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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技术 · 

作战飞机动力装置气动力优化 

许 云 峰  

摘 要 以优化作战飞机动力装置的气动力设计为 中心 ，首先分析 了作战飞机动力装置的气动 

力要求 以及 目前在设计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详细论述 了进气系统与排气 系统 的优化设计方法。 

随着发动机技术的进展和飞机的作战使用要求的不断提高，发 动机进气和排气系统的设计变得 

越来越复杂 ，不但要适应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高度的变化 ，还要能够满足飞机 的隐身性要求。利用 

CFD技术可 以开发先进的分析方法 ，分析复杂的流场 ，从气动力方面优化飞机的进气系统和排气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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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动机在飞机上的安装 ，不管像 民机那 

样采用短舱式的外挂安装，还是像军机那样 

采用一体化的内置式安装 ，都会存在一些气 

动力方面的问题 。现代作战飞机特别需要复 

杂的进气和排气系统 ，能够在各种飞行状态 

和推力状态下高效地工作。不管飞机的主要 

设计用途是用于对地攻击 ，如“狂风”飞机， 

还是用于防空作战，如 EF2000和 “阵风”飞 

机 ，这方面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未来战争的 

作战环境更加变幻莫测 ，要求飞机具有灵活 

多变的作战性能，另一方面，各国军方为了降 

低使用费用，尽量维持统一的机群，减少服役 

飞机型号的数量 ，使作战飞机具有多用途的 

作战能力。因此 ，对地攻击飞机需要具有 良 

好的空战 自卫能力 ，而空 战飞机也要求能够 

完成对地攻击任务。飞机的作战灵活性并不 

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现役 的大多数飞机都具 

有多于一种的作战用途。未来战争作战环境 

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了对飞机作战灵活性 

的要求 。 

最新出现的一个飞机设计方面的主要的 

设计要求是“低可探测性”，这一设计要求不 

仅仅是对于 F一117和 B-2这样的隐身飞机 ， 

而是对于未来所有的作战飞机。在美国新一 

代战斗机 F-22的设计 中，对“低可探测性” 

的考虑极大地影响了飞机设计的各个方面， 

其中最明显的是对飞机结构外形的影响。F一 

22飞机的选形原则将不可避免地对未来 的 

飞机设计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在飞机发动 

机的安装过程 中，如何获得 良好的气动力特 

性和低可探测性是 目前主要的研究内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为了提高飞机的机 

动性 ，人们对矢量推力的应用潜力也进行 了 

许多研究。矢量推力的可行性已经获得了明 

确的验证，但对它的使用价值还存在一些争 

论 。暂且不考虑对矢量推力的争论，要成功 

地使用矢量推力 ，必须要求进行仔细的气 动 

力优化。本文将讨论一些与飞机发动机有关 

的气动力问题。 

2 作战需求 

从现代飞机 的战术要求可以看出，在执 

行任务时大多处于中低空亚音速状态，当然 

有时也处于高空超音速状态。不管是亚音速 

还是超音速 ，进行机动多需要最大 的推力和 

高过载能力。发动机技术的进展使得发动机 

的单位推力(推力／单位进气量)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水平 ，同时飞机结构技术 和气动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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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进展也使得飞机可以承受更大的过载和 

