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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 ind tunnel test ing is an impo rtan t m eans fo r study of au tomo tive aerodynam ics.

T he art icle p resen ts a system of test data fo r model of van body truck tested in a sm all2scale avia2
t ion model w ind tunnel to expound som e impo rtan t techn ical p rob lem s such as R eyno lds num ber,

b lock ing rat io, sim u lat ing floo r, etc. T est resu lts of air resistance characterist ic imp rovem en t of

van body truck are given.

【摘要】风洞试验是进行汽车空气动力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介绍了试验数据系统, 论述了用小

型航空风洞进行厢式载货汽车模型试验时雷诺数、堵塞比、模拟地板等重要技术问题; 给出了厢

式载货汽车改善气动阻力特性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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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风洞试验是进行汽车空气动力学研究的

重要手段, 在大型汽车专用风洞中进行实车

或大尺度模型试验, 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准

确试验数据。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还没

有一座汽车专用风洞, 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多

是在原有航空风洞中进行的。大型风洞试验

费用昂贵, 而我国又具有较多的 1 m 量级的

小型风洞, 所以有必要开发小型航空风洞, 为

汽车模型试验服务。

2　试验中的重要技术问题

2. 1　风洞和试验模型

在山东工业大学有小型低速风洞, 该风

洞为单回流开口风洞 (见图 1) , 收缩段射流

出口为 1. 2×1 m 矩形对称切角截面, 截面

积 1. 12 m 2, 试验段长度 2 m , 稳定风速 10

～ 45 m ös, 紊流度≤0. 3%。风速利用可控

硅调速装置实行无级调节, 试验数据利用计

算机采集处理。

　　气动力的测量采用风洞中原配置的杆式

六分量应变天平, 该天平是为飞行器试验所

配置的, 其升力量程较大, 故采用了水平支

图 1　风洞简图
撑方式, 这样可利用较大的升力量程支承地

板和模型的重力。

试验采用了斯太尔厢式载货汽车 1∶10

模型和平头轻型解放厢式车 1∶8 模型。为了

便于对有关问题进行试验研究, 还利用与斯

太尔实车近似的 1∶10 简易模型研究了有关

试验技术问题。

2. 2　关于试验中的重要技术问题

a. 　模型长度

气体动力学试验理论表明, 对于长方体,

当其长度由正方体的形状开始延长时, 阻力

系数C x 逐渐减小, 达到一定长度时C x 几乎

不再随长度L 变化。对于厢式载货汽车除前

部驾驶室外, 其余大部分均类似于长方体,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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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想象, 其阻力系数 C x 和长度L 之间

的关系也应类似于长方体。这样, 在厢式载

货汽车的 C x L 曲线上也应有一个临界长

度, 当长度超过这一数值时, 阻力系数不再

随长度而变化。一般说来, 厢式载货汽车的

长度一般较大, 若模型在一定比例下按全长

设计, 在小型风洞中往往受到试验段长度的

限制, 再者若模型过长还会造成模拟地板和

天平在安装方面的困难。因此若找到厢式载

货汽车在一定比例之下的临界长度, 对模型

的设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模型的实有

长度大于临界长度, 模型可按监界长度设计,

给试验装置的设计安装带来方便。为此我们

用 1∶10 的简易模型, 通过改变长度L 在风

洞中进行了阻力特性的试验, 其在试验段中

的位置如图 2 所示。该模型的最大长度为 1.

