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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飞行器的仿生流体力学

———昆虫前飞时的气动力和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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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昆虫前飞时的气动力和需用功率。由8#6方程的数值解提供速度场和压力

场，从而得到涡量、气动力和力矩（惯性力矩用解析方法计算）。基于流场结构，解释了非定常气动力产生的原

因；基于气动力和力矩，得到需用功率。悬停飞行中揭示出的3个非定常高升力机制（不失速机制，拍动初期

的快速加速运动，拍动后期的快速上仰运动）在前飞时仍然适用（即使在快速前飞时，!NO!!!P&Q／A，失速

涡也不脱落）。在低速飞行时（!N!"P&Q／A）平衡重量的升力既来自于翅膀的下拍运动也来自于上挥运动，

并主要由翅膀的升力贡献；克服身体阻力的推力主要来自于翅膀的上挥运动，由翅膀的阻力贡献。在中等速

度下（!N!%P"Q／A），升力主要来自于下拍运动，其中一半由翅膀升力贡献，一半由翅膀阻力贡献；推力主要

来自上挥运动，也是一半由翅膀升力贡献，一半由翅膀阻力贡献。在快速飞行时（!N!!P"Q／A），升力主要来

自于下拍运动，主要由翅膀阻力贡献；推力来自上挥运动，主要由翅膀升力贡献。悬停时，下拍和上挥做功同

样大；前飞时，下拍做功较上挥大得多：!NO"P&，%P"和!P"Q／A时，下拍做的功分别是上挥的%P$，!P$和3P&
倍。果蝇在悬停飞行时，比功率（单位身体质量的需用功率）约为!5<／-?，在!NO"P&和%Q／A时，比功率比

悬停时小约%""；在!NO%P&Q／A时，比功率与悬停时几乎相同；当速度再大时，比功率迅速增大。比功率随

飞行速度的变化关系曲线近似于=形，而不像飞机的那样为7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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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们提出了微型飞行器（9LR）新概

念。9LR若用常规气动布局，会有低雷诺数下

不能产生足够的升力以平衡重量，无法提供控制

所需要的力等问题。而同尺寸的昆虫却是飞行的

佼佼者。9LR应仿效之。因而有必要研究昆虫

产生高升力的机理及所需的功率问题。在这方

面，已有了许多工作。

VEE>0?);0［%］在对鹰蛾及其自动拍动模型的流

场显示试验中发现昆虫翅膀在拍动过程中，前缘

涡（失速涡）在下拍和上挥（拍）时均不脱落。经过

对旋涡及流体的冲量的分析，他们认为前缘涡不

脱落是昆虫翼产生高升力的机制之一。G>J2(和

W>2->0A;0［!］对果蝇的自动拍动模型的流场显示和

气动力的测量研究（果蝇的雷诺数要比鹰蛾小%
到!个量级），也表明了这一点。W>2->0A;0［3］在对

"""""""""""""""""""""""""""""""""""""""""""""""""""""""""""""

果蝇翅膀模型的气动力的测量中发现，在一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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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除了在拍动过程中有较高的升力以外，在拍

