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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水下发射过程来说，掌握水动力载荷形成机理与结构响应特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该问题
需要考虑含相变的复杂多相流动，变约束的结构运动以及这二者之间的耦合效应. 本文采用松耦合的方法，以
流体求解器为主体，将自编的固体结构程序接入流体求解器中，在每个时间步长内分别对流体动力学方程和固
体结构动力学方程进行求解，通过流固界面之间的数据交换实现耦合计算. 其中，流体求解器基于雷诺平均纳
维斯托克斯方程，采用单流体模型处理多相流问题，引入空化模型描述空化相变，采用修正的湍流模型模拟混
合物的湍流效应，并采用动网格技术处理移动边界问题. 航行体的刚体运动和结构振动分开求解. 结构求解器
采用等效梁模型描述结构的振动，通过坐标变换给出了随体坐标系下的结构振动方程，求解方法采用时域积分
法. 所建立的流固耦合方法不仅能够捕捉到自然空化的演化情况，还可获得航行体所受水动力、结构振动响应
以及截面的弯矩，获得了实验的验证. 基于该方法研究了结构刚度、发射速度对空泡溃灭与结构振动耦合效应
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同步溃灭是影响结构载荷的主要因素，包括溃灭压力幅值，溃灭压力作用位置，以及溃
灭压力与结构振动的相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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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o underwater launch,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 of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structural

response. It includes complex flow with phase change, structural behavior under time-vary constraints and coupling
effects between fluid and structure. Loosely coupled method is utilized in the present work, in which the structural solver
is linked to the flow solver. Governing equations of fluid dynamics and structural dynamics are solved respectively. The
coupled algorithm is achieved by exchanging data through the interface of fluid domain and solid domain every time
step. The flow model is based on RANS equations. In this model, mixture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multiphase flow,
a cavitation model is introduced to describe the phase change, a modified turbulence model is utilized to simulate the
turbulent effect of mixture, and the dynamic mesh technique is adopted to deal with the moving boundary. Rigid motion
and structural vibration a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The structural model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quivalent beam
model, and computed by the time domain integral method in Body Axes System. The fluid-structure coupling method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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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up aimed at underwater launch process and has been validated by the experiment. This method could not only cap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ural cavitation, but also obtain hydrodynamics forces, structure vibration and bending moment of
the projectile. We utilize the proposed model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stiffness and launch velocity on coupling
effect of cavity collapse and structural vib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uctural load is mainly affected by collapse
pressure including pressure amplitude, acting location and pha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apse pressure and structural
vibration.
Key words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cavitation，collapse，vibration，numerical simulation

引 言

模拟了水轮机叶片的在空化和无空化条件下的耦合

水下发射是复杂非定常流动与变约束条件下结
构响应的流固耦合问题. 空泡的非稳态演化包括回
射、断裂、脱落等现象 [1-3] ，呈现出随机性和较宽的涨
落范围. 随着有关工程结构的速度更高、质量更轻，
流固耦合效应越来越凸显成为保证结构可靠性的重
要科学内涵. 相对于实验研究，数值模拟所需要的成
本较低，需要的时间周期较短，而且易于调整各种参
数. 因此，将能精确描述空泡演化的计算流体力学方
法与结构动力学程序耦合起来进行求解，对于解决
水下高速航行体结构载荷机理以及强度设计等关键
工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立水下发射流固耦合
计算模型对于认识真实条件下的空泡发展过程、出
水溃灭特征，以及水体/航行体的耦合效应等提供了
重要的手段.