在更大的迎角状态实现有效的可控飞行。这 

就要求飞机的进气道在更大的气流范围内能 

够有效地工作，能够适应较大的俯仰角和偏 

航角 ，并且能够承受在机动过程 中俯仰角和 

偏航角的巨大变化 ，同时还要尽量降低气 流 

达到发动机前端时的畸变水平。这要求对进 

气道的外形进行仔细的优化 ，并与邻近的机 

体表面进行综合优化。EF2000飞机 的机头 

下进气道的设计方案就是这种综合优化的结 

果 ，前机身的下表面有助于气流在大迎角状 

态下进入进气道。采用可调节的进气道整流 

罩可以改变进气道的捕获面积 ，可调节 的进 

气道斜板可以改变进气道的喉管面积 ，以适 

应不同的飞行状态。“狂风”飞机与 EF2000 

飞机都使用了进气道斜板 。 

目前 ，作战飞机实现超音速飞行的主要 

途径还是加力燃烧。虽然也 出现了“超音速 

巡航”的概念，也就是说 ，发动机可以提供足 

够的干推力使飞机加速并保持到超音速巡航 

状态 ，但是 ，在飞行包线的其它部分发动机的 

性能较差。最近几年的主要进展是喷管压力 

比的提高，与此相应的是喷管的形式 由简单 

的收敛喷管(如“狂风”飞机及其同代飞机使 

用的喷管)发展为目前广泛采用的收敛一发散 

喷管。收敛一发散喷管在 2O世纪 7O年代首 

先应用于美国的 F一15空中优势战斗机。收 

敛一发散喷管依然是比较简单的，由于喉管与 

喷 口采用“硬连接”，喉管与喷 口面积的变化 

规律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机械连接。要使发动 

机的性能在所有的状态下都能达到最佳 ，需 

要喉管与喷口的面积能够独立地调节 ，这就 

是所谓的双参数喷管。这种喷管确实改进 了 

发动机的性能，但是发动机与后机身的结合 

变得困难。降低发动机 的阻力 ，特别是近距 

耦合的双发布局，依然是需要特别研究 的问 

题 。 

同上述号 性能有关的要求相 比，与飞机 

的“低可探测性”有关的要求越来越受到重 

视 ，对飞机设计增加了更 多的限制。最明显 

的证明就是为 了控制飞机的雷达回波而对飞 

机外部表面的仔细选形 ，以及内部表面和其 

它系统进行尽可能的遮挡 ，如飞机的发动机， 

它是雷达反射 和红外辐射 的主要来源。F一 

117隐身战斗机采用了带格栅的进气 口，尽 

可能地保持飞机外表面 的连续性 ，B。2轰炸 

机的扁平进气 口位于机翼之上，也是为了减 

少雷达波反射 。这两种飞机都采用了扁平的 

喷 口，与机翼后缘融为一体 ，飞机所采用的无 

加力的发动机为这种设计提供了便利。高机 

动性飞机和多用途飞机由于仍然需要加力燃 

烧的发动机 ，进气 口和喷 口的隐身设计 尚没 

有彻底的解决方案。例如 ，F一22飞机进气 口 

的位置仍然是常规的，位于机翼前方，与机翼 

前缘保持平行。发动机喷 口的设计有所改 

变，采用了可调的矩形喷 口，有利于与飞机后 

机身的结合和减少不规则的型面。 

3 进气 口 

3．1 进气口／前机身综合 

在现代战斗机的设计 中，对飞机结构 、气 

动以及设备装载的综合考虑在很大程度上限 

制了对进气 口纵向位置的选择。尽管进气 口 

的横向位置有选择的余地，可以选择两侧进 

气口、机身下进气 口或机头下进气 口等，但 

是 ，其纵向位置大都位于弯曲的机头向平直 

的机身过渡的区域 ，这一区域气流 比较紊乱， 

前机身的附面层也较厚 。为了尽量避免吸人 

低能量的紊流气流 ，进气 口的设计要从气动 

力方面进行 优化 ，如 EF2000和“阵风”飞机 

的进气 口采用 了进气 口隔板 ，进气 口与机身 

表面有足够 的间隙 ，可 以保证在所有 的飞行 

状态下进气 口不受附面层的影响。进气 口与 

机身的间隙中设计了一个 V形导流板 ，可以 

以较小的阻力将附面层导向机身两侧的主气 

流 。 

进气 口隔板虽然提供了良好的气动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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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但是进气 口与机身之间的间隙和不 