动的开始和结束阶段都有一个大的升力峰。孙茂

和唐剑［!］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模拟果蝇翅膀的

非定常流动。他们的计算结果确认了不失速机制

（前缘涡存在于整个下拍和上挥过程中不脱落）；

而且他们表明了拍动开始阶段的升力峰是由于翅

的快速加速而产生的，而结束阶段的升力峰是由

于翅的快速上仰而产生的。基于上述实验及计算

结果，他们总结出［!］：果蝇翅拍动时能产生较定

常情形大一至两倍的高升力，产生高升力有"个

机制：一是拍动开始阶段翅的快速加速运动，二是

拍动中失速涡不脱落，三是拍动结束阶段翅的快

速上仰运动。

在了解昆虫产生非定常高升力机理的基础

上，人 们 开 始 考 虑 相 应 的 能 耗 问 题。#$%&和

’()*(%+,%［-］通过测量果蝇翅膀模型的非定常升力

和阻力，近似地估出产生平衡体重的升力时需用

的功率近似为定常理论结果［.］的两倍。最近，孙

茂和唐剑［/］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研究果蝇悬停

时的能耗问题。在升力平衡重量的条件下，他们

计算出需用功率。根据计算结果得到的机械／生

化效率是012/（近似为以往基于定常流理论［-，3］

的结果的两倍）。这与人们公认的昆虫机械／生化

效率的值014相近。

以上工作主要是针对悬停飞行来研究非定常

高升力机制和能耗问题的。悬停时非定常高升力

机制可能也适用于前飞的情形。但这需要进行研

究来加以明确。本文将研究昆虫翅在前飞时的拍

动过程中的高升力和推力问题。对于前飞时的能

耗问题，566(%78,%［9］通过测量熊蜂的耗氧量发现，

从悬停到中等飞行速度之间，其新陈代谢率变化

很小，而在速度大时，新陈代谢率迅速增大。假设

机械／生化效率为常数，他们推断需用功率随飞行

速度的变化曲线应为一:形曲线［9，20］，而不是像

鸟或飞机的那样是一;形曲线。我们将直接计

算需用功率，考察其是怎样随着飞行速度变化的。

我们拟针对果蝇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为数值

求解<=#方程的方法。从<=#方程的数值解可

以获得拍动翅周围的压力场和速度场，从而计算

出升力，推力和气动力矩（翅膀加速的惯性力矩用

解析的方法计算）。

2 方 法

!"! 模型昆虫翅及其拍动运动

所使用的模型昆虫翅与孙茂和唐剑［!，/］研究

悬停飞行时所用的一样，平面形状近似于果蝇翅

膀平面形状。翅绕着!"轴方向转动，!"轴垂直于

拍动平面，见图2。绕!"轴的转动（周向转动）称

为“拍动”，在拍动开始与结束阶段的俯仰转动称

（$）

（>）

（)）

图2 模型昆虫翅膀及坐标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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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翻转或转动。展向位置14处的线速度称为翅

膀的 拍 动 速 度，14 是 翅 膀 的 回 转 半 径，等 于

01-3+，+是翅膀的长度。*M为来流速度，拍动

平面倾角为#（见图2）。

拍动的运动模式也与悬停时基本一致，只是

拍动平面向前倾斜了。翅膀的每次拍动由"个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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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成：开始部分，其从拍动开始到加速到翅达到

恒定的速度和固定的迎角为止；中间部分，翅保持

恒定的速度和固定的迎角运动；末尾部分，其从翅

开始减速到拍动结束为止。拍动速度由!!表示，

其为翅在展向位置""处的线速度，在拍动中间部

分取常数值##。在拍动的开始阶段由下式给出

!$! %#$#$%&［!（"&"’）／!"!］；

"’!"!"’$!"!／" （(）

式中：!)! *!!／#（# 是参考速度，取为!!在一

次拍动中的平均值。!)! 是无量纲的拍动速度），

!)! 的最大值#)#*##／#，"*’#／(（’是时间，

(是弦长，"是无量纲时间），"’是拍动开始时的

无量纲时间，"’)!"!／"为加速结束时的无量纲

时间。!"!是两次拍动之间的加／减速时间。在

拍动的结束阶段，翅的速度由!)! *#)# 减到!)!
*’，由下式给出

!$! %#$#$%&
!
!"!

［"&"($（!"!／"｛ ｝）］；

"(!"!"($!"!／" （"）

式中："(是减速开始时的无量纲时间。!"!取为

’+(,"-，其中"-是一个拍动周期的无量纲时间。

由!!可确定了翅的周向转动角速度。设周向转

动角速度用)#表示，有)#（"）*!!／""。

翅的迎角用$表示。除了拍动开始和结束

阶段以外其为常数$#。翻转的时候，$随时间变

化，其角速度)$由下式给出：

)$$%’+.)$$’｛(&-/$［"!（"&"0）／!"0］｝；

"0!"!"0$!"0， （1）

式中：)$)*)$(／#，)$)’ 是一常数，"0是翻转开始时

的无量纲时间，!"0是转动时间。在!"0时间内，

翅从$*$# 转到$*(,’*2$#。所以，当$# 和

!"0确定以后，)$)’ 就定了（下一次翻转时翅从$
*(,’*2$# 转到$*$#）。翻转时翅绕+,转动，

其距 翅 的 前 缘 为’+"(，!"0 为 翻 转 时 间，取 为

’+"3"-。（上述!"!和!"0的选取是基于人们对

果蝇等昆虫的飞行观测数据的。）

在上面所描述的拍动运动中，我们需要知道：

平均拍动速度#，拍动中部的速度##，迎角$#，

拍动周期"-，拍动平面倾角%。这些参数将由观

测数据和力的平衡条件来确定。

!"# $%&方程及计算方法

所使用的计算方法与文献［3，4］的一样，故这

里只简述之。在惯性系-./0中567方程的无

量纲形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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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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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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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式中：!，1和2 是无量纲速度的1个分量，3是