效应，并利用实验进行了验证，分析了复合材料螺
旋桨的性能. Young 等

[11]

利用二维欧拉 -- 拉格朗日

数值方法对复合材料结构在水下爆炸过程中的瞬态
响应进行了研究. 随着计算软件和硬件条件的不断
发展，商业软件和开源程序也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
工具. Ducoin 和 Young[12] 运用商业软件 CFX 建立了
二自由度的动网格模型来模拟柔性水翼的变形，分
析了柔性水翼动力学的规律. 任怀勋 [13] 基于商业软
件 ANSYS 及脚本控制对水翼空化问题进行了流固
耦合计算，分析了三维水翼在空化流动作用下的流
体动力和结构载荷特性. Campbell 和 Paterson[14] 采
用开源软件 Open FOAM 对大变形的柔性叶片进行
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得到了实验的验证.
对于水下发射的流固耦合过程，航行体的运动

对于带空化的流固耦合问题，空化现象带来了

形式在水下发射的 3 个阶段中有所不同：在出筒阶

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与气动弹性等常规的流固

段，航行体在适配器的约束下运动；在水中航行阶

耦合不同，空化流动包含着液态水和水蒸气，是多

段和出水阶段，航行体做大幅的六自由度刚体运动

相、多界面的问题. 除了气固界面，液固界面之间的

和小幅结构振动. 因此水下发射是一个变约束的大

相互作用，还需要处理气液界面的问题. 其次，空化

位移小变形的结构响应问题，比通常的纯振动问题

区内部压力为饱和蒸气压，空泡的非定常演化会带

更为复杂. 鉴于空化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耦合的实现

来载荷时空的变化

难度，计算方面通常对流体求解进行简化，将重点

[4]

，特别是空泡的溃灭通常会伴

随高压脉冲，在短时间内对结构的作用突出. 反之，

放在固体结构上进行研究. 陈伟民等

结构形状的改变也会对空泡的演化造成影响

. 另

结构的作用简化为附加质量，建立了考虑流体作用

外，液态水与水蒸气的密度比约为 1000:1，对于空化

力的结构动力学方程，然后利用有限元方法对方程

区内外的区域附加质量差别较大

. 由于空化区的

进行了求解，给出了水中顶部带圆锥头的圆柱壳体

存在，结构难以用简单的湿模态或干模态来处理. 由

的水弹性振动特性，附加质量系数的计算结果与试

于空化流动的非定常特性，空泡的演化也导致结构
无法用固定的半湿模态来模拟 [7-8] . 只能每个时刻根

验结果吻合较好. 吕海波等 [16] 采用三维势流理论和

[6]

[5]

[15]

将流体对

边界元法计算了水下航行体结构的附加质量. 但是

据空泡形态对模态进行修正，这样又会大大增加计

获取带空泡流体的附加质量是仍未解决的问题. 乐

算量.

光明

针对包含空化的流固耦合问题，主要集中于水
下复合材料螺旋桨的研究. Young 等 [9-10] 利用边界元

业软件 LS-DYNA 计算了不同条件下航行体表面压

方法模拟空化流动，结合有限元分析结构的变形，

建立了气、液、固等多物质耦合, 开展了水下无攻角

[17]

采用任意拉格朗日欧拉方法方法，利用商

力、应力等变化. 程载斌等 [18] 基于 LS-DYNA 软件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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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利用

个时间步长内分别对流体域的流体动力学方程和固

软件 NASTRAN 对潜射导弹出水过程中进行了数值

体域的固体结构动力学方程进行求解，通过流体域

模拟，得到了航行体所受的冲击力和冲击力矩. 张健

和固体域之间的界面交换数据从而实现耦合求解.

等

根据结构求解器和数据交换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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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过程的流固耦合数值模拟. 李国良等

[20]

[19]

采用多体动力学仿真方法，研究无适配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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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出筒过程动载荷响应特性，并分析了发射条

种模式：一种是以流体求解器为主体，把自编的结

件对出筒动载荷的影响规律. 这些简化方法计算量

构程序接入流体求解器中，流体和结构之间的数据

较小，在处理特定工程问题时具有一定优势. 但对于

通过内存交换，称之为 “A+” 模式；另一种也是以流

水下发射来说，空泡的生长、发展和溃灭等非定常演

体求解器为主体，通过调用结构求解器进行结构计

化过程会对结构的运动和变形产生强烈的作用，同

算，流体和结构之间的数据通过文本交换，称之为

时也会受到结构运动和变形的明显影响. 因此越来

“A+B” 模式. FLUENT 软件作为通用的商业求解程

越多的学者基于成熟的商业软件，通过二次开发对

序，能够模拟各种复杂流动，也提供了良好的二次

水下发射流固耦合问题进行分析.

