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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了一 个基 于 Navier—Stokes方程和 自由尾迹模型 的高效耦合 CFD 方法 ，用于旋翼 桨一涡干扰 气动和噪 

声特性的研究。该方法将旋翼流场计算域分为两部分：在桨叶附近区域，通过求解 Navier-Stokes方程来模拟流 

场中旋翼桨尖涡的形成；在尾迹输运区，采用自由尾迹模型表示尾迹涡的运动及其影响。噪声的计算采用基于 

声学类比法的 FW-H方程。应用上述方法对 AH一1／OLS旋翼桨一涡干扰状态进行了计算，通过对比脉冲噪声的 

声压时间历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对桨一涡干扰噪声的空间传播特性进行了研究。计算结果表 

明：下降飞行状态的旋翼，在桨盘面会产生多处桨一涡干扰现象，桨叶片数增多，干扰也会明显增加；桨一涡干扰噪 

声具有较强的方向性，指向旋翼前行侧的前下方，其噪声声压级的衰减速率与距离成线性反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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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hybrid method based on Navier—Stokes equation and free wake analysis is developed for stud— 

ying the aerodynamic and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rotor blade—vortex interaction(BVI)．In this meth— 

od，the flow field iS divided into two zones，a Navier—Stokes code iS used to model the tip vortex forma— 

tion around the blade，while a free wake model is employed in vortex transport area，to account for the 

effect of the far wake．The noise prediction is based on the well—known FW —H equation．By this devel— 

oped method，the aerodynamic loading and acoustic calculations are performed for the AH一1／OLS rotor 

in the BVI condition．The present method is validated by comparison of the pressure time history with 

the available experimental data．Furthermore，the BVI nois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 is studi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the BVI phenomena will occur at several azimuthal angles on the rotor in the de— 

scent flight condition．W ith more blades，the number of interactions iS markedly increased． The noise 

has strong directivity，and radiates toward the low and front of blades on the advancing side．The sound 

pressure level of BVI noise has linearly inverse relationship with observer distance． 

Key words：helicopter；blade—vortex interaction noise；coupled CFD method；Navier—Stokes equation； 

free wake model 

直升机作为有翼面飞行器的一种，其有限长的 桨叶在产生升力的同时，在桨尖处也会形成强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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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集中尾随涡，也称桨尖涡。在悬停、下降、中小 

速等飞行状态下，桨尖涡随气流运动会接近、甚至 

穿过桨盘平面，出现与桨叶靠近相遇的情况，形成 

特有 的 “桨一涡 干扰”(Blade—vortex interaction， 

BVI)现象。这种干扰会引起旋翼／机体的强烈振 

动并辐射出极强的脉冲噪声。BVI噪声的出现极 

大限制了直升机在人口密集区的起降使用。在军 

事上 ，噪声大使得直升机过早地暴露 目标 ，对其 战 

场生存形成严重威胁。因此，BVI问题一直是直升 

机空气动力学和气动声学的研究重点 ]。 

旋翼 BVI噪声的强度以及传播方向与很多因 

素有关 ]，如：旋翼面内干扰的发生位置、桨尖涡尾 

迹的结构和强度、桨叶与涡线的垂直干扰距离、涡 

段与桨叶展向轴线之间的夹角等。准确地计算旋 

翼 BVI噪声特性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这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桨叶脉动载荷分布的计算精度。早期 