连续性会产生较大的雷达回波。如果要特别 

强调飞机的“低可探测性”，就需要紧密耦合 

的进气 VI／前机身布局 ，也就是说进气 口与机 

身之间不存在间隙。F一22飞机 采用 的是带 

隔板的进气道 ，JSF飞机采用 的是无隔板的 

进气道 ，这两种进气道存在 巨大的差异。对 

于去隔板的进气道而言，由于无法排除前机 

身附面层 ，必须采用气动力 的方法减小附面 

层的厚度，或重新给附面层赋予能量。 
一 种方法是在进气 口之前的机身表面设 

置局部“鼓包”，人们对它的作用原理的了解 

为时已久 ，最近重新引起 了人们的重视。这 

种方案的核心之处在于它是飞机总体设计的 

组成部分 ，如洛 ·马公司的 JSF飞机的鼓包 

与前掠整流罩的组合已经申请了专利。这种 

设计方案的目的主要在于产生合理的压力梯 

度，减小流过鼓包和进人进气 口的附面层的 

厚度 ，与此相反 ，鼓包周围的附面层加厚 ，并 

将主要的低能量气流带离进气 口。通过仔细 

的选形 ，鼓包可以起预压缩表面的作用 ，增加 

超音速条件下的进气效率。通过三维几何设 

计实现附面层 的控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需 

要通过广泛的计算流体力学 的研究 ，了解各 

种几何形状和气流变量并对它们的影响做出 

定量的评估 ，必要时还要辅 以风洞试验和验 

证 。 

3．2 进气道的设计 

与进气 口的设计一样 ，对气动性能和隐 

身性能的考虑对进气道的设计提出了不同的 

要求。进气道的主要作用是将喉管区域的高 

亚音速气流降到发动机前端 的 M0．6左右的 

气流 ，同时保持最小的压力畸变。两侧进气 

道和机头下进气道本身缺乏 中心对称性 ，加 

之一般采用矩形的设计方案 ，使得发动机前 

端 的气流多少存在畸变。当飞机的俯仰角或 

偏航角增大的时候，或飞机进行动力机动时， 

气流畸变会更加严重。在发 动机审查 中，允 

许这方面的因素存在 ，它一般 占到发动机喘 

振裕度的 50％甚至更 多。从气动力方面来 

讲 ，减小压力损失和气流畸变的最佳办法是 

保持进气道尽可能的平直和无障碍。虽然在 

飞机设计中出于对各种 因素的综合考虑，飞 

机的进气道 多少都有 一些弯 曲，但 EF2000 

飞机的进气道基本上符合这一原则。 

减小反射信号的考虑对进气道的设计提 

出了相反的要求 ，主要 的目的在于尽量避免 

发动机前端 的直接暴露。为 了保证强度 ，发 

动机的旋转 叶片采用高强度的钛合金制造， 

而钛合金容易造成较强的雷达回波 ；另外 ，发 

动机叶片的旋转对雷达回波产生一定的调制 

作用 ，使得对方更易于探测和识别飞机。为 

了减小发动机 的雷达 回波 ，就需要采用弯曲 

的进气道或在进气道 中设计遮挡装置，进气 

道 内壁与阻挡装置表面还可涂上吸波材料， 

进一步减小雷达回波。在设计发动机风扇的 

时候 ，可以增加导向叶片，一方面可以改善气 

动性能，另一方面也可以遮挡发动机的旋转 

叶片。但是要获得 良好的遮挡效果 ，还需要 

设计专门的遮挡叶片或装置，这必然会引起 

气动力方面的损失 。如果带弯曲的进气道再 

增加遮挡装置 ，气动力方面的损失会更大。 

气动力损失一般表现为平均压力损失的 

增加和气流畸变水平 的提高。由于产生局部 

气流分离的机会增加 ，气流畸变水平 的变化 

将会更大。在进气道气动力设计方面存在的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在弯曲的进气道中，部 

分区域存 在气 流 分离 ，因此，要用 现 有 的 

CFD方法和紊流模型预测 高度弯曲的进气 

道的气流特性是 比较困难的，进气道遮挡装 

置的使用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这 

方面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建立更加合适的模型和进行更加精确的 

预测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 的是要 

找出控制和减小气流畸变的办法。各种被动 

的和主动的办法正在研究之 中。DERA的理 

论研究表明，将气流的扩散集中在进气道 的 

前段 ，然后进行适当的再收敛 ，有利于减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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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前端的气流畸变水平，这属于被动的办 

法。对于主动的办法 ，DERA也进行了研究 ， 

在高度弯曲的进气道里，使用粗短的导向片 

或涡流发生器 ，可以使低能量气流获得改善。 

风洞试验表明，涡流发生器可以使得标准 的 

DC60畸变参数明显降低(DC60的定义为发 

动机前端气流状态最差的6O。扇形区域 内的 

平均压力减去最小压力然后再 除以平均压 

力)，如图 1所示。这一方法的 目的不在 于 

抑制局部的气流分离，而在于改善分离产生 

的低能量气流。试验表明，这一技术在很大 

的气流范围内和各种不 同的俯仰 、偏航状态 

下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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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进气道涡流控制——Dc60与 的关系 曲线 

