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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PH的小型飞机水上迫降姿态数值仿真 

张 盛，闫家益，朱书华，童明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先进设计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适航条例中要求飞机必须具备 良好的水上迫降性能。早期主要通过试验方法研究飞机的水上迫降性能， 

但是试验耗资巨大、时间周期长。采用一种新型的数值模拟方法研究飞机水上迫降问题 ，利用光滑质点流体动力 

学(SPH)方法模拟三级波浪，建立小型飞机水上迫降模型。考虑到飞机姿态角和起落架收放状态对迫降性能的影 

响，建立7种计算工况，模拟得到相应的加速度响应和姿态角变化。以飞机在迫降过程 中应该受到较小的加速度 

响应和姿态角变化为依据，通过对比分析计算结果，最终给出 12。姿态角、起落架收起为最优迫降状态的结论 ，为飞 

机迫降的入水姿态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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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ight Aircraft Ditching Attitude Based on SPH Method 

ZHANG Sheng，YAN Jia—yi，ZHU Shu—hua，TONG Ming—bo 

(Key Laboratory of Fundamental Science for National Defense-Advanced Design Technology of Flight Vehicles， 

Nanfing University of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airworthiness regulation，one aircraft must have a good ditching per— 

formance．In the past，tests were implemented to evaluate the aircraft ditching performance，however tests 

have really some disadvantages：vast investment and time—consuming．This paper applied numerical sim— 

ulation technique to research aircraft ditching performance．The Smoothed Particle Hydrodynamics(SPH) 

method was introduced to simulate sea waves and a aircraft ditching model was then built．In consideration 

of influences of the state of landing gear and attitude angle on ditching performance，seven simulation con。 

ditions were designed，the corresponding acceleration responses and attitude angle changes were simula。 

ted．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aircraft should get a lower drag force and smaller change in amplitude，a fi- 

nal conclusion of optimum ditching attitude，viz landing gear retraction with attitude angle of 12。，was 

drawn from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imulation results，which is valuable to aircraft ditching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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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各个国家之间业务往来越来越密切，飞机的 

跨海飞行也随之频繁，从而增加了飞机水上迫降的概 

率。根据数据显示，从 1959年到2006年之间，民机共 

发生41次水上迫降，乘员存活仅为 14次。飞机在水 

上迫降过程中，其腹部蒙皮在受到冲击载荷后易发生 

破裂，导致大量水涌人飞机内部，影响飞机的漂浮性 

能。因此，研究飞机的水上迫降性能成为近几年的热 

点问题 。 

飞机的迫降性能主要通过试验来验证其适航性。 

为此，美国在20世纪 50年代后期便开始了广泛的研 

究工作。前期主要采用飞机的缩 比模型，后来甚至采 

用整机模 型进行试 验，如 Westland直升机公 司的 

WG30整机水上迫降试验和 CN一235—300M型飞机 

缩比模型的水上坠撞试验。国内此项工作相对而言开 

展较晚。但随着国内各型飞机的立项 ，这一空白已开 

始慢慢填补，如在 2005年初开始了对新舟60水上迫 

降试航认证试验 。 。 

完全依靠试验手段研究飞机的水上迫降性能，不 

仅耗费大量的资金和时间，而且每次试验只能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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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飞行状态，而飞机的迫降姿态角、起落架收起状态等 

都对水上迫降产生巨大影响。动态数值仿真技术的发 

展为研究飞机水上迫降性能提供了新的途径，如空客 

公司 A320的研究初期也曾进行模型试验，现在已改 

用分析方法确定其水上迫降性能。。 。 

相比一般有限元方法无法模拟大变形、流固耦合、 

液体飞溅等问题，光滑质点流体动力学(SPH)方法可 

以处理自由表面大变形问题，克服了有限元在此方面 

的缺点 一 。 

本文采用 SPH方法模拟波浪模型，根据不同的飞 

机迫降姿态角和起落架状态，建立仿真分析工况 ， 

分析了姿态角和起落架状态对迫降的影响。 

1 SPH方法控制方程 

在光滑质点流体动力学方法中，采用场积分近似 

表达核函数 3]。由于场函数 A( )在积分域 力和三维 

位置向量 上的连续性， ( )可以精确地表示为： 

A( )=J ( ) ( 一 ，h)d (1) 

式中， ( — ，h)为核函数近似表达式；h为光滑长 

度，它定义光滑函数 的影响区域。 

本文选用 W4一Bspline核函数。。 ，也是最常用的核 

函数 ，能够解决大多数的流固耦合、冲击等问题。其表 

达式如下： 

(1一 3 2+ 3 ) ≤1 

寺(2_∥ 1 ≤2 2 
0 >2 

在固体力学中，剪切应力是应变和应变率的函数。 

对于小变形情况，剪切应力率 可用应变率 表示为： 

=G 一 1 ) (3) 
式中，Ol， ，A是取 1，2，3的哑标；G为剪切模量； = 

寻( +筹)为应变率张量， 表示位移。 
流体动力学控制方程是基于质量守恒定理、动量 

守恒定理和能量守恒定理得出的。在固体力学中，控 

制方程的 SPH表达式的离散形式为： 

质量守恒： 

dpi
=  N 器 (4) 

动量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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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速度；p为密度； 为距离； 为总应力张量；e 