4 m。由图可知, 尽管其长度相对试验段长度

较大, 但其末端仍较好地处在射流等速区之

内, 因此不会对气动力的测量结果产生大的

影响。

图 2　模型的安装简图

该简易模型的阻力系数 C x 和长度L 的

关系曲线见图 3。由图可知, 长度L 由 0. 8

m 开始延长时, C x 逐渐减小, 当L 达到 1. 4

m 时仍呈减小的趋势, 但其变化率
dC x

dL
已明

显减少, 曲线渐趋水平, 说明即将达到临界

长度。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 L 不可能进一步

增大。据此可以认为: 当厢式载货汽车 1∶10

模型长度在 1. 4 m 以内时, 应按全长设计模

型, 否则会使实车和模型的阻力系数不相等。

其临界长度还须在大型风洞中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

图 3　简易模型阻力系数C x 和

长度L 的关系曲线

　　b. 　模拟地板

汽车在路面上运动不同于在空中自由飞

行的飞行器, 要受到地面的影响, 因此在风

洞中模拟气流和汽车的相对运动时, 必须在

汽车底部设置地板, 但由于气流相对模型运

动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对地板的运动, 从而在

地板上产生附面层, 该附面层的存在将直接

影响气动力的测量精度, 因此人们采用多种

方法消除或减小附面层的影响。如采用活动

地板、吹气地板和吸气地板, 可有效地消除

或减弱附面层的影响, 但由于制造成本高、安

装调试不方便, 因而较少采用, 较多的还是

采用普通固定式地板。有关研究认为: 地板

上附面层的位移厚度和模型的底部离地间隙

之比 ∆3 ö∃≤8. 5% 时, 模型底部的压强分布

不受附面层的影响, 即气动力的测量结果不

受附面层的影响。本试验地板在试验段的位

置和模型相对地板的位置如图 2 所示。这种

安装方式避免了洞体附面层对测量结果的影

响。对于斯太尔厢式车 1∶10 模型车尾下部

附面层的位移厚度和离地间隙之比 ∆3 ö∃ =

3. 4% , 轻型平头解放厢式车 ∆3 ö∃= 4. 9%。

这两种车型 ∆3 ö∃ 均小于 8. 5% , 因此地板

附面层的存在对气动力的测量不会产生影

响。由上述分析知: 对于厢式载货汽车均具

有较大的离地间隙, 在此比例下附面层的存

在对模型气动力测量结果的影响不象小轿车

那样显著, 某些情况下可忽略不计, 使地板

的设计大大简化。

有关文献对地板尺寸的设计也提出了要

求, 根据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 1979 年制订的

风洞试验规范规定: 模型正投影面积不应超

过试验段有效面积的 5% , 模型高度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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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洞气流高度的 0. 3 倍, 在有侧偏角的情况

下的模型宽度不超过风洞宽度的 0. 3 倍, 在

模型上游应有两倍模型宽度的地板长度, 在

模型下游, 至少应有 4～ 6 倍的地板长度, 本

试验所用地板满足了上述要求。在试验过程

中还对长度为 2. 865 m 和 2. 465 m 的地板

对模型气动阻力系数测量结果的影响进行了

试验。结果表明在长地板上测出的同一模型

的阻力系数比在短地板上的小 2% , 经分析

认为: 之所以产生如此差异, 原因在于短地

板尾涡区内的旋涡易于翻卷到地板下部天平

的安装部位, 使所测气动阻力增加, 而长地

板可以使旋涡进一步向后延伸继续衰减, 使

上述影响减少。故本试验采用了 2. 865 m 的

长地板。

c. 　堵塞比

堵塞比为模型的迎风面积与试验段截面

积之比。堵塞比过大时, 将影响气动力的测

量精度。对于飞行器试验, 要求堵塞比不大

于 5% , 而对于汽车风洞试验, 尚缺乏统一的

认识。从模型的角度考虑, 应尽可能准确地

模拟汽车表面的每一细节, 越大越好, 而从

现有风洞尺度和堵塞比方面考虑, 应尽量减

小模型的迎风面积过大对试验段流场的影

响, 这是一对相互制约的矛盾。日本岩本羲

明的研究指出, 当模型的高度与试验段的高

度之比和模型宽度与试验段宽度之比不大于

40% 时, 可不考虑堵塞比的影响, 该研究还

对堵塞比为 3. 8%～ 12. 5% 的不同模型在单

回流开口风洞中进行了试验研究, 结果表明

堵塞比 12. 5% 的模型的阻力系数, 相对 3.