涡流发生器虽然效果 良好 ，但将这一方 

案付诸实际应用 ，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它 

能否与进气道导流叶片配合使用 尚不清楚。 

进气道气流改进依然是气动力方面需要研究 

的领域。 

3．3 进气 口／发动机的相容性 

发动机的喘振裕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发动 

机风扇叶片处气流畸变水平的影响。影响发 

动机喘振裕度的其它因素还有风扇和压气机 

工作点的偏移、发动机的制造误差 以及使用 

过程中发动机性能的恶化等 。风扇和压气机 

的设计技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获得了长足的 

进展 ，这主要是由于在设计 中采用 了三维 的 

CFD设计代码。然而，由于军用发动机的叶 

片受载不断提高 ，要维持 良好的喘振裕度和 

较高的发动机效率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特别 

是对于风扇和低压压气机的可调跨音速 叶 

片。就目前的技术水 平来讲 ，3级风扇所提 

供的增压 比可以达到 5甚至更大 ，而在 25年 

前只能达到 3。这样的风扇要求发动机的喘 

振裕度为 25％(喘振裕度 =(R喘振一R工作)／ 

(R 作一1))，而发动机的峰值效率发生在喘 

振裕度为 15％时。发动机稳定性 审核所要 

求的额外 的喘振裕度将使风扇 的效率降低 

3％ 一4％ 。 

要尽可能准确地估计各种因素对发动机 

喘振裕度的不同影 响，特别是进气道气流畸 

变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些原理都是 3O多年 

以前确定的，直到如今 ，仍然采用经验的估计 

方法，这些方法无法可靠地推广应用于新型 

的风扇和压气机。为了建立可靠的理论预测 

方法 ，DERA与罗 ·罗公司合作在剑桥大学 

进行研究工 作，希望 采用 多模块 的 CFD方 

法，模拟气流畸变在高承载压气机叶片之间 

的转移情况。研究取得 了较好的成果，但这 

仅仅是向定量评估进气道气流畸变与发动机 

喘振裕度之间的关系迈进了一小步。 

4 排气系统 

4．1 喷口／后机身综合的气动力问题 

与发动机进气 口的设计一样 ，发动机排 

气系统与机体的结合是飞机设计中非常关键 

的环节，随着飞机性能要求的提高，这方面的 

问题也变得 日益复杂。EF2000飞机在设计 

中对 飞 机 后 部 进 行 了详 细 的 优 化，参考 

EF2000飞机喷 VI／后机身 的设计情况 ，可以 

对安装加力燃烧发动机的高机动性飞机与动 

力装置有关的气动力问题有所了解。为了使 

后机身与全开状态的近距耦合双喷管保持平 

滑过渡 ，后机身有一定 的倾斜。后机身上下 

表面都有开槽，可 以优化后机身上气体的流 

动并减小后机身的面积。与其它安装加力燃 

烧发动机的飞机一样 ，为了使发动机喷管 自 

由活动而不受后机身结构 的限制，发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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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喷管向后伸出后机身之外。 