无量纲的压力。在无量纲化中，参考速度，长度和

时间分别取为#，(，和(／#。在方程（.）"（4）中

45是雷诺数，定义为45*(#／’，其中’是流体

的运动粘性系数。

用9/:;0$和<=>?［((］及9/:;0$等［("］的拟压

缩性方法来求解上述方程。此算法基于拟压缩性

的思想，即在连续方程中加入压力对虚拟时间的

偏导数项，这样整个方程组为双曲型，每个物理时

间步用拟时间进行内迭代，对流项采用9/;格式

后进行通量差分裂，这种迎风格式可得到对角占

优的矩阵，用线@>A$$67;%B;C方法进行迭代求解。

对流项离散为三阶精度。粘性项采用二阶中心差

分。时间项采用二阶三点后差。远场边界条件

为，入流边界的速度给定，压力外差；出流边界的

速度外差，压力给定。物面为不滑移条件，物面压

力由动量方程法向分量确定。

此方法及所编程序已在文献［3，4］中进行了

较详细的与实验数据对比的验证；同时，对网格和

时间步的影响也作了考查。这里所使用的网格，

计算域的大小和时间步等参数均与文献［4］中的

一致。

!"’ 坐标系描述

本文中用到1个坐标系，其中两个是惯性系，

-./0和6,7,+,8,，见图(。惯性系-./0的原

点-位于翅膀根部；. 和/ 轴在水平面上，.轴

在来流方向上，向后为正，/轴垂直于.轴，向右

为正，0轴垂直于水平面，向上为正。坐标系6,7,
+,8,的原点与坐标系-./0的原点重合，+,轴与

/轴重合，但6,7,+,平面为拍动平面。第1个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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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系是随体坐标系!"#$。它的原点与其它两个

坐标系的原点重合，其随翅转动。"轴在翅的弦

向方向，#轴在翅的展向方向。

!"# 气动力的计算

求解!"#方程以后，得到了流场中每个时间

步上各网格点的速度和压力。翅膀的气动力是由

翅表面的粘性剪切力和压力组成的。积分某一时

间步翅表面的压力和粘性力的就得到该时间步的

气动力了。

翅膀升力%是垂直于拍动速度方向的气动力

的分量（垂直于拍动平面），阻力&是平行于拍动

速度方向的气动力的分量，方向与拍动速度方向

相反。翅膀阻力是昆虫飞行过程中需要克服的

力，与能耗有关。&在"’轴方向的分量为&’$
&%&’!。沿(轴和) 轴分解%和&’，我们得到昆

虫的升力*和推力+：*$%%&’"(&’’)*"及+$
%’)*"+&’%&’"。升力系数由下式确定

,*-
*

,.-#/.0
（/）

式中：#为流体的密度，其它各力：+，%，&’，&的

系数分别为，,+，,%，,&’，,&，定义与式（/）类似。

!"$ 气动力矩，惯性力矩和需用功率的计算

关于气动力矩，惯性力矩和需用功率的计算

公式的推导过程已在文献［0］中详细给出。下面

只给出最后公式。克服气动力矩的功率11为

11-21，23!421，33$ （4）

式中：21，2是由气动阻力造成的（绕$’轴的）力矩，

称为拍动气动力矩；21，3是气动力绕俯仰转动轴

的力矩，称为转动气动力矩。它们的无量纲系数

定义为

,21，2
-

21，2

,5-#/.05
；,21，3

-
21，3

,5-#/.05
（6,）

11的无量纲系数定义为

,11-
11

,5-#/70
（66）

其可写为

,11-,21，2
3!44,21，3

3$4 （6.）

式中：3!(是无量纲拍动角速度。克服惯性力的功

率1)可写为：

1)-2)，23!42)，33$， （67）

式中：2)，2是绕$’轴的惯性力矩，称为拍动惯性力

矩；2)，3是绕#’轴的惯性力矩，称为转动惯性力

矩。1)，2)，2和 2)，3的 无 量 纲 系 数 分 别 为,1)，

,2)，2
和,2)，3

。根据式（67），1)的无量纲系数可写

为

,1)-,2)，2
3!44,2)，3

3$4 （68）

,2)，2
和,2)，3

分别由下式确定

,2)，2
-8.9［（%&’.$4,.46’)*.$）!