非定常气动力的计算一般采用升力线理论 ，并在其 

中加入突变响应和失速模型等，然而由于不能计算 

跨声速、叶端三维效应等非线性影响，使得计算结 

果不理想l3 ]。近年来 CFD方法开始广 泛运用 于 

旋翼空气动力学的理论研究l_5_6_。目前基于全流场 

模拟的计算方法通过求解具有一定涡捕捉能力的 

Navier—Stokes方程 以得 到 流场 空 间的尾 迹 涡结 

构，多片桨叶间的相对运动则以运动嵌套网格方法 

来描述l_7]。然而计算方法中固存的数值耗散以及 

嵌套网格交接面插值误差都会使得旋翼的尾迹快 

速耗散。虽然可以通过加密网格、采用高阶格式和 

自适应网格等方法_8 叩来减小数值耗散，但是其尾 

迹捕捉能力仍显不足。此外求解所需的巨大计算 

资源和时间也使得全流场数值模拟方法难以适用 

于旋翼 BVI问题的研究。因此，发展兼具计算精 

度和效率的数值方法对于有效开展 BVI气动和噪 

声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发展了基于 Navier— 

Stokes方程 和 自由尾迹分 析的高效 耦合 CFD方 

法，用于旋翼 BVI气动和噪声的计算分析。该方 

法只需针对单片桨叶进行计算，相对于全旋翼系统 

的模拟，减少了大量网格的计算量。 

l 计算方法和模型 

1．1 气动力计算模型 

准确地计算干扰过程中桨叶表面的非定常脉 

冲载荷是研究 BVI噪声的关键。为此，文中建立 

了基于 Navier—Stokes方程／自由尾迹涡模型的耦 

合 CFD气动力计算方法。如图 1所示，该方法将 

旋翼流场计算域分为两部分： 

(1)在绕桨叶的网格计算 区域 内，建立 以绝对 

物理量为参数的守恒形式 Navier—Stokes方程来捕 

捉桨叶周围流场的各种非线性特征以及近尾迹的 

形成。将坐标系定义在惯性系 (sc，Y，z)上，方程 

表示为 
3 rr广 rr rr 

⋯WdV+①FdS+@GdS一0 (1) 1 
! 

式中：守恒变量w一[10，10“， ，10E] ；“一(U， ，叫) 

为惯性系下的速度矢量；|0，E分别表示密度和能 

量； 为控制体单元体积；S为面积；F，G分别为对 

流通量和黏性通量。文中控制方程对流通量的计算 

采用 ROE格式l_1 ，时间推进采用高效的隐式 LU_ 

SGS方法口 ，湍流模型为Baldwin-Lomax模型。 

(2)尾迹输运区域 ，在离开桨叶一定距离后 ，尾 

迹的运动独立于初始形成条件，其运动及引起的影 

响采用 自由尾迹分析模型l1 来表示 。 

对于 BVI问题 的研究 ，桨尖涡与后续 桨叶计 

算域的切入方式 ，是需要解决 的关键问题 ，文中采 

用了作者发展的广义网格速度法[1 以实现。在混 

合方法的计算中，需要在每个计算步上都更新网格 

点上的尾迹诱导速度。 

在文献[15]中，作者给出了本文混合方法与传 

统基于嵌套网格的 CFD方法的详细对比。结果表 

明对于一个典型的悬停算例，混合方法需要 4．76 h， 

而传统 CFD方法则需要 8．88 h，混合方法节约了 

46．4 的时间；对于前飞算例，计算时间则可节约 

51．5 

图 1 桨叶流场分区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of two zones of flow field 

1．2 噪声计算模型 

噪声的预测采用基于 Lighthill声学类比法的 

Fw—H方程。Fw—H方程有多种积分形式，其中 

运用最广泛的是“FIA”式口 。FIA式将线性噪声 

分成两部分 ，即 

声 (X， )一 (X，￡)+ p 1( ，￡) (2) 

式中： ， 和 分别代表总声压和由桨叶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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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负脉冲波形，具有较强的方向性，噪声声压级极 

值一般位于旋翼前行侧的前下方。 

(3)由于桨盘面内各个 BVI形成 的时间 (方位 

角)存在差异，会引起在不同横向观测位置上的声 

压波形及幅值均不相同；而在纵向方向上，多处 

BVI引起的噪声变化存在着一致性使得声压波形 

相似，仅在声压幅值上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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