在飞机的飞行过程 中，喷管的参数和外 

形有很大的变化，不仅是喷管的面积 ，还有喷 

管的压力比和喷气速度都有很大的变化 ，所 

有这些都会对后机身处的气流和附面层产生 

影响。表 1为不同飞行状态时发动机喷管的 

参数，图2给出了对应于这些参数的喷管 的 

内外形状。 

表 1 不同飞行状态时发动机喷管的参数 

飞机马赫数 们．7 肘1．8 

高度(m) 3 O00 10 Ooo 

发动机工作状态 无加力巡航 最大加力 

喷管压力 比 4．5 13 

喷气速度(m／s) 80o 1 50o 

喷管喉部相对面积 1．0 1．75 

喷 口相对面积 1．2 2．4 

图 2 发动机喷管的“开”与“合”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 出，当喷管在巡航 

状态收缩时，发动机的有效底部面积相对增 

加 ，因此底部阻力增大 ；当喷管在最大加力状 

态打开时，飞机的外部表面拉直 ，甚至有少量 

的外张。后机身外形的少量外张有利于进一 

步减小飞机的底部阻力 ，但是它对附面层 的 

影响比较复杂 。不易确定 。 

总的来讲 ，飞机后部的阻力是多个阻力 

的叠加 ，其中包括后机身的型阻 、机身的底部 

阻力 、喷管的底部阻力以及机 机身、尾翼／ 

机身之间的干扰阻力等。这些阻力都或多或 

少地与发动机的工作状态有关，因此也统称 

为“与油门有关 的阻力”。这些 阻力是飞机 

阻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占到飞机零升阻力的 

30％之多。而且 如上所述，这些阻力在巡航 

状态会有所增加，而飞机在飞行中 70％的时 

间处于巡航状态。 

飞机与发动机喷气流的复杂性以及与此 

有关的各种参数 ，如飞机外形参数、飞行状态 

参数 、发动机工作参数等，使得喷管／后机身 

的设计成为了 CFD的重要研究课题。过去 ， 

喷管／后机身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 

验的设计方法，需要进行大量的风洞试验，对 

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和验证。CFD为人们提 

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减小 

了对粗糙的经验方法和昂贵的风洞试验的依 

赖。 

4．2 喷管／后机身综合的隐身性考虑 

如果要考虑飞机 的隐身性 ，就必然对喷 

管／后机身的设计产生影响。目前的设计实 

践表明，设计具有隐身性能的发动机排气系 

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气动力要求和发 

动机的使用要求使得减小雷达截面的措施受 

到限制。发动机的高温排气以及从外部直接 

可视的高温部件 ，即使在非加力的状态下 ，也 

是主要的红外辐射源 。 

降低飞机尾部信号特征的主要办法包 

括 ：使所有的边缘平行 ，使入射的雷达波偏离 

辐射源；避免结构的不连续 以减少额外的信 

号反射；在潜在的反射表面使用雷达吸波材 

料 ；采用遮挡或屏蔽等。前面提到的 F．117 

与 B-2飞机所采用的扁平的尾喷 口就具有一 

定的遮挡效果 。这两种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无 

加力的，尾喷 口也是固定的。如果尾喷 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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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的，不但使得采用遮挡比较困难 ，也增加 