!44

,564（3$4
.

%&’$4$
!4’)*$）6,5603!43$4’)*$%&’$］

（6-）

,2)，3
-,58,［$

!44.568!
!4’)*$43!4

.

’)*$%&’$］

（69）

翅的需用功率为11和1)之和。根据式（6.）

和（68），需用功率的无量纲系数,1 可写为

,1-,124,13 （60）

式中：,12$（,21，2
(,2)，2

）3!(，是拍动功率系数；

,13$（,21，3
(,2)，3

）3$(，是转动功率系数。

!"% 飞行数据

文献［0］研究悬停飞行时使用的果蝇有关数

据如下：重量为6549:6,+-!，翅长7为,57%;，

两翅 膀 面 积 02 为,5,-/%;.，平 均 弦 长5 为

,5,40%;，拍 动 幅 度 %< 为6-,8，拍 动 频 率 为

.8,’+6。

自由前飞时果蝇翅的拍动幅度和频率随飞行

速度变化的规律尚无数据。人们对熊蜂和鹰蛾的

前飞的研究表明［67，68］，这两种昆虫的拍动频率不

随飞行速度变化。对于系留飞行的果蝇的研究结

果也表明了此点。所以我们假设拍动频率不随飞

行速度变化。

至于拍动幅度，对熊蜂的飞行研究表明其变

化很小。而对鹰蛾和果蝇的研究表明拍动幅度随

飞行速度变化。我们的研究中两种情况都考虑

了。其一，假设拍动幅度不随飞行速度变化，为固

定值%<（悬停时的拍动幅度）。其二，拍动幅度随

飞行速度变化，其值由力的平衡条件来决定。（限

于篇幅，本文就给出第6种情况的结果，但第.种

情况所得的有关结论是相同的。）

果蝇身体的阻力是身体倾角和飞行速度的函

数，=&>?@［6-］测量过在-种飞行速度下的阻力。

速度范围从,5-到.5-;／’。我们只考虑这些前

飞速度，以便使用已有的身体阻力数据。翅膀的

平均推力要平衡这个阻力。一般地，拍动平面与

昆虫体轴的夹角是恒定的。由=&>?@的测量有，

身体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即身体倾角）&与拍动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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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倾角!有如下关系

