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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列车通过隧道时气动阻力特性的ＣＦＤ仿真分析
王一伟，杨国伟，黄晨光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流固耦合系统力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摘

１００１９０）

要：基于可压缩流体的纳维一斯托克斯方程和ＲＮＧ志１模型，以由头车、中问车和尾车３辆车编组的

某高速列车１：８风洞试验模型为研究对象，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ＣＦＤ），建立包括车体和走行部的三维
非结构化列车表面离散网格模型和列车与隧道、列车与明线空问的组合计算网格模型，研究高速列车通过隧道
时气动阻力的时变特性和规律。结果表明：高速列车在车尾刚进入隧道人口时其气动阻力达到最大值，为同样
工况下明线运行时的２．５倍；高速列车完全进入隧道后，其气动阻力存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平稳期，为明线运
行时的１．８倍；之后在隧道压力波的作用下，高速列车的气动阻力会发生准周期变化，变化幅度接近明线运行
时的６０％；在隧道长度大于高速列车长度的前提下，高速列车通过不同长度隧道时，其进入隧道时的气动阻力
最大值均比较接近，而且在隧道内运行时的气动阻力变化特征和幅值也基本相同。
关键词：高速列车；通过隧道；空气动力学；气动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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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列车气动阻力占常规运行阻力的最主要方

常流动的空气阻力并分析了相关参数的影响；王一

面口’２］，是高速列车运行的重要指标，也是车速和

伟等［１１１基于ＬＢＭ方法和活塞风修正，研究了３节

能耗的主要制约因素。高速列车在明线运行时，气

高速列车模型在无限长隧道中的准定常流动的空气

动阻力通常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并且变化较小；

阻力系数。
以上研究大都基于高速列车外形被简化且在无

但在通过隧道时，类似活塞进入气缸的情况，空气
对高速列车的阻碍作用明显增强，并会产生一系列
的压力波在隧道内传播和反射，导致高速列车气动

限长隧道中运行的基础上，得出了定常流动的空气

阻力大大增加，并呈现随时问变化的特征。因此，

阻力近似解，但对于高速列车通过隧道过程中的气
动阻力演化情况，未做进一步研究。本文采用基于

研究高速列车通过隧道过程中气动阻力的变化特

动态网格技术的三维ＣＦＤ数值计算方法，针对投

性，对于高速列车的设计以及隧道区间的运行图编

入运营的某高速列车３节风洞试验模型，进行高速

制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车通过隧道的气动阻力演化研究，分析整个过程

对高速列车隧道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主要可以采
用理论分析、实车试验、动模型试验以及数值计算

中气动阻力的形成原因和变化规律。

等多种方法Ｅ３－４］。目前，对于高速列车通过隧道形

１数值计算方法

成的压力波特别是初始压缩波和微气压波的研究较

多［５。７］，对于隧道气动阻力的分析相对较少。王韦
等［８］建立了非恒定流活塞风计算公式和适用于非恒

１．１主控方程

定流的空气阻力计算方法，讨论了不同隧道断面的
阻力系数；魏鸿等［９］采用水流模型模拟气流原型，

准确分析列车周围与隧道空间内流场镯汹嫡睦的演化
过程，因此针对流体的动力学行为，采用可压缩流

形成隧道中高速列车的空气阻力计算方法，并最终

体的纳维一斯托克斯（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作为

提出沉管隧道列车空气阻力参数；许唯临等［１０］针
对简化的高速列车外形，计算了隧道中高速列车定

基本控制方程，则有

针对高速列车通过隧道的气动阻力问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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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为空气密度；“为空气速度；ｚ为空间坐

其中，胁：∥。壁

“，７为空气在ｉ方向和ｊ：方向的脉动速度。

式中：∥ｔ为湍流黏度系数，Ｇ为常数ｏ·０８４５ｉ忌

式（２）中最右边的一』Ｄ讽为雷诺应力项，

为湍动能；￡为湍流耗散率。

该项需要采用一定的湍流移＆与磊场平均量联系起

基于ＲＮＧ志＿ｅ模型增加关于湍流动登忌和湍

流耗散．妻ｅ眵篁运方要。，．即可将方程封闭ｎ
１．２求解方法和计算参数

来，才能将方程组封闭。根据Ｂｏｕ。ｓｉｎｅｓｑ假设有
，

，

一ｆＤ“７ｉ“７，一∥ｔ‘号考＋嚣’一

２Ｉ。

对于上述主控方程，采用有限体积法进行离散

吾（库＋ｐ。恶）如

求解’具体计算方法和参数取值贼１。

（３）

表１主控方程求解时计算参数
求解和取值

方法和参数
求解方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非定常（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时间离散格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一阶隐式（１ｓｔ～ｏｒｄｅｒ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空间离散格式（Ｓｐａｔｉａｌ