了飞机尾部结构的不连续性 ，如喷 El／后机身 

的界面 、轴对称喷 口调节片的重叠或其间的 

间隙等。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F一22飞机采用 了矩 

形喷管而不是轴对称喷管 ，喷管的活动部分 

与后机身之间采用锯齿形界面，另外，喷口位 

于支持尾翼的外伸尾梁之间。这些措施减少 

了结构 的不连续性，也对喷 口进行 了有效 的 

遮挡。JSF飞机的两种原型机都采用 了类似 

的设计方法。 

从气动力的观点来看 ，F一22飞机 的设计 

是成功的，据报道 ，它达到甚至超过 了给出的 

设计指标。我们有理 由相信 ，JSF飞机 的两 

种原型机的设计也同样是成功的。发动机的 

尾喷管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压力容器 ，轴对称 

的结构形式可以获得最大的强度／重量 比，并 

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易于进行冷却。矩形喷管 

会产生质量和其它方面的损失，矩形喷管的 

调节是通过上下的调节板实现的，容易产生 

气流的泄漏，从而降低喷管的推力系数。因 

此从动力装置的观点来看，仍需要寻求其它 

的尾喷管设计方案 ，同时获得轴对称结构 的 

优点和较小的信号特征。 

4．3 喷管的设计 

从气动力方面来看，最近几年的最明显 

的变化就是收敛一发散喷管的广泛使用。与 

收敛喷管相比，收敛一发散喷管更长、更重 ，结 

构更加复杂，在喷管压力比较高时可以获得 

更好的性能。以表 1中的参数为例，与收敛 

喷管相比，在无加力巡航状态的总推力提高 

2．5％，最大加力状态的总推力提高 6％，对 

应的净推力的增加分别为 3．5％和 9％。 

收敛段的作用是使喷气流在喉管下游进 

行充分的超音速膨胀，它的理想 的形状和尺 

寸取决于需要 的膨胀量和喷管的工作状态。 

喷 VI／喉管面积需要随喷管的工作状态而变 

化，对尺寸、重量和驱动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意 

味着喷 口的设计必然是折衷设计的结果。通 

过对机械连接装置进行适当的设计 ，可以制 

定喷口面积与喉管面积的变化规律并共同使 

用一套致动装置，这就是所谓的“单参数”喷 

管。目前的收敛一发散喷管大都属于这种形 

式。下一步的发展是实现喷 口面积与喉管面 

积的独立调节，也就是完全的双参数喷管。 

双参数喷管具有使发动机的净推力提高 2％ 

一 4％ 的潜力 。 

就控制和降低喷管的信号特征来讲，需 

要对雷达反射和红外辐射进行仔细 的考虑。 

减小轴对称喷管雷达反射的一种方法是将喷 

管调节片的末端做成倒 V形 ，从而形成锯齿 

形的边缘。但是 ，遮挡似乎是更 为有效 的办 

法 ，这已经在 F一22和 JSF飞机的设计 中得到 

了验证 。 

遮挡也可降低喷管红外特征，对高温尾 

气进行遮挡最为有效。对于高温尾气的处 

理，人们的兴趣集中在改善尾气的混合过程， 

以尽快地降低尾气的温度。这方面的要求类 

似于民用航空领域对燃气噪声的抑制，只是 

这里要降低的是尾气 的温度而不是速度。尾 

气 的温度和速度有一定 的内在联系 ，因此人 

们 自然会想到：在降低尾气 的温度时是否可 

以借鉴和利用降噪方面的技术。在民用发动 

机上，一般是利用安装在喷管之前的辐射状 

的斜槽 ，使高温燃气与涵道空气快速地混合 ， 

从而降低尾气的温度。将这一技术用于军用 

发动机的时候 ，要考虑喷 口面积的调节和保 

证喷口调节板有足够的冷却 。另外也可以在 

喷管内设置肋条用作涡流发生器，或利用空 

气喷射产生涡流，实现尾气的混合从而降低 

温度 。 ‘ 

很 明显，降低 高性能作战飞机发动机喷 

气系统的信号特征的许多困难都与喷口面积 

的调节有关。在过去的 l0～l5年里，美 国对 

喷管内的流体控制进行 了一些研究 ，大多数 

的研究都集中在使用 Coanda原理实现矢量 

喷管，也有一些 NASA的研究工作集中在对 

喉管面积的控制 。研究结果表 明，在喷管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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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适当位置进行引气 ，可以使喉管面积的 

变化系数达到 2，但这会对发动机的性能产 

生不利的影 响。尽管如此 ，这项研究使人们 

相信 ，对喷管进行气流控制可以获得一定 的 

效果 ，值得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5 推力矢量 

在飞行中使用推力矢量已经引起了飞机 

与发动机设计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兴趣。在这 

方面，不但进行了理论研究及模型试验 以了 

解推力矢量的原理及潜在的应用 ，美 国的通 

用电气公司、普 ·惠公司以及欧洲的 IPT公 

司都制造了全尺寸的发动机进行研究。 

针对推力矢量的飞行验证试验也已经进 

行 ，主要有美 国／德国合作进行 的 x一3l高机 

动性验证机 、美国空军 F一15SMTD“短距起飞 

和机动性验证机”以及 F一16MATV“多轴推力 

矢量”计划等。这些验证项 目清楚地表 明， 

使用全轴 向矢量推力其偏转角可达 20。，不 

会产生明显的工程问题。三家发动机制造商 

采用了不同的设计方案 ，都获得了设计上的 

成功，三种方案所产生 的增重 也大致相 同 

(一般为发动机重量的 5％)。对推力矢量而 

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它应用于飞机并产 

生实际的作战效果 ，这些问题都与气动力有 

关。 

文献中列 出了推力矢量的许多好处 ，主 

要包括 ： 

(1)俯仰和偏航能力更强，可在更大的 

迎角下实现受控飞行，因此其作战机动性更 

高。 

(2)部分或全部地取代尾翼和其它常规 

的操纵面 ，有利于减重、降阻以及减小雷达反 

射。 

(3)提高了从失控状态恢复的能力。 

(4)增强 了起飞着陆性能 ，可使飞机 的 

起飞距离更短、进场速度更低 、接地更准确。 

前两项可以提高飞机的飞行性能和飞机 

的作战效益。根据 x一3l和 F一16MATV飞机 

的飞行试验和模拟试验 ，飞机可以获得 明显 

的格斗优势。实际上 ，推力矢量的主要优势 

表现在“指向一射击”机动 中跟踪 目标的能力 

的提高。但是推力矢量是在低速时才有效 ， 

并且不可避免地损失飞机的动能，这与飞机 

空空作战中的其它规则是不相符的。也有人 

提出异议 ，目前的空对空导弹已经具有 了全 

向锁定 目标 的能力 ，不再需要飞机采用 “指 

向一发射”战术。由于这些原 因，目前对于利 

用推力矢量提高飞机的作战机动性还没有达 

成共识 ，它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有了更好的” 