8% 的模型的增量仅在 3% 左右, 因此岩本羲

明的研究结果认为堵塞比在 12. 5% 以下时,

可不考虑其对C x 的影响。

该 试 验 用 两 种 模 型 堵 塞 比 分 别

为 6. 45% 和 7. 9% , 此堵塞比对阻力系数

的测量精度不致产生太大的影响。

d. 　雷诺数R e

在低速风洞试验时可不考虑气体压缩性

的影响, 流动相似准则可只考虑雷诺准则, 即

使实车运行的雷诺数和风洞模型试验的雷诺

数相等。对于斯太尔厢式载货汽车, 当其以

80 km öh 的速度运行时, 以车宽为特征长度

的雷诺数将达到 3. 5×106, 在风洞模型试验

时要达到如此高的雷诺数非常困难, 因为要

提高雷诺数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增大模型尺

度, 其次是提高试验风速, 这两者都受到风

洞尺寸和性能的制约。再一种方法是增大气

流的紊流度, 使风洞中模型表面的流谱和较

高雷诺数下的流谱相似, 从而做到模型和实

车动力相似。然而, 风洞流场应具有多大的

紊流度, 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再者在低

速航空风洞中制造过大的紊流度, 在技术上

存在很多困难。

由试验理论知, 物体的阻力系数C x 随雷

诺数的变化曲线上存在一临界值, 当雷诺数

超过这一数值时进入自准区, C x 不再随雷诺

变化, 考虑到这一情况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

推荐的各类汽车风洞试验的雷诺数不应小于

0. 7×106。

岩本羲明用改变模型尺度增大雷诺数的

方法, 在单回流开口风洞中试验的厢式载货

汽车C x - R e 关系表明, 当R e≥0. 5×106 时,

C x 即进入雷诺数的自准区。本试验用增大风

速改变雷诺数的方法, 得出斯太尔厢式载货

汽车 1∶10 模型的 R e- C x 曲线 (如图 4 所

示)。由图知, 当R e≥0. 5×106 时, C x 不再

变化, 这一结果验证了岩本羲明的试验结果。

图 4　C x 和 R e 的关系

本试验风速为 40 m ös, 此时上述两种车

型模型的雷诺数可达到 0. 58～ 0. 67×106,

C x 均可较好地处在雷诺数的自准区内。

(下转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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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 而且一旦出现后果较严重。下面结合

生产实际, 简要介绍一下从工艺上彻底杜绝

一些人为质量缺陷的方法。

首先, 从工艺角度出发认真分析各类零

件的产品设计, 对于难于辨认的相似零件要

尽量通过产品设计修改使其统一, 这样便不

存在错装与反装。如果不能够统一, 那么就

应设法通过产品设计修改使两种零件具有明

显区别, 尤其是在装配连接用孔的孔位方面

应有较大差异, 使不同零件在车架同一部位

无法装配上去, 从而杜绝错装件与反装件的

出现。

其次, 由于产品结构的需要, 纵梁相对

于某一车型的备用孔极易使横梁位置装错,

形成错位中, 杜绝这类错位件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装配线内设置一个气动装置, 位置就设

在错位件“错误位置”处, 气动装置与图 1 中

序号 3 和序号 5 的定位装置同步, 当定位装

置工作时, 气动装置升起, 零件在此位置无

法装配, 因此不会装出错位件。定位装置回

位时, 气动装置落下, 不影响装配线运行。

杜绝人为质量缺陷的工艺措施很多, 所

采用的方法应根据具体实际情况有所不同。

只要深入分析研究, 完全可以实现利用可靠

的工艺手段控制人为质量缺陷。

(责任编辑　谷　雨)

原稿收稿日期为 1996 年 3 月 28 日。

(上接第 17 页)

3　两种厢式货车的减阻试验结果

在上述条件下对斯太尔厢式载货汽车 1

∶10 模型和轻型平头解放厢式载货汽车 1∶

8 模型进行了减小气动阻力的试验。通过在

两种车型驾驶室顶部安装导流罩, 使气动阻

力显著下降。试验表明, 影响导流罩减阻效

果的主要因素有两个。首先是导流罩的形状,

形状的差异将使汽车顶部的流谱显著不同,

当斯太尔厢式车安装不同形状的导流罩时,

气动阻力系数下降 20% 以上。其次是导流罩

的安装参数对流谱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本试

验从上述两方面进行了调整, 使斯太尔和解

放两种车型的气动阻力系数分别下降 22%

和 21. 76%。由山东工程学院车辆测试中心

对安装上述导流罩的平头轻型解放厢式车进

行的道路试验表明, 该车型 80 km öh 等速百

公里油耗下降 8. 5% , 最大车速提高 5. 3% ,

显著提高了该车型的动力性和经济性。这一

结果验证了在上述试验条件下气动阻力系数

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4　结论

合理设定有关试验条件, 在小型航空风

洞中进行模型试验也可获得可信的试验数

据, 相对大型风洞试验, 可节省大量的试验

费用; 该厢式载货汽车阻力特性曲线上的临

界雷诺数为 0. 5×106, 其 1∶10 模型长度在

1. 4 m 以内时, 应按全长设计模型, 厢式载

货汽车具有较大的离地间隙, 地板附面层的

影响很小, 可忽略不计, 适当延长地板长度,

可提高阻力系数的测量精度, 在厢式载货汽

车上安装气动附加装置可大大降低气动阻

力, 节省燃油消耗; 上述研究对利用我国 1 m

量级航空风洞进行汽车模型试验, 制订汽车

模型试验方法方面法规,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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