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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的流体力学实验研究
周继和，龙小安，寇嘉琪，曾德涛

(成都体育学院运动医学系，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为分析箭的流体力学性能，进而完善射箭动作技术理论，对箭进行了水洞和风洞实验。综合实验结果分析得到:箭保持

附着流状态在(-6o---6o)攻角;安装螺旋塑胶羽片比平直塑胶羽片的流态要好;在实验攻角范围内，升力系数Cy随着攻角的增大

而增大;俯仰力矩系数M:随着攻角的增大而减小。箭具有纵向静稳定性;有无箭羽对箭体模型的升力Y和俯仰力矩M:影响很

大;箭羽滚转一定角度对升力系数Cy也有一定影响;箭羽是产生升力Y的主要部件，更是使箭体有较大静稳定性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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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射箭运动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一，现设有男

女团体、个人四块金牌。现代体育竞技尤其是奥运会，

从开幕式到比赛一直到闭幕，总伴有高新技术的运用，

总会涌现出不少运用高新技术生产的运动器械。国际

体育竞技与其说是运动员体能和技术的竞争，毋宁说

是国与国之间科学技术的较量。现代体育竞技已经大

大超出体育范畴。

    射箭是运动员使用器械— 弓箭的体育项目，运

动员的技术动作必须和弓箭的性能相适应。而箭飞行

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决定了射箭的很多关键技术，譬如

非常重要的箭巢位置，手臂拉力方向等等，因此，弓箭

性能的优劣及对弓箭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着射箭技术

的发挥，从而决定了比赛成绩的好坏。另外，目前我国

射箭运动员全都使用国外生产的弓箭，姑且不论每年

国家花了大量的外汇购买，就是在选购上也存在一些

盲从。

    经过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对细长体的低雷诺数

飞行器做风洞实验还是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以前

没有学者对箭作过定量的流体力学研究〔1,2,3]所以，我
们对箭进行了水洞和风洞实验，希冀逐步弄清箭的流

体力学性能，进而完善射箭动作技术理论，为我国“奥

运争光”战略作一点贡献，也为我国生产箭打下一些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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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的试验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低速空气动力研究所进行，先进行水洞实验，后进行风

洞试验。[‘]
2.1 水洞试验

    本次试验用水洞全长15.76m，试验段截面尺寸为

0. 4m x 0. 4m，长为1. 5m。试验段的水流速度通过调

速阀门实现。本期试验水流速度约为0. I m/s。水流

速度基本上保持稳定。以箭杆直径5. 4mm一7. 6mm

计的雷诺数Re约为700一980 0

    试验中用JVC9300数码摄相机摄相。OLYPUS照

相机拍片记录实验状态。

    水洞试验模型是四支箭实物，分别是法国产DI-

VA20, DIVAI9各一支，美国产E1912和E1914各一

支。模型采用尾部支撑的方式吊装于试验段上转盘

下，由手动改变转盘的测滑角R来实现模型攻角。的
变化。

    试验中，通过箭体头部前沿和箭羽前沿布置染色

水导管，从染色水导管喷口所释放出的染色水来完成

模型绕流流态的显示。同时通过对绕流流态进行照相

以及录相，以此来记录试验状态和得到所需要的有关

模型绕流流态的试验照片。

2.2 风洞试验

    风洞测力试验是在1.4m x 1.4m截面低速风洞中

进行的。该风洞系一直流闭口低速风洞。试验段长为

2.8m，横截面为1.4m x 1.4m的切角正方形。其空风

洞最大风速为50m/s，常用风速为40m/so

    风洞试验模型为组合模型，由箭头、前箭身、后箭

身、箭羽和箭尾五部分组成。模型比例为2:1。试验

时，模型吊装在风洞实验段中央，天平中心和模型重

合，通过R机构来实现模型攻角的变化。= 0--6-，每
次改变2-。试验风速V = 30m/s，以箭杆直径计的雷

诺数Re=24800.