额外的能力。 

利用推力矢量替代常规操纵面(亦即所 

谓的“无尾飞机”)是一种截然不 同的方案 ， 

很难与增强机动性 的措施共 同使用。在 x一 

3l飞机的飞行项 目中就对这种方案 的基本 

可行性进行了验证，但是没有公布可能产生 

的好处。DERA的初始研究表 明，如果用推 

力矢量替代垂尾用于纵 向控制 ，确实可以获 

得一定 的好处 ，可以使任务耐久性改善 3％ 
～ 4％。但是这项研究仅仅局限于对现有的 

常规飞机的改进，并没有针对无尾飞机进行 

气动力优化。如果从一开始就考虑推力矢量 

作为主要的操纵手段 ，应该可 以获得更大的 

好处。推力矢量所产生的安全性问题是至关 

重要的因素 ，能否得到满意的解决 目前 尚不 

清楚。 

后两条主要有利于飞机飞行安全性的提 

高，而起飞和着陆性能的提高有利于飞机整 

体性能的改善。这两条都是利用推力矢量作 

为附加的操纵面，增强常规的气动力操纵面 

的效果 。它对操纵系统提供了双重余度 ，可 

应用于飞行包线 的绝大部分 ，减小了操纵系 

统的故障或战伤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从 

失控飞行状态恢复的能力 ，有时也称为 “失 

速恢复”。众所周知，即使高机动性 的战斗 

机 ，当飞机的迎角过大使方向舵受到遮蔽时 

也会丧失横 向操纵权 限。由于相 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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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翼也会失效或失衡。一般来讲 ，当迎角达 

到 25。时，方向舵对横 向稳定性 的控制能力 

就开始减弱；当迎角达到 30。时，就会失去滚 

转和侧滑控制能力。DERA对具有上述特性 

的飞机所进行的动力模拟研究表明，推力矢 

量可以使 飞机 的可控迎角达 到 50。～60。。 

在这里人们 的兴趣并不在于获得过失速机动 

的能力 ，而在于飞行员从危险或困难的飞行 

状态快速恢复的能力。 

1988～1990年进行 的 F一15SMTD飞机的 

飞行试验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高飞机的起飞和 

着陆性 能。为 了这项试 验，在一 架标准 的 

F一15飞机上安 装 了前翼 和可 以俯 仰偏转 

土20。的矢量喷管，喷管的偏转叶片也能提供 

反向推力。改装后的飞机在使用矢量推力的 

时候 ，起飞距离缩短 40％。飞机的下沉速度 

也有所 降低 ，重复着陆 的接地点更加集 中 
— — 这对舰载机的着舰是很有好处的。但这 

主要是 由于在飞行的最后阶段使用了反向推 

力而不是矢量推力。DERA对另一种不同的 

研究机的模拟试验也获得了非常相似的起飞 

性能的改进，在这一项 目中也对利用推力矢 

量(而不是反 向推力)降低着陆进场速度进 

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只有增大飞机的迎角 

才可明显地降低进场速度，而传统的气动力 

操纵面在这方面的作用更加有效。另外研究 

结果还表明，在俯仰平面内需要用到多数或 

全部的气动力操纵 面，使得用于方 向稳定性 

的差动操纵显得不足 ，横 向的矢量推力可以 

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存在 的问题是，大于 

15。的迎角在实际使用中(由于限制 了飞行员 

的视界)能否被接受，但它确实为降低 飞机 

的进场速度提供 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 

6 结论 

随着发动机技术 的进展和飞机的作战使 

用要求的不断提高，对于未来的作战飞机来 

讲 ，发动机进气和排气系统的设计变得越来 

越复杂。飞机的多用途成为了设计中重要的 

追求 目标 ，飞机各系统的设计也要求能够适 

应发动机的质量流 和工作循环、飞机的飞行 

速度和高度的变化 。最为重要的是气动力方 

面的设计必须满足飞机 的隐身性要求，这必 

然使得进气道和尾喷管的内外尺寸和形状 的 

设计受到更多的限制，变得更加 困难。CFD 

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开发先进 的分析方法 ，分 

析高度复杂的流场，以减小对经验方法 的依 

赖 ，从而保证设计 的一次成功。 

(上接第 6页 ) 作为一种新兴的航空武器 对未来战争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系统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它 的技术发展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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