开发接口，因此本文选取 FLUENT 软件作为流体求

王亚东等

[21]

建立了导弹水下发射动态仿真模

解器，并采用 “A+” 模式，图 1 为其方案框图.

型，获得了发射过程中多相流场、弹道参数及受力
的时间历程曲线. 杨晓光

[22]

利用 FLUENT 软件和

刚体六自由度运动模块对航行体水下发射进行了模
拟，分析了发射条件以及波浪对弹道的影响. 赵成
佳

[23]

和申丽辉

[24]

基于 FLUENT 软件采用用户自

定义函数和分区动网格技术实现了流体和刚体的耦
合计算，并研究了尾空泡和横向来流对航行体的受
力和弹道的影响. 但是并未考虑空化和结构振动. 秦
勇 [25] 基于 FLUENT 软件和用户自定义函数航行体
均压排气水下发射过程进行了模拟，分析了波浪、横
流和均压排气等因素对航行体水动力特性和运动特
征的影响规律. 马庆鹏 [26] 建立了二维轴对称模型，
利用 MPCCI 软件实现 FLUENT 软件和 ABAQUS 软
件的数据交换和耦合迭代，计算得到了航行体垂直
出筒过程的结构响应. 王一伟 [27] 基于 FLUENT 软件

图 1 流固耦合技术框图
Fig. 1 Block diagram of fluid-structure coupling method

和自编结构求解程序，以二维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

在 “A+” 模式中，结构的求解以及流固耦合接口

了水下发射过程中刚体运动和结构振动反馈对水动

是通过用户自定义程序实现的，因此结构、流体之

力的影响.

间的信息交换是直接在内存中进行的. 一个时间步

现有的研究工作对水下发射进行了建模，并获

内的耦合包括以下过程：

得了相应的水动力和航行体响应规律，但是在计

(1) 计算结构所受的节点力以及合力、合力矩.

算模型上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简化：或不考虑空化相

流场求解结束后，在流场计算域中遍历航行体上的

变，或不考虑结构变形，或只关注出筒阶段，对于完

面网格，获取面网格单元中心在大地坐标系的坐标

整的水下发射流固耦合计算仍未见公开报道. 本文

(x, y, z). 通过坐标变换求出对应的随体坐标系下的坐

针对水下发射的流固耦合过程进行建模，对水下发

标 (x0 , y0 , z0 )，从而判断该单元所处的相对位置. 积分

射的水动力和结构响应特性以及出水过程中的耦合

第 i − 1 节点和第 i 节点之间的横向合力 (Y 0 方向) 作

效应进行了计算分析.

为第 i 节点的节点力.

1 计算方法
1.1 流固耦合方法

本文采用松耦合方法进行流固耦合计算，在每

(2) 求解刚体位移和结构振动位移. 调用结构求

解函数，求解在节点力作用下的振动位移. 计算航行
体在合力、合力矩作用下的刚体位移. 通过坐标变化
求出大地坐标系下总的节点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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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插值流固边界位移. 在流场计算域中遍历航

行体上的网格节点，获取网格节点在大地坐标系的
坐标 (x, y, z). 通过坐标变换求出对应的随体坐标系
下的坐标 (x0 , y0 , z0 )，从而判断该节点所处的相对位
置，通过线性插值获得网格节点的位移.

∂
(ρm f ) + ∇ · (ρm f um ) = ∇(γ∇ f ) + Re − Rc
(3)
∂t
n
X
式 (1) ∼ 式 (3) 中, um = ρ−1
αk ρk uk 为质量加权
m

平均速度；ρm =

(4) 采用动网格方法，更新航行体表面所有网格

节点的位置. 更新结束后回到步骤 (1)，进入下一时
间步的耦合计算.
在整个发射过程中计算域是从狭小空间到自由
空间，对于这二者需要采用不同的动网格方法来处
理. 笔者主要用到了 4 种动网格算法，分别是弹簧网
格法，局部网格重构，动态层状网格法和滑移网格法.
对于出筒过程，为了提高精度、提高效率，一般采用
滑移网格方法与动态层状网格方法相结合，网格需
要是六面体或三棱柱型的单元. 而对于水中航行和
出水阶段，存在较大的刚体运动，因此采用弹簧网
格方法与局部网格重构方法相结合，网格需要是四
面体单元. 这二者对于网格单元的要求是矛盾的，因
此需要两套网格，出筒过程结束后需要将计算结果
插值到新网格上，进行后续过程的计算 (图 2).