"!!""#! （#"）

参考速度$，雷诺数%&，拍动周期#$和平衡

昆虫重量所要求的升力系数!’(，)确定如下：$%
&$’*+&%&#"()*／+。%&%#,)（%%-(#,,*&／+）；

#$%（#／*）／（$／,）%"(,&；!’(，)%#(.!/#-01

2／（-(1&$&-3）%#(#1（&%#(&4/#-045／$*）。

无量纲前飞速度称为前进比.，其定义为：.
%/6／（&$’*%），其范围为-(#4到-(!!（悬停时

.%-）。

& 结果与讨论

!"# 前飞时力的平衡

因为我们要研究的是平衡飞行状态下的气动

力与能耗，所以先考虑力的平衡。在文献［)］对悬

停的研究中没有身体阻力，拍动平面是水平的（!
%-），平均推力为零，因此，在水平方向力是平衡

的；只需考虑升力与重量的平衡。通过调整翅膀

的攻角’*可以使平均升力与昆虫的重量平衡。

前飞时，身体的阻力不为零。拍动平面须向

前倾斜来提供推力。在给定飞行速度或前进比的

情况下，通过改变’* 和!，就会得到不同的平均

升力和平均推力。平衡条件是：平均升力等于昆

虫的重量，平均推力等于身体阻力。

计算过程如下。针对某一个前飞速度，先给

出一组’* 和!的值（!值有了，身体倾角就定

了）。通过解流动的方程得到平均升力系数!’(
和平均推力系数!’0。在此速度和身体倾角下的

身体 阻 力 可 由 7859:的 实 测 结 果 得 到。!’( 与

!’(，)相比较，平均推力（%-(1&$&-1!’0）与身体阻

力相比较。如果!’( 不等于!’(，)或者平均推力

不等于身体阻力，那么就调整’*和!的值，然后

重复计算，直到!’( 近似等于!’(，)且平均推力近

似等于身体阻力为止。

图&给出在1种飞行速度下的计算结果（也

包括悬停飞行的结果）。可见，!’0 和身体倾角"
随飞行速度线性增加。在小和中等飞行速度下

（/6%-(1，#(-*／+；.%-(#4，-(&)），’* 的值接

近于悬停时的值。在较大飞行速度下，’*的值较

大。!的值随着飞行速度的增加而近似线性增

大。根据!’( 和!’0 的值可以确定合力的大小与

方向。悬停时，!%-，合力方向垂直向上；中等速

度时（/6%#(-*／+，.%-(&)），!%&."，合力向前

倾斜,(,"；在 较 大 速 度 时（/6%&(-*／+，.%

-(14），!%!-"，合力向前倾斜#-"。

这里的计算结果中没有给出.%-(!!，（/6
%&(1*／+）的结果。在此速度下，无论如何调整

’*和!，都不能得到足够的升力。

图& 平均升力系数，平均推力系数，攻角和拍动平面倾角随

前进比的变化

;<5(& =9>?:<@3（!’(）>?A3’BC+3（!’0）$89@@<$<9?3+（>），*<A+3B8D9

>?5:98@>33>$D’*>?A+3B8D9E:>?9>?5:9!（F）G9B+C+>AH

G>?$9B>3<8.（’*>?A!G>BIJ<3’@:<5’3+E99A；+3B8D9

>*E:<3CA9$%#1-K）L

!"! 升力与推力的产生

&(&(# 升力与推力

图4给出了在1种不同飞行速度下（/6%
-，-(1，#(-，#(1，和&(-*／+）一个拍动周期内升力

和推力系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其平均值已在图

&中给出）。

从图4中可以看到，在较小的飞行速度下（.
%-(#4），下拍时’( 的值较大，下拍和上挥均对

平均升力都有贡献，但是下拍时的贡献大约占

)12；下拍时产生负推力而上挥时产生正推力，而

正推力的值要大于负推力的值，故平均推力为正，

平均推力的主要贡献来自于上挥。在中等飞行速

度下（.%-(&)），下拍时’( 的值较大，上挥时很

小。所以平均升力的主要贡献来自于下拍。与低

速情况相类似，平均推力的主要贡献来自于上挥

（下拍 产 生 负 推 力）。在 较 大 飞 行 速 度 下（.%
-(14），下拍时’( 的值更大，上挥时为负值，但并

不大，平均升力的主要贡献来自于下拍。下拍产

生了较小的正推力（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拍动平

面倾角较大，!%!-"），上挥产生了较大的正推力；

所以，平均推力的主要贡献来自于上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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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飞行速度下升力和推力系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 &’()*#+,(-#’(./.($0/.12,/’3#45’67#438#($1’4.4#’(!!9

.(*.:#+048./1’4.4#’(!"9（.），/#643’,66#3#,(4"#（;）.(*

4810-43’,66#3#,(4"$（3）2,1-0-4#+,*01#($’(,353/,6’1

6#2,.*2.(3,1.4#’-%&#’，(’()*#+,(-#’(./7,1#’*’6’(,

6/.77#($353/,；#，(’()*#+,(-#’(./4#+,（+#*-41’<,.($/,

’6.44.3<!+.(*-41’<,7/.(,.($/,$2.15=#486/#$84

-7,,*；-41’<,.+7/#40*,%>?@AB）C

上述的支持昆虫重量的升力系数"# 和克服

身体阻力的推力系数"$ 来源于翅膀的升力和阻

力系数"(和")。事实上，") 只有其在*+轴上的

分量（定义为")+）对"# 和"$ 有贡献（") 与翅的

气动功率有关）。"(，") 和")+的曲线见图D。

图D 不同飞行速度下翅膀升力系数，翅膀阻力系数及其*+
轴分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D E#($/#643’,66#3#,(4"(（.），.(*=#($*1.$3’,66#3#,(4")
（;），.(**+3’+7’(,(4’6=#($*1.$3’,66#3#,(4")+（3）