为内能；￡√分别代表第 i个和第 个粒子； = ( 一 

， )= (Ix 一 I， )；Ⅱ 为黏性耗散以减少数值震 

荡，在 SPH方法中，常用的人工黏度为 Monaghan人21Z 

黏 彦 ．表 式 如下 所示 ． 

= (7) 

其中： 

『 u r ／(r；+ )Viir <0 1
0 ≥0 

=  (c + )； = (p +PJ)； = ( + )；r0： 

r —rJ； = 一 。 和卢为人工黏度常数，对于一般 

问题， 和口一般取 1和 2，对于涉及到波浪冲击、破碎 

等问题， 和 一般取 0．5和 1。对于本文的研究对 

象，选择 0．5和 1作为仿真参数。 

2 飞机水上迫降着水姿态仿真计算 

2．1 仿真计算模型 

2．1．1 波浪模型 

在正常的海况下，海浪处于不规则状态。如何将 

这些海浪规则化成主要问题。不规则海浪在某一给定 

时刻的平均波高和在某一给定海上位置处的平均波 

高，都等于这组观察中所有波高的算术平均值。不规 

则海浪在某一给定时刻的特征波高即有义波高，与在 

某一给定海上位置的有义波高都等于记录中三分之一 

最大波的波高算术平均值⋯。本文以三级海况作为研 

究条件，基本海况如表 1所示。 

6  

+ (  
一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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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况定义 

表2 飞机重心及转动惯量参数 

名称 数值 名称 数值 

W／kg 1 650 JJkg·m 3 107．8 

X ／m 一1．565 t， ／kg‘m 10 911．4 

／m 一0．151 Jz／kg·m 8 276．2 

Z ／m 一0．006 

2．1．2 飞机模 型 

在飞机迫降过程中，假定飞机没有发生破坏，即将 

飞机设置为刚体，控制点为飞机的重心位置，飞机的参 

数如表 2所示，其中 为飞机总质量，(X ， ，Z )为 

飞机重 t7坐标，(J ，J ，l，：)为飞机三个方向转动限量。 

设飞机入水前的飞行状态为：飞机襟翼满偏 30。、 

飞机的水平飞行速度为20 m／s、下降速度为 1．74 m／ 

s，撞击点为波浪的波峰，迎着波浪撞击 。为计算飞 

机姿态角和起落架收放状态对飞机迫降性能的影响， 

设计了7种计算工况，仿真计算矩阵如表3所示。 

表 3 仿真矩阵表 

整个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水上迫降仿真计算模型 

2．2 计算结果分析 

飞机整个迫降过程的安全性以及完整性主要通过 

飞机迫降过程的加速度响应以及滚转角、偏航角、俯仰 

角的变化体现出来。初步分析仿真结果，7种工况下 

飞机的滚转角和偏航角都变化不大。从仿真分析矩阵 

来看，主要分为起落架收起和起落架放下两种状态，下 

面就这两种状态下的不同姿态角对迫降过程中的加速 

度响应和俯仰角影响进行对比分析。 

2．2．1 起落架收起状态 

起落架收起时，4个不同姿态角下的飞机加速度 

响应及姿态角变化如图2所示。 

(b)飞 机姿 态角 变化 

图2 起落架收起时不同姿态角下飞机加速度响应 

及姿态角变化图 

从图2(a)看出，飞机迫降过程经历了两次碰撞， 

且飞机在第一次碰撞过程的加速度明显高于第二次碰 

撞，其中2。姿态角时碰撞的加速度最大，为6．93 g；7。 

姿态角时碰撞的加速度略小于 2。姿态角，为 6．42 g； 

12。姿态角和 17。姿态角时的碰撞加速度比2。和 7。时 

的小得多，分别为 4．7 g和4．86 g，可见 12。姿态角时 

的加速度最小。 

分析图2(b)得到，在2。姿态角和 7。姿态角时，迫 

降过程中的最大俯仰角变化值最小，分别为 18．8。和 

22．4。；而 12。姿态角和 17。姿态角时的俯仰角变化值 

都略大于前两个工况，分别为 27．9。和49。，17。姿态角 

时俯仰角变化最大。单从俯仰角变化看，17。姿态角时 

迫降为最差的迫降方案。 

2．2．2 起 落架放下状态 

起落架放下时，三种不同姿态角下的飞机加速度 

响应及姿态角变化如图3所示。 

由图3(a)得到，三种姿态角下的迫降均几乎只经 

历了一次碰撞便结束迫降过程。其中，2。姿态角时碰 

撞的加速度响应最大，达到了 8．O0 g；7。姿态角时略 

小，达到了6．93 g；而 12。姿态角时最小，为6．18 g。 

从图3(b)看出，12。姿态角时迫降过程中俯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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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值最大，达到了168。，明显属于失败的迫降方案； 

2。姿态角时俯仰角变化幅值最小，为 12．7。；7。姿态角 

时变化幅值偏大，达到了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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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针对采用试验方法获得飞机水上迫降性能存在较 

大困难的问题，本文采用 SPH方法模拟海上波浪，建 

立了小型飞机水上迫降模型。考虑到飞机的姿态角和 

起落架状态对迫降的影响，分析中建立了7种计算工 

况。计算了每种工况下飞机的加速度响应和姿态角变 

化，对比分析结果表明：l2。姿态角、起落架收起为小型 

飞机在三级海况下的最佳迫降姿态。该结论对选择飞 

机水上迫降方案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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