二阶迎风（２ｎｄ—ｏｒｄｅｒ

ｓｃｈｅｍｅ）

ｕｐｗｉｎｄ）

压力插值格式（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交错压力方式（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湍流模式（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ＲＮＧ＾一￡

时间步长（Ｔｉｍｅ

】ｍｓ

ＳＴａｇｇｅｒ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ｌＤ！）
‘

ｓｔｅｐ）

１．３计算模型和工况

为便于将通过隧道工况与明线运行工况对比，
计算模型选取某投入运营的高速列车１：８风洞试
验模型的头部、中部和尾部３辆车厢编组作为研究
图２车厢编组表面离散网格

的物理对象，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ＣＦＤ），

进行列车表面、车厢连接处、转向架等部位的数值
计算和风洞测力试验对比分析。

进行三维ＣＦＤ数值模拟前，对计算模型进行
非结构化网格离散。为了较为准确的描述高速列车
气动阻力情况，对车体、转向架等复杂的几何结构
也予以保留并划分了网格，在高速列车表面处划分
棱柱型的边界层网格对其边界层进行模拟，保证边

界第一层网格位于湍流边界层内。整个计算区域约
７００万个单元。其中，车头附近表面离散网格如图
１所示；车厢编组表面离散网格如图２所示。

此外，由于要考虑高速列车与隧道和明线地面
的相对运动，因而计算网格采用多块划分的办法，

即每列车厢周围建立一个长方形空间生成网格，再
建立其与明线空间和隧道的组合计算网格（本文中
隧道采用截面积实际尺寸为７０ ｍ２的单线隧道）。

利用滑移网格来实现不同块之间的相对运动，同时
利用层状网格方法维持网格大区域的不变性。列车

与隧道组合网格如图３所示卜列车与明线空问组合
网格如图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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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车头附近表面离散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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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通过隧道时列车与隧道的组合计算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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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
转向架