2,1-0-4#+,*01#($’(,353/,6’16#2,.*2.(3,1.4#’-%&
（!+.(*$2.15=#486/#$84-7,,*；%>?@AB）C

低速时（%>A%?!，$>?F%@,），升力系数"#
的值与翅膀升力系数"(的值近似相等。如上所

述，平均推力的贡献来自于上挥；由于$很小，所

以推力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因此可以说，拍

动过程中的平均升力的贡献来自于翅膀升力（下

拍的贡献约是上挥的!倍），平均推力的贡献主要

来自于上挥过程中翅膀阻力的*+分量。中等速

度时（%>A%GH，$>GI,），如上述，下拍主要产生升

力，上挥主要产生推力。下拍时，"(和")+的值大

小近似相等（约?%J）；上挥时，"( 主要是正的而

")+是负的，两者的大小也近似相等。因$约为

!A,，故可推断，下拍时翅膀升力和翅膀阻力的*+
分量对平均升力的贡献近似相同，上挥时翅膀升

力和翅膀阻力的*+分量对平均推力的贡献也近

似相同。

高速时（%>A%@!，$>FA,），基于类似的分析

知，昆虫的升力主要来自于下拍时翅膀阻力的*+
分量，推力主要来自于上挥时的翅膀升力。

最后讨论一下翅膀阻力系数")。在低速与

中等速度（%>A%?!，A%GH）时，下拍的")值比悬停

（%>A）时的大。而在上挥的则比悬停时的小。

在一个拍动周期中，") 的平均值只比悬停时的略

小。在高速时（%>A%@!），下拍的") 比悬停时的

大得多，而上挥的只比悬停时的略小；在一个拍动

周期中，") 的平均值比悬停时大得多。由于气动

功率主要由") 决定，故可推测，在低速和中速时

能耗与悬停时差不多，在高速时能耗比悬停时大

得多。

G%G%G 翅膀升力和阻力的产生机制

K#3<#(-’(等［!］及孙茂和唐剑［D］已经讨论过

悬停时模型果蝇翅膀的非定常气动力机制。拍动

开始阶段的") 峰值是由翅的快速加速产生的；

拍动过程中的大"(和") 值是由不失速机制产生

的；拍动结束阶段的"(和") 峰值是由于翅的快

速上仰运动产生的。

如图D（.）和（;）所示，在前飞时，拍动开始阶

段和结束阶段"(和") 的峰值仍然存在，并且与

悬停时的相似。这是因为在拍动开始和结束阶

段，翅的方位角分别为"+#(和"+.L（见图?），来流

速度在翅的弦向方向的分量很小，从而来流对气

动力的产生影响就非常小。因此，前飞时拍动的

开始和结束阶段的气动力产生机制与悬停时类

似。

下面来讨论拍动中部的"(和")。图@!图

H中分别给出了%>A，A%GH，A%@!时翅膀中部的

剖面流线。中等速度时（%>A%GH，$>GI,，!+>
!D,），"(和") 在下拍过程中（#>A%AI!A%D?#3）

始终保持为一较大的常值，这与悬停飞行［H］时的

相似。从图F（;），（3）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下拍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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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时一个周期内翅膀中部剖面流线

$%&’! ()*+%,%+-./)+01+21/345%6&/76&+21+81*%)90+%:70;9*%6&
)67,-,/7（1;816,7*1+%)!"#）’!，16&/7)31++1,<)3

5%6&’=)/%;16;>*)<76/%670%6;%,1+7.)0%+%8716;67&14

+%878)*+%,%+-，*70.7,+%87/-’?27:1&6%+9;7)3+276)64;%4

:760%)61/8)*+%,%+-1++27)9+7*,)6+)9*%0@16;+27,)64

+)9*%6+7*81/%0@A（1）!（,），;)560+*)<7；（;）!（3），9.4

0+*)<7

图B !"#ACD时一个周期内翅膀中部剖面流线

$%&’B ()*+%,%+-./)+01+21/345%6&/76&+21+81*%)90+%:70;9*%6&
)67,-,/7（1;816,7*1+%)!"#ACD）

图D !"#A!E时一个周期内翅膀中部剖面流线

$%&’D ()*+%,%+-./)+01+21/345%6&/76&+21+81*%)90+%:70;9*%6&
)67,-,/7（1;816,7*1+%)!"#A!E）’