785

n
X

k=1

αk ρk 为混合物密度；µm =

k=1

n
X

αk µk

k=1

为混合物黏性；γ 为蒸气相等效扩散系数；αk ，µk ，
ρk ，uk 分别表示第 k 相的体积分数、黏性系数、密度

和速度；Re 和 Rc 代表空化率和凝结率. 本文采用的
空化模型是基于 Singhal 等 [28] 提出的 “full cavitation
model”，该模型的空化率和凝结率由 Rayleigh-Plesset

方程得到
√

r
k
2(pv − p)
ρl ρv
(1 − fv − fg ) (p < pv )
σ
3ρv
√
r
k
2(p − pv )
Rc = Cc
ρl ρl
fv (p > pv )
σ
3ρl

Re = Ce

1
pturb ) 为相变的压力阈值，psat 为
2
蒸汽相的饱和蒸气压，pturb = 0.39ρk 为湍流带来的

其中，pv = (psat +

压力脉动. Ce = 0.01 为气化率的系数，Cc = 0.02 为凝
结率的系数.
下标 g 和 v 分别代表不可凝结气体相和水蒸气
相. fv 为水蒸气的质量分数，fg 为液体中所含不可凝
结气体的质量分数，一般将这部分不可凝结气体取
为空气，同时满足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由理想气体状
态方程可知，在一定相同温度下压力较低时 (例如液
体的饱和蒸气压)，即使这部分气体含量较少 (例如
10−5 )，也会由于膨胀作用而对空化流产生较大的影

响. 不可凝结气体的含量对物理实际和计算稳定性
都有较大的影响，因此通常需要根据实际的水质给
出.
本文采用修正的 RNG k-ε 湍流模式 [29] ，该修正
的湍流模式能够给出更为准确的回射流运动. 湍流
图 2 计算衔接示意图

黏性给定如下形式

Fig. 2 Sketch of interpolation

µt = f (ρ)Cµ

1.2 空化流动模型

空化流动的控制方程包括混合物的雷诺平均纳
维 -- 斯托克斯方程 (1)∼(2)，水蒸气质量分数 f 的输
运方程 (3).
∂ρm
+ ∇ · (ρm um ) = 0
∂t
∂
(ρm um ) + ∇ · (ρm um um ) =
∂t
−∇p + ∇ · [µm (∇um +

∇uTm )]

k2
ε

其中，f (ρ) = ρv + (1 − αv )n (ρl − ρv ).
1.3 结构计算模型

为了提高计算的精度和便于数据后处理，本文
(1)

采用固定坐标系 (惯性系) 和随体坐标系 (非惯性系)
相结合的混合坐标体系，分别描述不同运动阶段的
刚体位移及弹性振动. 航行体的运动轨迹和姿态可以

+∇·

(−ρm u0m u0m )

(2)

通过刚体的质心位置、3 个欧拉角共 6 个变量确定.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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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通过求解刚体运动方程即可获得航行体的运动轨迹
和姿态. 本文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为细长体，因此可以
将其简化为梁模型，其动力学方程为
Mü + Cu̇ + Ku = f

(4)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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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加速度关系
 
 
   
 0
 0
 v̈   v̈0 
  =   + T  v̈  + 2ϕ̇Ṫ  v̇  +
 u̇0 
 ü0 
 ü   ü 
0
 
 
 v0 
 v0 
ϕ̈Ṫ  0  + ϕ̇2 T̈  0 
u
u

(8)

其中，M 为质量矩阵，C 为阻尼矩阵，K 为刚度矩

其中 (u0 , v0 ) , (u̇0 , v̇0 ) , (ü0 , v̈0 ) 分别为节点的刚体位

阵，f 为航行体所受节点力. 方程 (4) 是基于小位移

移、速度和加速度. 考虑起始时刻固定坐标系与随体

假设，而描述大范围的刚体位移为相对于航行体发

坐标系重合，即



v0 = 0 







u0 = 0 







ϕ=0 

射时的空间固定坐标系 (图 3 中的 XYZ 坐标系)，则
需要建立随体坐标系和空间固定坐标系之间的转化
关系.