    试验由于箭体模型的尺寸和气动载荷均很小，同

时又是初次探索研究，没有制作合适的小量程的六分

量应变天平与之相匹配。鉴于各种原因，本期风洞试

验选用了已有的PL90C三分量应变天平进行箭体模
型的测力试验研究。试验中，PL90C三分量应变天平

的测力分量Zt和偏航力矩分量Myt用来实现对箭体

模型的升力Y和俯仰力矩Mz的测量。受天平限制，

本期试验未对箭的阻力特性进行测量。吹风时，模型

感受到的气动力经天平转换成电信号，再经放大器、

A/D板至微机实时采集处理。试验数据采集按常规

方式进行，采样频率:100Hz，采样长度:5s，采样结果经

算术平均后存储和参与计算。

3 试验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水洞实验和风洞实验分别进行讨论。

3.1水洞实验结果与讨论

    对于箭头部的流态来说，在攻角OL =0"时，试验中

的四支箭的箭头部绕流显示出平面流动状态，没有分

离，保持着良好的附着流状态。攻角。在一60 -,-- a-<60
时也是这样。但攻角!al :,:- 90时，箭头部流线便有分

离现象。

    通过对四支箭的箭头部流态对比可发现，

"E1912"箭的箭头部流态比其余三支箭的流态要好。

显示出这支箭的流线性比较好。

    水洞实验的箭有两种箭羽。一种是平直塑胶羽

片，一种是螺旋塑胶羽片。在攻角。二00时，螺旋塑胶

羽片部流态基本上为附着流态。而平直塑胶羽片部流

线在。= 00时就有分离现象。同时随着攻角的变化螺

旋塑胶羽片也要较平直羽片流态好。由此可见，在箭

上安装螺旋塑胶羽片相对安装平面塑胶羽片的流态要

好。

3.2 风洞实验结果与讨论

    试验结果以箭体体轴系给出，力矩参考点取在模

型的重心(即天平中心)处。Cy为升力系数，mz为俯

仰力矩系数，Y为升力，Mz为俯仰力矩。

    不同运动员射出的箭飞行速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做了变风速的风洞实验。试验。= 0.时，其升力

系数变化不明显，俯仰力矩系数Mz变化也不大。

    射箭运动员的箭巢位置高低不同，射出箭的攻角

就不一样，我们从攻角为00时一直到大攻角16。都进

行了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升力系数Cy随着攻角的

增大而增大，在小攻角范围(一40 5 a 540)内，箭体模

型的Cya =2.190。而俯仰力矩系数mz随着攻角的增
大而减小，在小攻角范围(-40Sa540),箭体模型的

M=a=-0.26，在整个试验攻角范围(00 5 a 5160)内，

M$a <0，故箭体模型具有纵向静稳定性。在试验攻角
范围(005a---- 16')内，箭体模型所受的最大升力IY

I二。二1.65N，最大俯仰力矩!MZ I. =0. 49N·mo
    不同厂家生产的箭的箭头部形状各异。运动员粘

贴的箭尾也不相同，我们用不同的箭头和箭尾都进行

了风洞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箭头变化对全箭的升力

系数Cy和俯仰力矩系数mz的影响 (下转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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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而横断面积(P <0.05)和骨矿含量(P>

0.05)则有所提高，腰椎压缩实验结果显示其各项指

标虽有变化，但尚无显著性差异(P >0.05)。这似乎
表明抗氧化剂虽对骨的生长发育(骨横断面、骨矿含

量)有一定影响，一些生物力学指标的变化可能是生

长过程中的塑形。总的来看对其生物力学特性的影

响，不如应力发生变化的影响明显，有关抗氧化剂如骨

生长发育和生物力学参数变化的影响尚需更加深人广

泛的研究。

    本文得到陈孟诗教授，周艳、沈异、郑兵等老师的

帮助和支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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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7页)不大，其差异在重复性精度范围内;而
有无箭羽对箭体模型的升力和俯仰力矩影响很大。同

时箭羽滚转一定角度对升力系数Cy也有一定影响。
箭羽是产生升力的主要部件，更是使箭体具有较大静

稳定性的部件。[53

4 结论

    综合水洞和风洞实验分析结论如下:

4.1在小攻角范围(一60-<a<-60)内，箭头能保持附
着流状态。

4.2 就本次试验的四支箭来说，箭“E1912”流线性较

好。

4.3 安装螺旋塑胶羽片比平直塑胶羽片的流态要好。

4.4  a=00时，箭飞行速度的变化对升力系数Cy和

俯仰力矩系数m:影响不大。

4.5 试验攻角范围(00 <u,< 160)内，升力系数Cy随

着攻角的增大而增大;俯仰力矩系数mz随着攻角的

增大而减小。箭具有纵向静稳定性。

4.6 不同的箭头对升力系数Cy和俯仰力矩系数mz
影响不大。

4.7 有无箭羽对箭体模型的升力Y和俯仰力矩Mz

影响很大;箭羽滚转一定角度对升力系数Cy也有一

定影响;箭羽是产生升力Y的主要部件，更是使箭体

有较大静稳定性的部件。

4.8 本次研究工作对箭流体力学特性进行了初步探

索。取得了箭体模型的气动载荷大小，获得了箭体模

型的一些气动规律，为今后深人试验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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