前缘涡没有脱落。所以"#和"$ 在拍动过程中能

保持一个较大的值，这正是不失速机制造成的。

另外，"#和"$ 值分别为CA@和@AF，比悬停时的

@AG和@AC要大。这是因为，前飞中下拍时，翅的

相对速度较大。"#和"$ 在上挥过程中（""#A!H

!#AH@",）的值要比悬停时小。这是因为翅的相

对速度较小。

高速时（!"#A!E，#"B#%，!:"!B%），"# 和

"$在下拍过程中（""#A#H!#AG@",）的值更大。

从图D（>），（,）中我们发现前缘涡没有脱落，使"#
和"$ 有较大的值的原因还是不失速机制。上挥

时，"#和"$ 都很小，原因与!"#ACD时一样。

!"# 需用功率

如上所述，在给定的前飞速度下，只要适当调

整!:和#，就可以使昆虫翅产生足够的升力和推

力，分别平衡其重量和身体阻力。下面我们计算

产生此升力和推力需要的功率，并研究需用功率

是如何随飞行速度变化的。

根据方程（@C）可知，气动力的功由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拍动气动力矩做的功，另一部分是转

动气动力矩做的功。它们的系数分别为"&1，+
和

"&1，*
，见图F（为清楚起见，仅画了!"#，#ACD和

#A!E的曲线）。"&1，+
要比"&1，*

大很多，而"&1，+
曲

线的 形 状 与"$ 曲 线 的 形 状 非 常 相 似（见 图G
（>）），原因显然的。

图F 拍动和转动气动力矩系数随时间的变化

$%&’F I7*);-61:%,+)*J97,)733%,%76+03)*+*160/1+%)6"&1，+
（1），

16;3)**)+1+%)6"&1，*
（>）87*090+%:7%6)67,-,/73)*81*4

%)901;816,7*1+%)0!

拍动和转动的惯性力矩系数（"&%，+
和"&%，*

）如

图H所示。由于在各种前飞速度下拍动的运动模

式都是一样的，所以"&%，+
不随前飞速度变化。在

!"#A!E时，"&%，*
要比!"#和#A@E时"&%，*

的小

一些，因为在!"#A!E时，!: 较大而翻转的角度

较小，即’!K较小。

由上面的气动力矩和惯性力矩系数的结果，

再根据方程（@D），可计算出功率系数。拍动功率

系数（"(+）和转动功率系数（"(*）随时间变化的曲

线见图@#。在一个拍动周期中，"(+的值要比"(*
的值大很多。"(+随前飞速度的变化，变化规律与

翅膀阻力系数"$ 随前飞速度的变化规律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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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拍动和转动惯性力矩系数随时间的变化

"#$%! &’()*#+,*-)./(0-(11#0#(’*21-)*)+’2,+*#-’!"#，*
（+）+’31-)

)-*+*#-’!"#，)
（4）5()2/2*#6(#’-’(070,(1-)5+)#-/2+38

5+’0()+*#-2#$

也就是说，在低速与中等速度（#9:;<=!:;>?）

时，一个拍动周期内的!%*的平均值接近（或略

小）于悬停。而高速（#9:;@=）时，!%*的平均值比

悬停时大很多。需用功率也将随速度这样变化。

从图<:还可见，悬停时，下拍和上挥做功同样大；

前飞时，下拍做功较上挥大得多：&A9:;@，<;:
和>;:6／2时，下拍做的功分别是上挥的<;B，

>;B和=;@倍。

图<: 拍动和转动功率系数随时间的变化

"#$%<: C-(11#0#(’*2-1D-E()1-)*)+’2,+*#-’!%*
（+）+’31-))-8

*+*#-’!%)
（4）5()2/2*#6(#’-’(070,(1-)5+)#-/2+35+’0()+*#-2#

（!6+’3"5+)7E#*F1,#$F*2D((3；#9<@:G）

在一个拍动周期内对!%*的正值部分积分，

得到的正功表示为!H’*，对!%*的负值部分积分，

得到负功，即对翅膀减速（刹车）所作的功，表示为

!I’*。类似地，对!%)的正，负部分分别积分得到

!H’)和!
I
’)