(9)

只考虑横向振动 (v0 ≡ 0)，则有



u = u0







0
u̇ = u̇0 + u̇








ü = ü0 + ü0 − u0 ϕ̇2 

(10)

代入方程中可得
Mü0 + Cu̇0 + (K − ϕ̇2 M)u0 = f y + Mü0 Cu̇0

(11)

其中
ü0 = üc + ϕ̈β =

f yα

α+

f yβ

m
J
T
α = {1, 0, 1, 0, · · · , 1, 0}
图 3 坐标系示意图

β

(12)
(13)

βT = {x1 , 1, x2 , 1, · · · , xn , 1}

Fig. 3 Coordinate systems

假设航行体只在 XOY 平面内运动，则随体坐标

(14)

xi 为梁节点在质心坐标系下的坐标，总质量与绕质

心转动惯量满足

系和固定坐标系的位置关系为
   
 
 x   x0 
 0
  =   + T  x 
y  y 
 y0 
0

(5)

(15)

J = βT Mβ

(16)

由于刚体运动不引起结构阻尼，因此



 cos ϕ − sin ϕ 


其中，T = 


sin ϕ cos ϕ

Cu̇0 = 0

(17)

整理可得随体坐标系下的结构振动方程
Mü0 + Cu̇0 + (K − ϕ̇2 M)u0 =

则节点位移关系为
 
   
 0
 v   v0 
  =   + T  v 
 u0 
u u 
0

m = αT Mα

fy −

(6)

f yα

Mα −

f yβ

Mβ
(18)
m
J
在小转动速度情形下，可以进一步忽略含高阶

项 ϕ̇2 的项，即
节点速度关系为
 
 
   
 0
 0
 v̇   v̇0 
  =   + T  v̇  + ϕ̇Ṫ  v 
 u0 
 u̇0 
 u̇   u̇ 
0

Mü0 + Cu̇0 + K · u0 = f y −
(7)

f yα

Mα −

f yβ

Mβ (19)
m
J
可以看出, 随体坐标系下的振动方程形式上与固

定坐标下的方程形式相同，只是在外力项上需要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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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由于平动加速度和转动加速度带来的惯性力. 计

构方法，该方法需要采用四面体网格 [30] . 由于两个

算中只需要对积分得到的节点力进行上述处理，即

阶段采用两套不同的网格，因此需要通过流场插值

可求得航行体的振动位移，这样就能够将刚体运动

技术把第 1 阶段结束时的结果插值到新网格，作为

和结构振动分开求解，便于计算以及后处理. 本文采

第 2 阶段的初始值. 在此算例中刚体运动只允许轴线

用时域积分法求解结构振动.

运动一个自由度，以便于分析水动力与结构振动的

2 典型工况全过程模拟

耦合效应.
2.2 空泡演化特征分析

2.1 对象及边界条件

对于水下发射来说，其所处的环境较为复杂，
计算中需要做一定的简化处理. 在没有侧向海流的
情况下，航行体的运动一般可以视为平面运动 (XOY
平面内)，即刚体运动只有 3 个自由度.
航行体直径为 D，长度为 L，头部形状为 90◦
钝 锥. 初 始 时 刻 头 部 顶 点 与 水 面 之 间 的 距 离 为
H = 10D，出筒时刻的速度为 V0 ，雷诺数为 Re =
7.2×107 ，空化数为 Σ = 0.26，不可凝结气体的质量分

航行体周围的气团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附着空
泡和燃气泡. 其中重点关注的是航行体出水阶段附
着肩空泡的溃灭过程. 根据溃灭的特征可以将溃灭
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图 6)：在第 1 阶段，随着航行
体穿过水面肩空泡从前端向空泡尾端依次溃灭，称
为顺序溃灭；当溃灭点接近空泡尾端时进入第 2 阶
段，剩余的空泡在周围压力作用下会同时溃灭，称为
同步溃灭.

