，物面上的压力分布同样也达到

了稳定，压力差系数C，计算的结果如图6所示，并同文献[6〕的11算结果和所引用的资料进行了比较

从图中可以看出C，随攻角的非线性关系十分明9-。攻角较小时、几种试验和计算结果差别小人，随着
攻角的增加 本文的计算结果同试验结果吻合得较好，明显好于其它的计算方法。按照本文的计算方-

法，攻角达到近C, 0“时也可以得到作用力的收敛解。这说明本义所采用方法是可行的

    图7是平板上几个剖面的展向压力分布图 Kandill’计算了二二。.5和二=0. 85的展向压力分布，

本文计算的分别是二一。. 1563, 0. 4688, 0.5313, 0.8458和。.9063处的压力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

总的趋势一致。在平板的中后部吻合得较好;前端差异较大，本文的计算结果要小干Kandill7;的计算

结果。也就是说，压力分布在平板的尾端符合得较好，而在中部偏刁丫

1州净IM卫s

Kandi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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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压力系数〔，随攻角。的变化关系 物ICI上 的展向压力分布

    物面网格划分为1X6、白由涡面的长度为8个单元，不同展弦比A=4,2、0. 8, 0. 6, 0. 4 ,。.2的

平板突然启动的压力系数C',计算结果如图吕所示，并同文献[,J 的风洞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 从图8

中可以看出，压力系数与实验结果比较吻合。特别是在机翼失速之前，压力系数的计算结果与试验值

的误差 一般都在5%以内.失速以后，误差会变大。这主要是因为，失速以后尾迹区的旋涡比较混乱，

通过迭代得到的分离涡面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尾部及端部的旋涡分布情况

if验值

计算值 气
值

道

蹦
9 10

. A闷.0

a A-2.0

口 A闭 R

. A印 6

o A印 4

a 人二02

。r竺一 一 一 一一一 J— 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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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展弦比之压力系数〔 与攻角a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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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圆弧机翼进行厂模M试验

一19G.7mm.圆弧 的 张 角 为 4 8'

.试验模刑的展弦比A分别为:A--2, 1, 0.5,

                                    艺l

0，2 摸型的圆弧半径R

模型的弦长b= 160rnrn，拱度 t=0. 1 试验在武汉理工大学流体力学

实验室才加L洞中进行.风洞为开口回流式，出日为圆截面。直径为lm.试验段长为1.8m,设计最大

风速为Gom/S.试验风速为37m/s,雷诺数Re为4. 08X 10'一试验的攻角为一15'-- 60'

    利用非定常非线性涡格法计算出来的圆弧翼的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l，以及试验结果分别如

图9, 10所示。从图中来看，升力系数与试验结果也吻合得较好

尸卜
瓜
巴
。

。。一

e9   - to   )    10 20   30   41    1J   s0

0

叹

图9 不同展弦比A升力系数〔 与攻角a的关系图 图10 不同展弦比A阻力系数(r与攻角a的关系图

    圆弧翼的气动力特点基本上与平板 样 在失速之前，人的展弦比比较有利 随着展弦比的增加，

升力系数和It力系数也增加。因此，在失速之前选用较大的展弦比是有益的。失速以后比较复杂，大

展弦比的优势并不明显 一般来讲.展弦比越大.失速角越小〔当A夕                 1时，攻角在20·附近就会失速;

而A<1时，失速角一般都在 l0̀- 50'。这样，在较大的攻角范围内工作时，由于较小展弦比的机翼没

有发生失速，其1_作效率要比那些已发生失速的展弦比较大的机翼高 对丁划船运动来讲，来流的攻

角都比较大，而目主要工作在大攻角的清况 卜，所以选用的机翼的展弦比不宜过大，宜在A=1--2为

女子。

(三)"Big Blade”赛艇桨叶水动力性能研究

Big Blarlc',赛艇双桨桨叶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桨叶，占A 9o/以上 如图

