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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水上迫降数值模拟分析 

徐文岷， 李凯， 黄勇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强度设计研究部，上海 201210) 

摘要：针对民用飞机水上迫降撞击压力问题缺乏合适的理论分析方法的问题，基于 Dytran考虑水一 

空气两相流体与飞机结构之间的相互耦合作用，通过一般耦合算法实现流固耦合计算；对民用飞机 

水上迫降过程中机身底部着水压力载荷和着水过程中的飞机俯仰角进行有效数值模拟与水上迫降 

载荷处理．飞机结构入水时压力在初期达到峰值，然后衰减，在峰值过后会出现小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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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cause there is no rational theoretic analysis method for the ditching impact pressure load of 

civil aircraft， based on Dytran，the fluid—solid coupling calculation is implemented by the general 

coupling algorithm considering the coupling intIeraction between water—air biphasic fluid and aircraft 

structure；the pressure at the bottom of civil aircraft and pitch angle during ditching are numerically 

simulated and the ditching load is processed effectively．The pressure of aircraft during landing in water 

reaches maximum value at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n begins to decrease．and it fluctuates slightly after the 

peak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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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民用飞机进行延伸跨水域飞行(距离海岸线 5() 

n mile)必须申请水上迫降型号合格审定．我国民用 

飞机适航条例 CCAR．25 R4⋯也对水上迫降做出明 

确规定 ：跨水域飞行的飞机应按 CCAR．25．R4中的 

水上迫降条款进行合格审定．在水上迫降过程中，飞 

机结构的完整性和受损伤程度直接影响飞机的漂浮 

时间，因此在飞机研制阶段应对飞机水上迫降载荷 

进行预估 ，以便在结构设计阶段考虑水上迫降载荷 

的影响． 

水上迫降本质上是入水冲击问题，早期以试验 

研究为主，但是试验模型设计和制造复杂、周期较 

长．进入 20世纪90年代后，在积累大量试验结果的 

基础上，水上迫降问题以数值模拟分析为主．本文采 

用商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Dytran，考虑水一空气两相流 

体与飞机结构之间的相互耦合作用，对民用飞机水 

上迫降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分析水上迫降过程中飞 

机的俯仰角、机体底部着水压力载荷的变化规律和 

机身着水底部局部压力载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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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流 固耦合方法 

用拉格朗日有限元法求解飞机有限元模型；流 

体(空气和水体)用欧拉有限体积法求解． 2_ 

1．1 拉格朗日有限元法 

式时间积分法运动微分方程为 

Ma， +Cv， +Kd，，=F (1) 