数 fg = 1.5 × 10−5 . 计算边界条件如图 4 所示. 整个发
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出筒阶段和筒外航行阶
段. 这两个阶段的计算由于动网格技术的不同分别
采用了两套不同的网格 (图 5). 在第 1 阶段中采用滑
移网格方法和动态层状网格方法来模拟出筒过程，
该类方法需要采用棱柱型网格. 第 2 阶段采用网格重

图 6 附着空泡溃灭示意图
Fig. 6 Sketch of collapse process

2.3 水动力特征分析

定义无量纲时间 t0 = tU/D，其中 U 为发射速
图 4 计算边界条件
Fig.4 Boundary conditions

度，D 为航行体直径. t0 ∈ [0, 15] 为出筒阶段，
t0 ∈ [15, 19] 为水中航行阶段，t0 ∈ [19, 24] 为出水溃

灭阶段. 图 7 给出了航行体迎背水面在 t0 = 21 时刻
的压力分布. 航行体表面压力存在两个峰值：溃灭峰
值和回射峰值. 溃灭峰值是由于空泡溃灭产生的高
压脉冲 [31] ，而回射峰值是空泡尾部由于流动再附导
致的高压. 可以看出，横向流动导致了迎背水面压力
分布的差异：一方面迎水面的溃灭早于背水面，另一
方面背水面的空泡长度较长，因此回射峰值更靠后.
图 8 和图 9 给出了溃灭过程中航行体所受

图 5 轴截面网格：出筒过程 (下) 和出筒后 (上)

无量纲节点力的时间曲线. 无量纲节点力为 C F =

Fig. 5 Meshes in the middle section: Stage 1 (lower) and

8Fn /(πD2 ρV02 )，其中 Fn 代表结构第 n 个节点所受的

stage 2 (upper)

合力. 可以看出两个溃灭阶段对应的溃灭压力的特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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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溃灭的压力幅值. 从压力特征来看，顺序溃灭的
压力幅值和空间脉宽较小，而同步溃灭压力是一个
大范围、高幅值的压力脉冲，同步溃灭更可能造成结
构的破坏.
2.4 结构响应特征分析

图

10

给出了水下发射过程中航行体不

同 位 置 截 面 的 无 量 纲 弯 矩 ，其 定 义 为 C M
8Mn /(πD

2

ρV02 LK)，其中

=

Mn 为第 n 个节点所在截面

的内力弯矩，K 为刚度比例系数，在本算例中 K = 1.
图 7 航行体表面压力分布 (t0 = 21)

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弯矩最大值出现在航行体的出

Fig.7 Pressure distributions at t0 = 21

水阶段，这与水动力的特征相符.

图 10 水下发射过程中不同位置截面弯矩--时间曲线
图 8 节点力--时间曲线 (顺序溃灭)
Fig. 8 Typical nodal forces-time curves (sequential collapse)

Fig. 10 Bending moments of different sections

计算结果表明, 在顺序溃灭阶段，结构弯矩较
小，而同步溃灭阶段结构弯矩较大. 因此附着空泡同
步溃灭产生的溃灭压力是整个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图 11 给出了同步溃灭阶段不同时刻航行体的节
点振动位移，其中 X 轴代表节点位置，航行体的顶
点为零点. 2u/D 代表随体坐标系下的无量纲振动位

图 9 节点力--时间曲线 (同步溃灭)
Fig. 9 Typical nodal forces-time curves (synchronous collapse)

征也不相同：在顺序溃灭阶段，溃灭压力从航行体
头部向尾部依次扫过各个节点，溃灭推进的速度为

图 11 同步溃灭阶段节点振动位移

Vc ≈ 1.9V0 ，且幅值有波动；而在同步溃灭阶段，溃

Fig. 11 Vibratory displacement of projectile at synchronous

灭压力同时作用在相邻的几个节点上，且幅值高于

collaps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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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可以看出, 在给定的计算条件下航行体以一阶弯

起的弯矩.