11所示桨叫

模拟计算

的弦长为11cm,展长为21. 5cm ,本文用非定常非线性涡格法程序对这种桨叶进行了数值

    计算时.桨叶的表面网格划分为10X6,尾涡的长度取两个板长，即12

单元。采用映像法，物面和自由涡面上的涡强与映像涡的强度和方向都相

  水深分别取h=10cm, l5cm和无限水深 以一定的攻角突然起动开始计

，经过若干个周期以后.桨叶上的压力分布达到稳定。计算出的压力系数

同

算

与试验 5」结果的比较如图 12所示

计算结果表明:日一算得到的压力系数总体规律与试验是 一致的。水深越

深吻合得越好。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考虑自山表面的作用。

越近.误差也就越人 失速之前，与试验结果吻合得更好

因此，桨叶离水面

  些。在失速以后.

i障压力值随角度的变化，没有试验结果平坦一无论桨叶浸深多少失速以 图I I  "sty Ltadc'"桨叶
后.试验得到的压力值起伏变化很小.而计算值变化却较大 这说明，本文的计算模t+a与实际结果还

是有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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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水深时的压力系数( 图13 无限水深时.It力系数仁 随频率的变化关系

    假定运动员以匀角速度划桨。在给定时间内，攻角a从10。划到00̀，划桨频率分别取。-0.2, 0.3

和。.4，旋转轴取在桨叶的中间，不计自由液面的影响，不同时刻压力系数的计算结果如图1.3所示

    t1算结果表明:与定常相应的攻角比较 非定常时物面上的压力峰值向后移动，前部压力减小，

后部压力增大。在计算的频率范围内，压力系数c随攻角的变化的规律与定常时的基本一致。随着划

桨频率的增加，压力系数明显增大。因而，划桨的频率高一点，产生的作用力也会大 此 运动员应在

体能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更大的桨频划桨

(四) 结 论

    本文对非定常I卜线性涡格法计算技巧进行了一定的改进，计算得出的矩形板上的作用力系数与试

验结果更加吻合，提高r计算的精度，对极小展弦比(1=0.2)、极大攻角((u一60,)的薄翼也能够得到

较好的收敛解，同时加快了物面附着涡强和自由涡位置迭代的收敛速度，扩展了非定常非线性涡格法

的应用范围

划船技术，

。本文还对’"Big Blade"桨叶进行r数值模拟，得到了其水动力性能，为运动员改进和完善

提高训练的科学化水平做出r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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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Rowing Sculls at Large Angle of Attack

              ZHENG Wei-tao'. WANG De-xun-,   HAN Jiu-rut'

(l. Wohna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Wuhan 430079, China; 2.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na 43(106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unsteady nonlinear vortex lattice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hydrodynamic per

formance of the thin wing. Plane quadrilateral vortex-la川ces are used to approximate the body sur

face. The vortex strengths on the body and free vortex are solved by iteration alternately. The paper

establishes an iteration scheme of rapid convergence. i. c，the vortex strength and free、一(>rtex loci

tion converge at the same error order. The converged solution of small aspect radio thin wing at large

attack angle is also very quickly obtained. 'C he hydrodynamic forces acting on thin wing in some depts

of water are calculated by image method.

    The steady and unsteady hydrodynamic forces on several rectangular flat plates and circle wings

with aspect ratios as small as。2, at attack angles as large as 60̀  and in some water depths are calcu

fated. The agreement between present numerical results of these airfoil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r

other calculatons indicates that the present work is successful

    The rowing scull is a kind of thin wing (0. 567.̀ 1.2).It always works at large attack angles

near 900. In this paper, the steady and unsteady hydrodynamic performance of‘Big Blade", which is

most used in the rowing competition, is calculated. The dependence of some energetics on the con

cerned physical parameters, such as the depth of water. the frequency,etc.，is exhibited. Based on

these calculation, the technique in rowing sports in the viewpoint of hydrodynamics is analyzed.

Key words:hydrodynamic; rowing; canoe; kayak; sculls;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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