式中：F： 为外载荷矢量；Cv， +Kd 为内力矢量；M 

为质量矩阵；n 为加速度；C为阻尼矩阵； 为速 

度； 为刚度矩阵；d， 为位移． 

1．2 低阶欧拉算法 

流体流动问题和固体材料发生很大变形的情况 

主要使用欧拉方法．采用欧拉方法时，节点固定在空 

间中，空间则由相关节点连接而成的单元划分．分析 

对象的材料在网格中流动．将控制方程在流场中任 

意封闭曲面所包含的容积内进行积分，得到积分形 

式的流体的质量、动量和能量控制方程． 

质量控制方程 

杀』』pd 一Jjpu。dS (2) 
动量控制方程 

式中：P为密度；“为速度；e，为单位质量的总能量， 

等于单位质量的内能加上动能；T为作用于边界上 

单位面积的面力． 

2 有限元模型简介 

水上迫降数值模拟计算 机有限元模型采用南 

二维壳单元组成的拉格朗日有限单元，壳单元主要 

选取四节点四边形板壳元和少量 节点 角形板壳 

元，空气和水体采用六面体欧拉单元，通过设置耦合 

面来实现拉格朗日单元与欧托单元之『日J物理量的传 

递．飞机壳单元赋予刚体材料(MATRIG)属性，通过 

刚体属性参数卡片设置飞机有限元模型的质量、重 

心、惯性矩和惯性积，并通过卡片 MATRIG定义飞 

机有限元模型的水平速度与下沉速度，通过执行卡 

片对飞机有限元模型施加重力场；通过状态方程对 

空气和水体施加初始条件．有限元模型见冈 1． 

空气 飞机有限元模型 

水体 

图 l 基于 Dytran的飞机硬流体有限元模型 

嚣 p =一 洲‘ + s ) 水体有限元模型采用六面体网格
，在村l身底部 

能量控制方程 可能耦合的地方和水一空气交界的地方进行局部网 

击 叫 一 e， + c4 篓 耄 衮 ’ 
一

f。l +n2 +。3 +(b()+bl )p0e ／z>0(压缩状态) r 

P in +(6 +6， )p(】e <0(拉伸状态) 
式中：p为压力；e为单位质量内能； =JD ／p。一l；p。 

为水的密度；p 为参考密度；n 为水的体积弹性模 

量 ，(z =2．2 GPa． 

采用可压缩理想气体本构关系的材料定义空 

气，空气域内的压力用 律状态方程模型定义气体 

的状态方程，其中压力是密度、比内能和理想气体比 

热比 的函数 。J， 

P= ( 一1)pe 

式中：P为空气总体材料的密度，在标准状态下P= 

1．08 kg／m ； 为空气比热比，在标准状态下 = 

c．，／c =1．4；e为空气单位质量的比内能，在标准状 

忿下e=2ll 401 J／kg。Dytran的欧拉 自由面部分边 

界条件设置采用刚性墙边界方式．欧拉相交面部分 

的边界通过节点相容设置为共用节点．拉格朗日部 

分和欧拉部分的边界由耦合面定义．流固耦合采用 
一 般耦合边界条件且采用快速耦合方法． 

3 飞机构型数据和有限元边界条件 

影响飞机水上迫降过程载荷的飞机构型参数主 

要包括质量特性和襟缝翼构型等，有限元边界条件 

主要包括飞机着水姿态、入水速度和水面状态等． 

3．1 飞机构型数据 

(1)质量特性．存数值模拟计算时，设置起落架 

为收起状态，采用标准航程最大着陆质量对应的重 

心状态进行分析计算．(2)襟缝翼构型．根据模型试 

验结果和文献『3]，襟缝翼设置为全开位置． 

3．2 有限元边界条件 

(1)着水姿态：根据文献[4]，选择 12。作为水上 

迫降的初始俯仰角．(2)入水速度：水平速度选取 63 

m／s；根据文献[5]，下沉速度选取1．524 m／s．(3)水 

面状态：静水水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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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角加速度和压力分布云图计算得到机身着水底 

部均布压 力，供 机身站位 载荷计算使 用；参考 

CCAR-25．533水上飞机局部压力的横向分布关系， 

根据 力分布云图得到翼身整流罩着水底部压力横 

向分布，进一步得到机身着水底部局部压力，供机身 

着水底部结构的强度校核使用． 

4．5 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分析 

4．5．1 机身惯性载荷因数 

根据数值模拟计算的角加速度计算机身头部和 

尾部的加速度值，对机身各站位处进行线性插值，得 

到不同站位处因飞机抬头或低头产生的加速度，同 

时和机身重心站位处的加速度值进行叠加，获得飞机 

在水上迫降过程中机身垂向加速度值．根据计算的加 

速度值绘制曲线，得到水上迫降过载包线，见罔7． 
— — 水上迫降包线 

图7 水上迫降过载包线 

Fig．7 Ditehing overl()ad envelope lines 

参考文献： 

4．5．2 机身着水底部局部压力栽荷 

根据水上迫降数值模拟计算的机身底部压力分 

布云 ，绘制压力载荷沿机身航向的分布，见网8． 

翼身整流罩横向分布参考 CCAR．25．533水上飞机 

局部压力的横向分布，机身对称面上压力载荷因数 

为1．0，侧边压力载荷冈数为0．75．机身其他站位局 

部压力载荷横向分布呈三角分布． 

图8 着水底部对称面上局部压力载荷航向分布 

Fig．8 Local pressure load distribution at symmetry plane 

t aircraft bottom in heading direction 

5 结束语 

建立飞机水上迫降和流体的有限元模型，采用 

托格朗日和欧拉算法计算分析飞机水上迫降过程． 

对于翼吊发动机飞机，在水上迫降过程中飞机先低 

头后抬头，飞机着水压力载荷在飞机着水初期达到 

峰值后再衰减，然后由于飞机尾部产生负压使飞机 

再次抬头后低头，机身底部着水压力载荷再次出现 

较小的峰值，然后逐渐平稳．本文的数据仅采用商用 

有限元软件 Dytran计算分析得到，需要通过试验验 

证其准确性． 

[I] 中国民用航空局．CCAR一25一R4 运输类飞机适航标；隹[S] 

[2] 卞文杰，万力，吴莘馨．瞬态动力学CAE解决方案 Dytran基础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5． 

[3] 李斌，杨智春．大型运输机水上迫降研究进展[C]／／中国航空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2007 

f4] 钟恢扬．BOING-737飞机水上迫降推荐程序[Cj／／航空航天工业部民用飞机适航技术研究课题组．适航技术资料汇编：第二集：水上迫 

降译文集．1991：299． 

[5j l A FEI A A，GREENWOOD R P．Transport ware!impa~ t and ditching perlb~nlanee，I)0T／ AA／AR-95／54[R]．USA：Fetleral Aviation 

Adminis!ration，1 996． 

[6】 黄勇，李凯，徐文岷．民用飞机水上迫降着水载荷预测方法研 究[C1／／第十届全国振动理论及应用学术会议论文集(2011)：下册， 

201】：1138．1147． (编辑 武晓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