曲振动为主，同步溃灭作用点位于一阶振动的两个
节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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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顺序溃灭阶段弯矩曲线有差异，但是在迎水

面同步溃灭总是造成负向的弯矩最大值，背水面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航行体出水过程中，

步溃灭造成正向的弯矩最大值，因此在同步溃灭阶

肩空泡随之溃灭，并产生高压脉冲. 由于横向流动导

段弯矩曲线趋势一致. 这是由于同步溃灭的峰值约

致迎背水面溃灭压力发生的时刻和位置有所差异，

为顺序溃灭峰值的 2 倍.

从而导致航行体产生较大的振动. 肩空泡的溃灭分

(3) 同步溃灭结束后结构进入自由衰减振动.

为顺序溃灭和同步溃灭两个阶段，其中同步溃灭产

表 2 给出了 3 个工况对应的节点力和截面弯矩

生的压力脉冲的幅值和范围更大，是导致结构内力

可以看到, Case 1 和 Case 3 的溃灭压力幅值相差不

弯矩达到最大值的直接原因. 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

大，但弯矩却有较大的区别. 另外，Case 3 的溃灭压

主要关注同步溃灭与结构振动的耦合效应.

力幅值低于 Case 1，但是弯矩却高于 Case 1. 这说明
虽然结构的振动是由于附着空泡溃灭导致的，但是

3 耦合效应分析

并非溃灭压力的幅值越大、结构弯矩就越大，还存在
其他控制因素. 计算结果表明，Case 3 中同步溃灭作

3.1 发射条件的影响

对于水下发射来说, 可控的发射条件包括：发射
深度 H 、发射速度 V0 和横向流速 U0 . 横向流动是导
致迎背水面压力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给定 3 个典
型工况的计算条件 (表 1).

用于航行体的腹部，位于一阶振动两个节点之间. 而
Case 1 中同步溃灭的作用位置更接近于第 2 个节点.

当前参数条件下结构主要是一阶弯曲振动，因此在
溃灭压力幅值相差不大的条件下，作用位置对结构
弯矩具有重要的影响. Case 2 的迎水面溃灭作用更接

表 1 计算条件

近腹部，但是结构弯矩却低于 Case 1，这说明除了溃

Table 1 Simulation conditions

灭压力幅值和作用位置之外，迎背水面的溃灭时间

Vertical

Horizontal

velocity

velocity

差可能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Case

Depth

1

10D

V0

U0

表 2 同步溃灭阶段节点力及截面弯矩 (x/L = 0.56)

2

10D

V0

2U0

Table 2 Nodal forces and bending moments at x/L = 0.56

3

10D

0.94V0

U0
Case Maximum C F Minimum C F Maximum C M Minimum C M

图 12 给出了不同发射条件下 x/L = 0.56 截面的
弯矩对比. 可以看到，虽然 3 个工况对应的节点力在

1

0.19

−0.24

0.076

−0.055

2

0.13

−0.25

0.067

−0.057

3

0.17

−0.20

0.084

−0.045

幅值上差别较大，但是截面弯矩的特征都很接近，
有如下几个特点：
(1) 顺序溃灭导致的截面弯矩均小于同步溃灭引

通过不同发射条件全过程的模拟，发现结构弯
矩与溃灭压力的幅值并不是正相关，同步溃灭作用
位置以及迎背水面同步溃灭时间差亦是影响结构弯
矩的重要因素.
3.2 刚度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迎背水面溃灭时间差对弯矩的
影响，保持其他计算条件不变，通过给定不同结构
刚度 (K = 1, K = 1.5, K = 2, K = 6)，来调整二者之
间的关系. 计算结果表明，不同刚度对应的节点力特
征基本一致，但是在局部溃灭压力幅值上有差异，
这是由于结构振动对水动力的影响. 在水动力相近
的条件下，由于结构刚度的不同，其对应的结构弯
图 12 不同发射条件下在 x/L = 0.56 处的截面弯矩