，结果见表<。

比功率定义为一次拍动周期内的平均功率除

以昆虫的质量，用%!表示，即

%! (:$@$)=*+（!’／%0）／, (
（!$J<）)!’／（%0"!-，’） （<!）

其中：!’ 是一次拍动中的的无量纲功。"!-，’9
<;<@，%09J;K>及)9>;<!6／2。

在计算!’ 时，我们需要考虑怎样计入负功，

表! !"，"随前飞速度变化；##!$%&

’()*+! ,-./0123+(45*+26(00(73!"，/0123+8*(4+(45*+

"，)2.9(45*+$(4.72+66-7-+4026:2138+1797*+
!"(/6;470-24/26(.<(47+1(0-2#216*-5=0/8++.

$>，!"，"<(19:-0=6*-5=0/8++.；/0123+("8*-?

0;.+##!$%&

#
&A／

（6·2I<）

"6／
（.）

"／

（.）
&／

（.） !’ !H’* !I’* !H’) !I’)

: : =B : BJ <>;!<<>;@<I:;?@:;K:I<;J>
:;<=:;@ => <B;@@<;@<<;@:<:;!:I:;KB:;B:I<;K:
:;>?<;: =K >! =! <<;K?<:;!=I:;K=:;@=I<;=>
:;K:<;@K=;@K@;@>>;@<=;@J<=;=?I:;?::;><I<;B!
:;@=>;: @B B: J <J;><<J;<BI:;!=:;:@I<;J:

有=种方法［<B，<?］。第<种方法是假设负功通过

某种方式耗散掉，即被忽略掉。第>种方法是假

设在拍动（转动）中负功可以储存起来，等到在相

应的拍动（转动）中需要做正功时释放出来。第=
种方法是假设肌肉作负功时消耗能量很小，可忽

略。孙茂和唐剑［?］对果蝇悬停的研究中采用了

第=种方法，这里也这样做，即

!’ (!/’*/!
/
’)

（>:）

文献［?］指出，因负功要远远小于正功，故上

述的几种假设所计算出来的!’ 的值与方程（>:）

所得到的值没有太大的不同。!I’*和!
I
’)

的值见

表<。计算出的!’ 的值也 见 表<。根 据 方 程

（<!）可以计算出比功率%!，不同前飞速度下的

比功率见图<<。在#9:;<=和:;>?时，比功率

仅比悬停时的小<:0。在#9:;K:时，比功率和

悬停时略同。但是在#9:;@=时，比功率却要比

悬停时的大K<0。如前面根据!1 随飞行速度的

变化结果所预见的那样，在低速和中等速度时的

能耗和悬停时差不多，而在高速时能耗增大。

图<< 比功率随前飞速度的变化

"#$;<< L-3786+2282D(0#1#0D-E()%!5()2/2+35+’0()+*#-2#

= 结 论

悬停飞行中揭示出的=个非定常高升力机制

（不失速机制，拍动初期的快速加速运动，拍动后

期的快速上仰运动）在前飞时仍然适用（即使在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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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前飞时，!!"#!#$%&／’，失速涡也不脱落）。

在低速飞行时（!!!($%&／’）平衡重量的升

力既来自于翅膀的下拍运动也来自于上挥运动，

并主要由翅膀的升力贡献；克服身体阻力的推力

主要来自于翅膀的上挥运动，由翅膀的阻力贡献。

在中等速度下（!!!)$(&／’），升力主要来自于

下拍运动，其中一半由翅膀升力贡献，一半由翅膀

阻力贡献；推力主要来自上挥运动，也是一半由翅

膀升力贡献，一半由翅膀阻力贡献。在快速飞行

时（!!!#$(&／’），升力主要来自于下拍运动，主

要由翅膀阻力贡献；推力来自上挥运动，主要由翅

膀升力贡献。

悬停时，下拍和上挥做功同样大；前飞时，下

拍做功较上挥大得多：!!"($%，)$(和#$(&／’
时，下拍做的功分别是上挥的)$*，#$*和+$%倍。

果蝇在悬停飞行时，比功率（单位身体质量的

需用功率）约为#,-·./0)，在!!"($%和)&／’
时，比功率比悬停时小约)("；在!!")$%&／’
时，比功率与悬停时几乎相同；当速度再大时，比

功率迅速增大。比功率随飞行速度的变化关系曲

线近似于1形，而不像飞机的那样为2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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