３．６７ｆ＼
－头车

．：·：：、‘。：．：．··卜：·：·：一．’：：：＋：：＋：．”：’ｔ·：。．··：‘

中闻车

’·：．’－：

尾车
１转向架

图４明线运行时列车与明线空间的组合计算网格

图６明线运行时气动阻力分布

计算过程中，采用地面和隧道壁面不动，高速
列车以真实速度运行的方式设定计算条件。计算时
高速列车设为运动壁面，以车速２１６ ｋｍ·ｈ－１运行

３通过隧道时数值计算与分析
３．１

典型工况气动阻力变化规律

并同时进入隧道；地面及隧道壁面为固定无滑移壁
面；远场给定压力为１个大气压，分别在头车、中
间车厢和尾车处分块记录阻力变化情况。

采用与明线运行工况相同的计算方法，进一步
计算通过典型长度隧道（即波动影响较显著的隧道
长度［３’１３｜，本文计算中采用长度为１３倍车长的隧

２明线运行时数值计算与试验结果

道）工况高速列车流场以及气动阻力情况。计算
中，列车通过隧道断面阻塞比为０．１５６，得到高速

对比

列车通过典型隧道时气动阻力系数时程曲线如图７

利用前述的动网格技术和三维ＣＦＤ数值计算
方法，进行明线运行时的动态网格计算，得到明线
阻力随时间变化的时程曲线如图５所示。

所示。图中：高速列车运行方向为由左至右；１—９
为与高速列车运行情况对比后归纳得出的气动阻力
、

典型特征阶段序号。

Ｏ
０
０
０
０
０

籁幡Ｒ盛

０
Ｏ
０
Ｏ

叭∞”弘＂弘＂弘驺弛

图５明线运行时气动阻力系数随时问变化曲线

时［＇ｆｉｊ／ｓ

图７高速列车通过典型隧道时气动阻力系数时程曲线

阻力系数定义为

２焘

Ｃｄ

阶段１：高速列车在即将进入隧道之前（￡一

㈤
０．５

ｓ），其和地面压力分布如图８（ａ）所示。此

式中：Ｅ为列车运行反方向所受合力；ｕ为列车

时，高速列车气动特性与明线运行时基本相同，气

运行速度；Ａ为运行方向列车投影面积。

动阻力也与明线运行时非常接近。当高速列车车头

明线运行条件下，计算得到列车的稳定平均阻

进入隧道入口时（ｔ一０．７ ｓ），产生初始压缩波并

力系数为０．３３６，与相同工况进行风洞试验得到的

向隧道出口方向传播，车头迎风面压力快速持续升

稳定平均阻力系数０．３２６相比，误差约为３％，验

高，因而导致气动阻力迅速升高。进入隧道初始过
程压力分布如图８（ｂ）所示。由图、８伯）可见：

证了所用数值计算方法的正确性和准确性。
明线运行时头车、中间车厢、尾车和转向架等
部位气动阻力比例分布如图６所示。由图６看出：

列车前方高压压缩波已经形成，隧道内部压力达到
ｌ ０００

阶段２：高速列车车尾进入隧道入口时（ｔ一

３节车厢车体的气动阻力相差不大，三者之和占全
车气动阻力的８５％以上，是列车气动阻力的最重

万方数据

Ｐａ，此时车尾压力分布与明线运行时接近。

０．７５

ｓ），产生初始膨胀波并向车头及隧道出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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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传播，隧道壁面最低压力达到一６００ Ｐａ；同时列

增加，并在车尾进入时达到最大值，同样工况下达

车壁面压力逐渐下降，列车壁面最低压力达到一

到明线运行时气动阻力的２．５倍；高速列车完全进

８００

Ｐａ，而气动阻力也将随之下降，在此时气动阻

入隧道后，气动阻力存在一段时间的平稳期，同样

力取极大值。此时高速列车表面压力分布如图８

工况下平稳期的气动阻力约为明线运行时的１．８

（ｃ）所示。

倍；之后在隧道压力波的作用下，高速列车气动阻

阶段３：初始膨胀波到达高速列车车头位置并

力会发生准周期性变化，变化幅值接近明线运行的

继续传播，之后在没有新的压力波产生影响之前，

６０％，周期与压力波在隧道内的传播时间接近；高

高速列车气动阻力进入一个平稳期，平稳期内高速
列车表面压力分布分别如图８（ｄ）和（ｅ）所示。

速列车接近到达隧道出口时，气动阻力进人第２个
平稳期，数值与第１个平稳期接近；高速列车车头

由图８（ｄ）和（ｅ）可见：ｔ一０．９和１．１ ｓ时，高

行驶出隧道后，其气动阻力迅速下降，并伴随有一

速列车表面压力分布非常接近，由于此时高速列车

定波动，最后恢复至明线运行时的气动阻力。

处在封闭空间内，因此气动阻力仍显著高于明线运
行时，接近于无限长隧道内高速列车运行阻力的
结果。
阶段４：初始压缩波传播到隧道出口反射为膨

胀波，然后又传回高速列车表面，造成车头迎风面
压力下降为负压，约为－－２００ Ｐａ，从而使气动阻力
相应持续下降。此过程中高速列车表面压力分布如
图８（ｆ）所示。由图８（ｆ）可见：￡一１．３ Ｓ左右，
车前压力明显低于图８（ｄ）和（ｅ），此时高速列

车前方压力处在下降过程的最低点。
阶段５：初始膨胀波到对面隧道出口反射为压

缩波，然后传回到列车表面，造成车头迎风面压力
升高，因此气动阻力开始增加。
阶段６：高速列车在隧道内持续运行，由于压
力波的不断传播和反射，列车气动阻力呈现出周期
性变化规律。
阶段７：高速列车运行至接近隧道出口区域，
由于此处接近开放空间，压力波的作用不明显，并
且压力波在隧道口反射后形成的反射波与入射波对
壁面压力的作用相反，存在一定的中和作用，因此