矩也不同 (表 3). 从图 13 可以看出, 在溃灭过程中，

Fig. 12 Comparation of bending moments at x/L = 0.56

结构一阶弯曲振动频率 f s 与刚度系数 K 的关系近似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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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f s ∼

√

学

K. 对于本文所给定的计算条件，当 K > 1

时，基本都以一阶弯曲振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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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围绕水下发射，针对关注的水动力载荷与
结构响应特征等问题，建立了水下发射流固耦合计
算模型. 本文采用 C 语言编写数据传递，结构计算，
结构程序调用，坐标变换，插值等子函数，利用 FLUENT 软件提供的用户自定义函数接口链接函数，实

现空化流动模型和结构模型的耦合交互计算. 同时
利用动网格技术和插值技术实现了航行体从狭小空
间的约束运动到自由运动的水下发射全过程模拟.
利用建立的流固耦合计算方法，对水下发射过
程进行了模拟. 对水下发射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分
图 13 不同结构刚度在 x/L = 0.56 处的截面弯矩
Fig. 13 Comparation of bending moment at x/L = 0.56 with different
stiffnesses

析了水动力和结构响应特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耦合
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1) 在发射过程中，航行体上的附着空泡包括肩

空泡和尾空泡. 在航行体出水过程中，肩空泡会随之

表 3 同步溃灭阶段节点力及截面弯矩 (x/L = 0.56)

溃灭，并产生高压脉冲. 横向流动会导致迎背水面溃

Table 3 Nodal forces and bending moments at x/L = 0.56

灭压力发生的时刻和位置有所差异，从而引起航行

Stiffness Maximum C F Minimum C F Maximum C M Minimum C M

体较大的振动. 肩空泡的溃灭分为顺序溃灭和同步
溃灭两个阶段，其中同步溃灭产生的压力脉冲的幅

K=1

0.19

−0.24

0.076

−0.055

K = 1.5

0.20

−0.25

0.107

−0.073

值和作用范围更大，是导致结构内力弯矩达到最大

K=2

0.24

−0.25

0.106

−0.079

值的直接原因.

K=6

0.24

−0.24

0.062

−0.081

(2) 不同发射条件的弯矩曲线在顺序溃灭阶段有

差异，但是在迎水面同步溃灭总是造成负向的弯矩
由于发射条件相同，因此不同刚度航行体计算
得到的溃灭压力及其作用位置基本相同，区别在溃
灭压力与结构振动的相位关系不同 (表 4). 定义无
量纲时间 f ∆T ，其中 f 为航行体的一阶弯曲振动频
率，∆T 为迎背水面同步溃灭时间差. 可以看出当
f ∆T = 0.5 时，航行体的结构弯矩最大，当 f ∆T = 1.0

时结构弯矩最小. 这是因为当 f ∆T = 0.5 时，背水面
溃灭与结构振动的相位相同，迎背水面溃灭对结构
作用相互叠加，从而导致更大的结构弯矩. 相反的，
当 f ∆T = 1.0 时背水面与结构振动的相位相反，迎背
水面溃灭对结构作用相互抵消，因此结构弯矩较小.
表 4 无量纲时间 f ∆T 与截面弯矩 (x/L = 0.56) 的关系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 ∆T and bending

最大值，背水面同步溃灭造成正向的弯矩最大值，
因此在同步溃灭阶段弯矩曲线趋势一致. 这是因为
同步溃灭的峰值约为顺序溃灭峰值的两倍. 同步溃
灭结束后结构进入自由衰减振动阶段.
(3) 影响结构弯矩的主要因素包括：溃灭压力幅

值，溃灭压力作用位置，以及溃灭压力与结构振动的
相位关系. 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溃灭压力作用位
置越靠近腹部，结构弯矩越大. 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
下，迎背水面溃灭时间差与结构振动周期之比越接
近于 0.5 时，结构弯矩越大；该比值越接近于 1，则
结构弯矩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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