高速列车气动阻力变化幅度趋于减小，其数值略小
于阶段３（平稳期），此时高速列车表面压力分布
如图８（ｇ）所示。

（ｇ）卜２．５

ｓ

阶段８：高速列车车头驶出隧道，隧道口效应

使气动阻力发生波动，随后迅速下降，此时列车驶
出隧道部分表面压力分布与明线运行情况接近。这
一阶段高速列车表面压力分布如图８（ｈ）所示。

阶段９：高速列车车尾使出隧道时，气动阻力
发生一定波动后保持稳定，之后其表面压力分布恢
复至明线运行时，此时高速列车表面压力分布如图
８（ｉ）所示。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气动阻力大小满足如

下规律：高速列车车头进入隧道口后气动阻力迅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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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通过典型隧道时高速列车表面压力分布（单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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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表２不同工况下稳定平均阻力系数

３．２隧道长度对气动阻力变化规律的影响

阻力系数

基于上述典型隧道长度的气动阻力分析，又分
别对高速列车通过长度为１０倍车长的中隧道和

明线运行时风洞试验

０．３２６

明线运行时数值计算

０．３３６

６．５倍车长的短隧道气动阻力进行分析。为了便于

通过长隧道时数值计算

０．５６４

对比分析，将曲线的时间轴统一到相同位置，得到

通过中隧道时数值计算

０．５６３

高速列车通过不同长度隧道时气动阻力系数时程曲

通过短隧道时数值计算

０．５３３

刚进人隧道时阻力最大值（不同长度平均）

０．８１８

隧道内运行时阻力最大值（不同长度平均）

０．６６４

工况

线，如图９所示。
０．９０

＋长隧道

０．８０

·

０．７０

饕ｏ．６０
皇０．５０
０．４０

进出隧道时阻力变化与上述典型隧道分析应基本相

中隧道
短隧道

同，且随着隧道长度的增长，隧道内气动阻力稳定
期和波动周期也会随之加长，最终趋近于无线长隧

｜『≯卅１

道的气动阻力分析结果；对于更短隧道，当隧道长
度缩短甚至小于列车长度时，高速列车气动阻力提
高过程会变得不充分，相当于上述分析中的进入隧

０．３０

道过程和驶出隧道过程的叠加。
０．２０
Ｏ

Ｏ．４

Ｏ．８

ｌ ２

ｌ ５

２ ０

２．４

２ ８

图９高速列车通过不同长度茹；气动阻力系数时程曲线
图

结论

４

高速列车通过不同长度隧道时气动阻力系数时程曲线

由图９可见：中隧道与长隧道相比，气动阻力
的变化规律和量值基本相同，仅在变化的时间周期
上有所差别，中隧道的气动阻力变化周期较长隧
道短。
高速列车通过短隧道时的气动阻力变化情况与
长隧道基本相同，均在列车完全进入隧道时刻取最
大值。但由于短隧道反射时间较短，没有阻力相对
稳定期。另外，由于高速列车的最大气动阻力和变
化幅度主要由初始压缩波和压缩波决定，而在列车

速度和阻塞比不变的情况下，入射波的强度基本不
变，因此高速列车通过短隧道时气动阻力变化的幅
值与长隧道也比较接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不同工况下稳定平均
阻力系数见表２。

由此，也可进一步推知高速列车通过其他长度
隧道时的气动阻力变化规律：对于更长隧道，列车

参
［１］ＪＯＳＥＰＨ

考

（１）高速列车在车尾刚进人隧道人口时气动阻

力达到最大值，在同样工况下达到明线运行时的
２．５倍。
（２）高速列车完全进入隧道后，在隧道口附近
阻力变化平稳，平稳期气动阻力约为明线运行时的
１．８倍，在隧道内运行时高速列车在压力波作用下
气动阻力会发生准周期变化，变化幅度接近明线运
行阻力的６０％。
（３）高速列车通过隧道长度大于列车长度的不

同隧道时，其进入隧道时的气动阻力最大值均比较
接近，在隧道内运行时气动阻力的变化特征和幅值
也基本相同。

（４）基于本研究，结合高速列车进入隧道初始
压缩波的研究结果，可以进一步探讨高速列车隧道
运行时气动阻力最大值和变化幅度与列车运行速
度、阻塞比等参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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